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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世 力 士 乐 杂 志

18 在山体中锯出隧道：
在不中断交通的条件下
扩展隧道

行走机械：
电子化带来
高效益
10

24 质量 4.0：工业 4.0 生产线
大幅提高了机器人关节减速器
的加工质量

不是所有的物体都能承受炽热的环境。在铸造车间、淬火炉和其它热加工流
程中，配有塑料零件的导向元件很快就会过热。但是，这在力士乐产品目录中新的滚珠导套和
线性组件中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它们全部都是钢制。因此，能够长期承受高达摄氏200度的高
温环境，满足客户的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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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个系统 进 行 优 化 更 有 必 要 。 ”

亲爱的读者：
在所有部件中实现智能化开创了
提高能源效益的基本条件，这些部件
包括行走机械的工作液压和行走液压
系统中的阀、泵，以及整个管道系统，
这就是目前行走机械发展的焦点所在。
为了提高能源效益，不仅在很多细节上
要进行改进，而且对整个系统进行优
化更有必要。
从更高的效率、更好的功率密度
和控制数字化的角度出发，液压系统
以其大动力和高动态特性仍然保持了它
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甚至还要继续扩

展。液压的电子化和功能强大的混合
系统将为此做出卓越的贡献。尤其是
在另一个关键议题“连通性”已经成
为联网系统的先决条件，必须持续跟进
的趋势下，不仅机器内部的数字化信
息交流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价值链上所
有元件的共同协作更是极为重要的。
需求最大的是相应于不同区域、不
同行业和不同客户要求的定制解决方
案。我们的模块式组装系统以及力士
乐 4EE (Rexroth for Energy Efficiency) 高能
效理念能够针对个性化的要求实现系

统的高效益设计。我们如此为遍布全
球的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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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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益型企业将会更加没有依赖性。”
Alexander Sauer 教授解释了工业4.0和智能电网

行走机械：电子化带来高效益 在那些要求排放和噪

工厂是如何能在未来更加具有能源效益的议题。

音继续减少，同时，效率和应用友好性继续提高的场
合，电子化是取得成功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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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体中锯出隧道 意大利的Palmieri公司开发了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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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JPL-Caltech

来自木星
的新闻

 NASA 天线必须极为精确地定位，以便能够接收来自木星的信息。

木星探测器“朱诺号”(Juno) 已于2016年7
月进入环绕太阳系最大行星木星的轨道。它将绕
木星飞行20个月，共环绕木星37周，向地球发送
测量数据和图片。木星探测器“朱诺号”经过5
年的飞行抵达了距离地球大约十亿公里的宇宙空
间目标。为了使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的木星
探测器“朱诺号”能够在这个遥远的距离上不间
断地向地面传送数据和图片，在地球上分布了三
个配有70米直径抛物面天线的地面接收站 - 深空
网 (Deep Space Network)，用于接收探测器传
来的信号。这些天线必须能够非常精确地调整，
天线的精密调整工作采用力士乐的高性能液压马
达完成。
 www.boschrexroth.com/industrial-hydraulics

缆索渡轮

Kent Kallberg

博 世 力 士 乐 加 拿 大 公 司 为 长 达 1900米 的 世 界 最 长
缆索渡轮航线提供了液压解决方案。“Baynes-SoundConnector”号缆索渡轮负责往来温哥华岛与丹曼岛之间
的航线，这艘船身长近80米的缆索渡轮可同时运载150名
乘客及50辆汽车，航行速度可达8.5节。驱动方案由力士
乐部件组成：两个Hägglunds径向柱塞马达CA 100，一个
轴向柱塞泵以及另外一个用于起锚机和扶手斜坡的轴向柱
塞泵。卑诗渡轮公司 (BC Ferries) 预计，凭借这种解决方
案，在四十年的营运时间内，能够节约大约8千万加拿大
元。这艘渡轮不仅燃料消耗极少，而且还节约了维护费用，
尤其是工作非常可靠。由于燃料消耗极少的原因，每年能
够减少480吨的CO2排放。同时，乘客也充分体验了这种
新的驱动方案的优越性：与螺旋桨驱动相比安静了大约23
个分贝。
 www.boschrexroth.ca
 世界最长的缆索渡轮航:“Baynes-Sound-Connector”号缆索渡轮负责往

来温哥华岛与丹曼岛之间的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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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通信
随着机器联网的不断增加，控制设备的意义也
越来越重大。凭借E/A产品组群 IndraControl S20
和S67，力士乐为用户提供了一系列高性能解决方
案。拥有IP20和IP67保护类型的坚固型系统即使
在极端的环境条件下也能正常工作。无需工具的直
接连线和集成的电子铭牌极大地简化了调试工作。
另外，在控制系统和外围设备之间实现了实时数据
通信。
 www.boschrexroth.com/edc

 BLB Industries 和博世力士乐展示新的 3-D 打印机。

成熟的打印机
瑞典的创新型企业 Start-up BLB Industries AB 公司将
生产用于大尺寸和大规格产品的大型3-D打印机。为此，这
家企业与博世力士乐以合作伙伴的形式共同研发了首款演示
打印机。在这台打印机中，配置了力士乐的高速且精密运动
的驱动装置、控制系统和线性模块。在未来，BLB的3-D打
印机能够仅在一天之内就为设计公司打印出大型样件。
 E/A 系统 IndraControl S20 和 S67 能够实现灵活的自动

 www.boschrexroth.com/printing

化。

现代化学习
博世力士乐与南美洲第三大的职业教育学
校SENATI开展了广泛的合作。这个秘鲁的职
业学校拥有80个分校，72000名按照德国模式
的双轨制学生。力士乐于2015年第一次为这
所学校供货了培训系统，接着又为培训教室配
置了技术装备，对学校的教员进行了培训。今
年，SENATI又订购了69套液压教学模块，为
此，还要配置三个培训教室，以此来为学生提
供一个现代化的学习环境。博世力士乐为未来
秘鲁的现代化技术职业教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www.boschrexroth.com/training

 在秘鲁的技术职业教育中，培训模块为职业学校的学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motion
8

drive & control

电 动式园场作 业
Weidemann公司制造的电驱动的园场
装载机工作既安静又无排放。因此，也可以
在马场或动物园正常营运的条件下进行工作。
这种园场装载机配置有两个电机，其中的一
个用于行走驱动，另一个用来驱动外啮合齿
轮泵 SILENCE PLUS 为工作液压系统提供
动力。由于采用静音式电机驱动方案的原因，
在这种系统中，液压泵的噪音在整个噪音中
的份额要大于在柴油机驱动系统中所占噪音
的份额，所以，Weidemann公司决定采用
力士乐的外啮合齿轮泵 SILENCE PLUS，这
种齿轮泵的噪音能级要比常规泵的噪音低 15
Weidemann

分贝，而且低频声响对静音运行特别有利。
 www.boschrexroth.com/silence-plus
 哥本哈根动物园采用电动园场装载机进行工作 – 既无排放又安静。

高空中的追踪
楚格峰，被誉为德国最高峰，位于德国南部，高耸入
云。马克斯-普朗克动力学和自组织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正在
开展对动荡的云流的研究工作。安装在一个导轨滑台上的三
个高速相机要在高空中跟踪微小的云层颗粒一秒钟的时间。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重达260公斤的滑台要以 25 m/s2 的加
速度运动，接着以恒定的速度仅运行七米远的距离，并马上
快速制动。精确的恒速运动平衡了云层的自身运动，这对于
观察者来说是极为必要的。这个研究所在此项高要求的任务
中，采用了力士乐的滚珠导轨导向系统。工程师们借助于一
个具有63安培电流的中间回路实现了这个目标。此项科研
的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和进一步了解气流中
的动态过程。
 www.boschrexroth.com/edc

Michael Gebhardt (UFS GmbH)

 www.boschrexroth.com/linear-motion-technology

 直升机正在把科研滑台运送到山

峰上的实验室中。从今年开始，
已经开始了针对云层的科研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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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免费把 Fit4Ergonomics-App 下载到您
的智能终端设备上：

支持大学生

iOS

博世力士乐从一开始就对在美国的格林维尔技术学院的
生产创新中心 (CMI)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CMI为大学生为
未来的职业做好最佳的准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现在，博世
公益基金会捐赠了62500美元用于模拟实验室。学生们在那

Android

健康地
工作

里将学到接近真实环境的液压技术。
 www.boschrexroth-us.com

借助于新的力士乐人性化App，能够
根据最新的人性化准则对每个工位进行评
价和布置。这个App包括了一系列的核查
表，以及分析工具和评价工具，用户可以
随时通过智能手机调用它们。通过直接的
测量，用户可以收集各种参数，例如，周
围环境、尺寸、加速度的大小和噪音负担，
并且在屏幕上给出互动的建议。结果可以
直接通过Mail发送给用户。
 www.boschrexroth.com/ergonomics
 技术学院院长 Keith Miller (右二) 接收博世力士乐福泰因工厂厂长

Mike McCormick (中) 代表基金会捐赠给模拟实验室的支票。

快速输送
力士乐的线性运动系统 (LMS) 早已在芯
片的大系列加工中安家落户。现在，这种LMS
又有了新的应用领域，例如，在汽车制造业，
在那里，通过极短的输送时间而能够获得更高
的生产率。这套系统基于标准直线电机，在这
套系统中，工件托盘能够各自独立地运行，能
够高动态地将工件以十微米的精度准确定位，
从而无需进行定位修正或转动，立即在装配平
台上开始加工。加工和装配步骤可以在输送单
元上进行，由此而减少了非生产的到位调整和
辅助时间。
 www.boschrexroth.com/lms

 线性运动系统提高了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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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机械：
电子化带来高效益
这就相当于古希腊人提出的三大几何作图问题之一“化圆为方”问题：在行走
机械中，要求排放和噪音继续减少，同时，效率和应用友好性继续提高。在通往更
高能源效益的道路上，电子化是重要的关键环节。

无论是挖掘机，还是环卫车辆，无论是叉车，还是拖
拉机 – 所有这些行走机械都必须满足在未来几年里
将更加严厉的排放标准，例如，Tier 4 final (美国) 或
Stage V (欧洲) 标准。在这些标准中，要求机器制造商生产
的车辆更加高效益和更加环保。而同时，在各个不同市场上
的客户则期待着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匹配于当地的要求。普
遍的要求是：低营运成本、低噪音、高操作舒适性，以及作
为系统联网先决条件的越来越多的连通性。在这里，液压电
子化是完成这些任务的关键环节。由此而形成高动态、高能
源效益、满足未来高要求的驱动装置，而最理想的是生产成
本还不要增加。
整体系统方法
市场要求的不仅只是各单个部件的细节改善。博世力士
乐股份公司分管行走机械应用业务单元的执行董事会成员
Bertram Hoffmann 坚信：只有通过对挖掘机、拖拉机或叉
车等这些行走机械的整个驱动系统进行优化，才能满足未来
的标准极限值。在未来几年内，迅速增长的液压电子化将进
一步提高机器的效率、能源效益和产能。
这将充分体现在作为农业通用机械的拖拉机上，体现在

建筑机械领域的挖掘机上，体现在垃圾处理经济方面的环卫
车辆上，体现在生产加工范围的叉车上。因为柴油发动机与
液压电子化一起协调运作，能够始终在恒定的低转速范围工
作，这不仅节约了燃料消耗，而且也更加安静。这两个优点
都减轻了环境的负担。
布伦瑞克工业大学行走机械与环卫车辆研究所的
Ludger Frerichs 教授认为，数字化联网是一条充满希望的
途径：“行走机械将配置更加强大的智能技术。它们能够互
相之间进行通信，以及自行确定工作流程。在未来的发展
中，提高产能和能源效益以及环保是放在首位的目标。对
于所要求的技术，未来的科研和开发工作将做出应有的贡
献。”(见第14页的采访)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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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机械的
高性能
节约、安静，但强大的动力保持不变，这就是未来的行走机械。因此，博世力士乐为客
户提供用于行走机械的、由各种功能强大的部件组成的整体系统：用于农田耕作、建筑工
地、集装箱港口，以及环卫工作。

作为OEM厂商的解决方案提供者和系统伙伴，博世力
士乐是行走机械液压电子化领域的领跑者。把液压的物理
优点与基于软件的控制器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
此而能够实现能量储存和能量的按需制备。博世力士乐股份
公司分管行走机械应用业务单元的执行董事会成员Bertram
Hoffmann介绍说：“现今，我们的工作和行走液压已经在
行走机械的减少柴油消耗和尾气排放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
献。在这里，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仍然保持了液压技术原
来所具有的性能和灵活性，如果客户需要，甚至还能够继续
提高。”
除典型的应用部件之外，博世力士乐还以“Design-toRegion”的方式开发了匹配于当地要求的解决方案。一个
很好的范例就是 EDIS (Energy Demand-oriented Implement

System)。这套系统专门设计匹配于中国市场的中型轮式装
载机，它凭借纯液压或电子控制式变量泵明显提高了能源效
益，由此而降低了高达百分之十的柴油消耗。
凭借液压马达越过棍棒和石块
将高能效的液压马达和相配的软件结合在一起，力士乐
推出了整体解决方案，它不仅减少了能耗和排放，同时，也
改善了行走的舒适性。例如，按照标准设计的行走驱动软件
DRC能够完成整体的驱动控制，以实现所有行走驱动部件
的协调一致的运动。此外，在功率需求较少的工作状态下，
集成的Eco功能能够减少燃料的消耗，并使机器的噪音降低
20%。这种软件也支持新系列的变量轴向柱塞泵A4VG，这
种新泵配置有集成的传感器，完全满足了对未来的电子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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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驱动的要求。
同时，凭借新的静液压行走驱动方案，能够实现高效益
和节约的解决方案。静液压辅助驱动器 Hydraulic Traction
Assistant (HTA) 进一步改善了载重车在雪地、冰上、泥沼
和未压实的山地上的机动能力。在此，在轮毂中的径向柱塞
马达取代了典型的机械式全轮驱动器，不仅节省了400公斤
的重量，而且也降低了能耗。
工作模式中的柔和动力
带有与负载压力无关的压力分配功能的模块式控制块通
过较小的压力损失带来了明显改善的能源效益。设计用于至
16吨的履带推土机和轮式装载机，简称为RS15WL的控制块
不仅降低了柴油消耗，而且也减少了排放。在农机方面，同
样也节约了能源。迄今为止，由于成本的原因，90马力级
别的拖拉机大多配置的是定量泵，而现在，变量轴向柱塞泵
A1VO能够按需调用所需的功率，由此而在拖拉机部分负载
的范围减少高达 15% 的柴油消耗。
保养代替修理
在连通性这个议题上，博世力士乐将精力集中在提高在
工作场所的所有机器的可用率上。在液压系统中，集成了一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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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传感器，例如，位置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
器，用于采集和传送有关工作状态的信息。变量轴向柱塞泵
A4VG展示了这种电子化的作用。例如，它通过开式接口把
所采集的传感器数据传送给机器的控制装置，再通过互联网
与OEM的云计算进行通信，如此而使每分钟的机器状态都
是透明的。从而使在季节作业高峰发生故障停机的情况成为
过去，预防性的保养保证了最大的机器可用率。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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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需 要智 能型液压系统。”
行走机械一直伴随着 Ludger Frerichs 教授的职业生涯。这位布伦瑞克工业大学行走
机械与环卫车辆研究所所长期待的下一个产能增长点是在整个系统的智能联网上。

您为什么呼吁趋势转向呢？
因为在现今已经发生了真实的气
候变化，我们已经感受到要采取有效
措施的压力。对于我们的行走机械来
说，这个议题意味着要能够两者兼备：
一方面要提供足够的性能，例如提高农
机的产能，另一方面，要减少所需的资
源消耗。因此，经常会出现目标冲突，
而这些冲突只有在对整个生产系统进行
全盘考虑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解决。所
以，我们必须要更多地站在客户应用的
角度进行思考。尤其是操作人员需要智
能的支持，以使他的机器尽可能最佳
地投入使用。
液压在未来
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液压在行走机械方面将继续保持它
的地位，但是，我们必须在应用系统
中继续发展。因此，液压动力站和液压
阀必须更加智能化和具有更好的精确
性。智能化的目的是每个系统参与者之
间能够随时进行相关信息的通信，如

此能够使系统同时且快速地进行优化。
精确性的目的是在部件中减少损失，
并且使操作者对所从事的操作获得“实
时感觉”。我们能由此而获得智能液压
设备，它能够生成用于整个应用系统的
特别重要的信息。另外，液压设备供
应商还必须与OEM厂商一起考虑混合
驱动和跨学科的解决方案，用各领域中
最好的技术获得最佳结果。
这听起来
好像是一种系统共存。
是的，液压、电子和机械 – 每种
技术都在整个系统中有它自己的位置，
在混合解决方案中，在需要时，充分发
挥出其特有的潜力。
那么，如何才能找到
各系统之间的正确平衡呢？
这就要求科研人员放弃纯粹地对单
个部件进行观察的方法，而采取对来自
应用的整个系统进行观察的方法。这
就强迫所有参与者的大范围开放性和密
切的合作。这就要求对技术在理论和现
实方面进行通盘考虑。这就要求既不要
坚持保持现有的东西，也不要跳跃到
想象当中。我们更需要的是信息和通
信的文化。v
w	
请您在下列网站上阅读对 Frerichs 教授采
访的全部内容：
www.boschrexroth.com/trends-and-topics

Prof. Dr. Ludger Frerichs

Frerichs先生，
您是否认为在行走机械效益
增长方面的讨论早已过时了？
根本没有过时。这个议题在所有
的科研领域中都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
挑战。尤其是在提出一个决定性的问
题，如何实现技术系统的效益增长的时
候更是如此。在过去，我们主要把眼
光放在了改善性能方面，亦即，提高客
户的产能。但是现在，第二个方面越
来越重要：在同样性能条件下的费用
最小化。亦即，缓解资源负担，由此而
减少废气排放。

Prof. Dr. Ludger Frerichs

博士教授
从2012年起担任布伦瑞克工业大
学行走机械与环卫车辆研究所所
长。Frerichs教授在奥斯纳布吕克
和布伦瑞克完成机械制造专业学
业，之后在斯图加特 - 霍恩海姆
获得博士学位。从1990年起，他
在一家著名的企业中担任农机和
车间运输机械研发部门的领导职
务。多年来，他通过VDI和VDMA
积极参与了高校与工业界的科研
资助和合作。他是农业技术年鉴
的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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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螺栓越来越好
在拧紧技术范围，博世
力士乐多年来一直处于领跑
的地位。在此，列出了发展
至今的重要里程碑总览。

1982

1988

世界上首款电动拧紧系统问
世，配置有电子转速切换功
能，提高了螺栓连接的质
量。

首款带有灵活的转速级调用
编程功能的拧紧系统能够与
拧紧流程进行动态匹配。

1992

1993

1998

一种新款数字式拧紧系统能
够通过加密的通信协议无错
误地传递传感器数据。

手动扳手同样也出现在数字
化时代。在此，用户也从很
高的信号质量中获益匪浅。

最新的拧紧系统能够控制不同
的应用，最多至40个通道。所
使用的用户软件至今仍在广泛
使用。

2000

2003

2008

一种新的无电气柜系统在加工
计划中开辟了更大的自由空
间。它最多可供给40个拧紧通
道。

通过首款平台系统，力士乐
把拧紧轴和手动拧紧系统这
两个世界连接在一起。

350拧紧系统通过其集成的
逻辑功能支持了自动化发展
趋势。

2015
2013
新的无线蓄电池扳手Nexo配
有一个全集成的控制系统，
它能够直接连接于上级控制
系统。

在工业4.0时代防止错误：新
的软件“流程质量管理”能够
在运行的生产流程中识别出偏
差。用户能够立即进行相对应
的控制，由此而防止了加工出
错误的零件。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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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益型企业
将会更加没有依赖性。”
在采访中，斯图加特大学生产中的能源效益研究所 (EEP) 所长 Alexander Sauer 教授
给出了能源效益型生产的总览，并且解释了工业4.0和智能电网工厂是如何能在未来更加具有
能源效益的议题。

Sauer 教授，能源效益在生产加工中的意义是什么呢？
能源效益的传统定义是成本与收益的比例。这个比例越
小，效益就越高。如果我想确定一个工厂的能源效益时，就
必须首先要设定一个评价范围：是评价一个流程、一条生产
线，还是整个工厂？第二步就是要选择进行成本评价的参
数。最接近的参数当然就是千瓦小时，但是，我们也可以采
用吨CO2或其它的参数。这样一来，就可以通过更换能源供
给来降低成本或改善CO2的排放，而无需改变以千瓦小时测
得的能源用量。

您认为能源效益这个议题对于工业企业来说扮演着什么
角色？
高耗能的企业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展了很长的时间。
而在低能耗或中等能耗的企业中，这个议题往往还没有提到
议事日程。在这些企业中，往往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燃气表
或电表，能耗并没有准确地记录。在这里，改善能源效益道
路上的第一步就是要准确分析实际状况。在不久的将来会有
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相应的措施。

工业4.0在未来将如何为改善加工中的能源效益做出贡献呢?
评价范围的大小是如何影响能源效益的提高呢？
生产加工中各部件相互联网越好，就越能轻松地实现
如果把评价范围设定在一个只需要用电的流程上的话， 相互间的协调一致。我们在一个项目中进行了试验，在工业
就只有一种提高效益的可能性，那就是减少每个加工零件的 4.0生产中，机床在什么时候从工作模式切换到休眠模式为
用电量。而如果把评价范围设在整个工厂车间上的话，就 最好，在这里，也考虑了预热的过程。一旦获得了这些参
可以把排出的热量用于另外的流程。这样，虽然没有在某个 数，就可以在联网的加工中，把全新的能源效益潜力付诸实
具体的流程中提高能源效益，但在整个工厂中减少了能源需 施。如此，可以组成自动化批次生产，这样一来，机器可以
求。这种评价方式被推荐用于很多地方。
在一定的时间内连续进行生产，之后关闭，采用这种方法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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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机器总是保持在工作状态空运转，只是偶尔反复进行加工
的工作方法。

在将来可能出现在生产加工中的智能电网扮演着什么角色？
在加工中采用智能电网的理念是能够有目的地控制能源
需求。对于工业企业来说，现今就很有意义，形成尽可能小
的功率波动。一旦一家企业能够将其能源需求保持在一定的
水平上，也就能够部分地按照需求进行提高或降低。从热能
储存到激活可再生能源，有多种用来控制能源需求的可能
性。在未来将有两种辅助方式：在那些太阳能、可再生能源
占有很大份额的国家，生产车间能够更好地对电网中的产能
过剩和产能不足做出反应。在那些采用传统的能源供给的地
区，智能电网能够在停电时提供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工厂
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切换到低能源水平，例如，可以采用一个
热电联产机组供电。
您认为，未来推动能源效益的重要动力在哪里？
一方面是成本优势，能源成本可能在两位数百分比的范
围，正是在那些在这方面还没有开展工作的企业中，优势更
为明显。另一方面，客户在未来更有兴趣知道，用多少能源
来生产一定的产品。我认为，最大的动力是来自社会的压力
和法律法规。为了达到在巴黎气候协议上设定的减排目标，
仅在能源生成方面开展工作是不够的。只有在能源效益强力
增长的情况下，才能满足规定的要求。因此，在这里我期待
着在未来的几年内继续进行调节。可以肯定的是：能源价格
将会更加动荡。能源效益型企业将明显很少受到这种波动的
影响，它们将更加没有依赖性。凭借工业化的智能电网，企
业甚至能够把这些波动为己所用。v

Prof. Dr. Alexander Sauer

在规划新工厂时，在什么程度上考虑能源效益？
在那些高能耗的企业范围，例如，在基础化学品工业、
钢铁工业或玻璃工业中，能源供给和介质供给一直都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大多数生产企业中，涉及的是在数字
化工厂规划框架下从物流角度出发的模型。另外，在未来必
须把工厂规划作为一个能源型系统来对待，以便发挥出跨流
程的能源效益潜力。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不仅能够缓解环境
的负担，而且也减少了能源成本。当前，与工厂规划一起提
出的问题是，把工厂的一部分配置直流电网来取代交流电网
是否有意义。当然，付诸实施还在较远的未来，但能够带来
优点：加工车间仅需很少的动力电，直流电可以直接取自太
阳能电池或取自储存回收电流的蓄电池。我们目前正在EEP
积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Prof. Dr. Alexander Sauer 博士教授2015年以来担

任斯图加特大学生产中的能源效益研究所 (EEP)所
长。至2006年，他是亚琛机床和生产工程实验室
(WZL) 主任，并负责亚琛机床和模具制造技术中心
的工作。之后，Sauer先生进入一家汽车工业供应
商工作，担任总经理部成员，负责全球的生产规
划、物流、维护和生产业务。从2011至 2015年，
他在慕尼黑应用科学大学负责应用制造技术实验室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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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体中
锯出隧道
机械制造商 Palmieri 公司为在意大利的一个特殊的隧道项目开发了一种新
型机器。博世力士乐为这种新机器设计和供货了所需的液压系统。

链锯缓缓地下降，锯链开始环绕导轨旋转，链锯开始一 利高速公路网营运公司 Autostrade per l’Italia S.p.A. 委托
块一块地切割成米厚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就好像在切割木材 公路建造公司 Ghella S.p.A. 在不中断交通的情况下，对隧
一样。但是，链锯绝不是普通的链锯，它看起来就像大型普 道进行扩建。迄今为止，在意大利仅有一个类似的项目，这
通电锯，八米半长，半米宽的锯链。这套设备停在意大利隧 就是二十一世纪初在罗马附近的Nazzano隧道工程。在这个
道建造设备制造商Palmieri集团公司的一个车间里。这个超 工程中采用的原理可以用在Montedomini项目当中：在原有
大型链锯在经受了严格的测试之后，还必须经受在外场地工 的隧道中建造一个隧道，使车辆能够在其中行驶，而在两个
作的严格考验。“链锯是用于一个隧道项目的机器中的一个 隧道之间形成的空间中，人和机器可以进行施工。
组成部分。为了对其进行试验，Palmieri把机器完整组装在
一起进行整体试验，以避免在施工现场出现问题”，博世力 极端的工作条件
士乐意大利公司的销售工程师 Andrea Novello 说道。它从一
Ghella想在Montedomini隧道工程中对这种工作原理进
开始就一直陪伴着这个项目的运作。
一步优化，并委托Palmieri集团为扩建工程设计一种新的机
器。“在Nazzano项目中，只用一台机器完成所有的工作，
隧道套隧道
但是，Palmieri在新项目中采用了两台机器，它们能够各自
仅在车间试验完成几周后，即可对机器进行参观，看到 独立地工作”，Novello介绍说。这两台机器看上去就像两
这种机器用于完成什么样的工作。在连接意大利北部与东南 个弧形门架，它们的尺寸大约相当于所需要的隧道直径。它
端的A14高速公路 (Autostrada Adriatica) 上，在港口城市 们在轨道上驶入隧道，在机器的下面是由钢筋混凝土建造的
安科纳附近的Montedomini隧道有两个大约280米长的行车 保护隧道，车辆在保护隧道下面正常行驶。第一个门架上承
隧道，要把两条行车道扩展成三条行车道。“扩展工作的本 载着超大型链锯，它在原有的隧道顶棚上运行一个半圆弧，
身并没有什么特殊性，但是，在这里要在不中断交通的情况 一个半米宽的锯齿锯进山体当中。接着在如此形成的空隙当
下进行施工”，Novello解释说。通常情况下，必须封闭隧 中用喷射混凝土填满，然后，用常规的挖掘机挖掉这个半圆
道进行施工，车辆必须绕行。但是，A14高速公路是意大利 弧下面的土方。现在，第二台机器可以驶进隧道：它负责用
非常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如果封闭隧道的话，将会出现交 预制的扇形混凝土盾构块制成新隧道的顶棚。这个工作完
通混乱。而新建一条隧道当地政府也没有批准。因此，意大 成后，链锯可以继续向前运行开始下一段工作。“采用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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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mieri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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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令人叹为观止，Palmieri 机器的链锯长达八米半, 宽度为 50 厘米。左：力士乐 Hägglunds 液压马达在每分钟 50 转时，可提供 80000 牛顿米的
扭矩。 右: 两台机器驶进 Montedomini 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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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扩建工作原理

 设计原理：在原有的隧道 (黑色) 中，用混凝土盾构块建造一个
临时的保护隧道 (蓝色) 。这样就可以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
对隧道进行扩建 (红色)。

在车辆在临时隧道中行驶的同时，链锯在山体中切割出新隧道的
半圆形门架。然后，用喷射混凝土填满所形成的空隙，接着用挖
掘机挖掉下面的土方。

drive & control

机器进行工作，能够减少停机的时间，因为，在一台机器工
作的时候，可以对另一台机器进行保养”，Novello解释说。
在这里，工作条件是非常极端的：机器必须能够承受很大的
灰尘、高热和潮湿的作用。
坚固的液压设备
Palmieri需要为这两台机器配置部件，这些部件必须能
够在极端条件下可靠地工作。尤其是用于链锯的驱动装置必
须能承受极端的负载。由于极端工作条件的原因，隧道建
筑商决定采用力士乐的Hägglunds液压马达，这台马达拥
有20100立方厘米的排量，在每分钟50转时可提供80000
牛顿米的扭矩。Palmieri另外还需要的是一套用于驱动马达
运转的液压系统。正是由于这个产品，开始了与博世力士乐
的合作。对于Novello来说，这个订单有两个第一：“虽然
Palmieri以前也通过我们的经销商购买过力士乐的部件，但
还没有直接与我们合作过。这是第一次合作。另一个第一就
是，我们之前从未制造过这么大型的液压系统，这也是第一
次。”力士乐与Palmieri密切合作开发并设计了一种闭式液
压系统，在这套系统中，由两台变量轴向柱塞泵为设备提供
动力。“规定的目标是液压设备要工作3000个小时。我非
常确信，这套液压系统肯定能工作更长的时间”，Novello
说道。
每天一米
这套液压系统成功地完成了Montedomini隧道项目的工
作。Palmieri机器每天的工作进度是前进一米。每条隧道由
两车道扩建成三车道的工程仅在半年内就已经胜利完成。在
工程中，链锯工作了大约1000个小时。“原则上讲，这台机
器可以继续使用在类似的隧道项目中。在意大利，还有很多
只有两车道的路段”，Novello说道。v

然后，第二台机器用预制的扇形盾构块制成新隧道的顶棚。

联系: Andrea Novello, Bosch Rexroth S.p.A., 意大利,
电话: +39 049 8692-614, andrea.novello@boschrexrot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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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美 的 水 基覆膜机
西班牙的印刷及后续加工机器专家企业 Comexi 公司在其新型覆膜机中采用了力士乐
的自动化解决方案，由此而节约了时间和材料。

灵活性、越来越短的交货期，以及客户定制和减少人
员的包装：作为世界领先的后续加工解决方案的供应
商，位于西班牙 Riudellots de la Selva 的Comexi公
司以非常自信的勇气迎战在包装工业中的这种高要求的挑
战。现在，这家企业已经开发出了型号为 Comexi L20000
的紧凑型水基覆膜机，用于覆膜和涂层，它比类似的解决
方案要快60%。采用L20000能够在24小时内完成一份订单，
发货准备完毕。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地工作，一方面，依赖
于快速凝固的水基胶和L20000的设计，这种设计能够快速
地进行订单更换，另一方面，也依赖于力士乐的自动化解决
方案。
在机器的控制系统中，Comexi采用了IndraMotion
MLC，这种控制器能够使操作人员通过多点触控式HMI非
常方便地在覆膜功能与涂层功能间进行切换。因此，可以在
每个工班中比以前完成更多的订单。在这里，伺服驱动器
IndraDrive也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借助于MSK伺服电
机和集成的SafeMotion技术，将停机时间减少到了最低的

程度。另外，Comexi L20000 能够特别高效益地、可靠地，
以持续的高质量对材料进行加工。即使在每分钟150米的最
大速度时，自动化解决方案也能保证极为精确的材料带输送
和实现精确的张力控制。尤其是在短交货期的订单时，每
米材料的输送都会对交货期产生影响，就更能充分显示出这
种性能的优越性。Comexi公司覆膜机业务范围主管Albert
Chicote对这些优点感到特别高兴：“力士乐的自动化解决
方案能够使机器快速结合进生产系统和完成调试工作。我们
的客户对机器的大量功能和互动性，尤其是L20000在总体
上操作特别简单的特性感到非常满意。”v

联系: Julian Velasco Fernandez, Bosch Rexroth S.L., 西班牙,
电话: +34 93 7479-702, julian.velasco@boschrexrot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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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制成的刀具
GeniCore 公司采用一种新的粉末冶金工艺用金属粉末制造硬质合金。力士乐的液压
系统在设备中负责提供恒定的高压。

法：PulsePlasmaCompaction，简称PPC。凭借这种加工
法能够用不同的粉末制成硬质合金材料，例如，金刚石增强
型硬质合金。迄今为止，这种材料都是采用高压高温合成法
制成的，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决定性的缺点：生产成本极
高。另外，在金刚石增强型硬质合金的制造过程中，经常会
出现单个材料颗粒长大的现象，也就是一种类型的结块。这

GeniCore Sp. z o.o.

世界上每天都在试验着新的材料。对新材料的要求也
在不断提高：要求保证环保、价廉和全球可用。锯片、钻头
或铣刀等刀具大多都采用硬质合金制造。粉末冶金工艺是生
产这些材料最主要的方法。在这种生产方法中，在高压和
高温下将金属粉末压制成固体工件。波兰的一家机械制造
商GeniCore公司专门针对这种应用开发了一种新的加工方

 高真空、高电流、大功率的短电子脉冲是生产这种具有均匀结构的硬质合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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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导致形成不均匀的材料，从而破坏了纳米晶体金属的特
性。GeniCore的专门粉末冶金工艺完全解决了这个棘手的
问题。在这种新的生产工艺中，高真空、高电流、大功率的
短电子脉冲是生产这种具有均匀结构的硬质合金的基础。精
确的控制和高压对加工流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恒定的高压
这家企业在其PPC粉末冶金设备中，采用了力士乐的
液压系统。最重要的要求是在整个流程中，在0.3至20吨范
围内保持不变的作用力。设备的核心是一台6.6千瓦的电机，
这台电机负责驱动一套齿轮双泵。第一台泵拥有每转22立方
厘米的排量，负责工作介质的连续旁路过滤和冷却，另外，
还驱动压制油缸的快速设置运动。第二台泵拥有每转3.2立
方厘米的排量，在压制过程中，为系统提供压制力，在工作
中压制油缸的运动与缓慢的速度相匹配。
稳定且准确
核心的控制元件是一个直动式4位4通高频响方向阀，
配有集成的控制电子元件，带有零开口的阀芯和线性特性
曲线。加工信号激活后，阀芯运行到它的工作位置，在这个
位置上为两个油缸腔提供相应的压力，从而生成所需的压制
力。压制力的稳定性和精确性是压制过程的决定性因素。采
用这种新工艺的加工结果就是制成具有最佳材料特性的高级
硬质合金。v

联系: Andrzej Skrocki, Bosch Rexroth Sp. z o.o., 波兰,

 力士乐的液压系统为 GeniCore 的粉末冶金设备提供恒定的高压。

电话: +48 22 738-1854, andrzej.skrocki@boschrexroth.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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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量 4.0
中国的一家机床制造商 QCMT&T 凭借工业 4.0 生产线大幅提高了机器人关节减速
器的加工质量，并且能够以很小的批量进行多种类型产品的生产加工。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QCMT&T) 是一家位于 小批量多类型产品的生产：在这条生产线上要生产的减速器
中国西北陕西省宝鸡市的大型企业，面向未来地企业 共有七个型号，每种类型有五个速比。为了在生产中不出
发展理念早已植根在企业的DNA中。这家中国机床 现错误，采用了“按灯检货”技术，帮助操作人员使用正
行业龙头企业的目标就是：明显提高生产加工的自动化程度 确的零件进行装配。绿色显示灯指示要从哪些物料筐中拿
和智能技术所占的份额。早在1980年代，QCMT&T就开始了 取材料来装配部件。另一个保险就是在每个物料筐前设置
与博世力士乐的密切合作。在最近的一个项目中，这两家企 了一个小玻璃门，它只能为所需的零件开启。另外，所有八
业合作开发了一条用于加工机器人关节减速器的完全联网的 个装配工作场所都配置了人员认证系统，这就确保了只有
生产线。“选择博世力士乐作为合作伙伴，除了考虑到力士 有资格进行这个工作步骤的人员来完成这个工位上的工作步
乐在互联自动化产品这一领域的丰富经验外，更重要的是， 骤。在装配工作的两个工作场所，智能无线拧紧机Nexo为
博世力士乐可以为我们提供交钥匙的解决方案”，QCMT&T 工人的工作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它直接连接于 Prod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PQM) 系统，因此，它知道根据当
董事长龙兴元解释说。
前的产品类型要用多大的拧紧力矩来拧紧哪个螺栓或螺母。
各单个工位都由力士乐的输送系统连接在一起。工件在配有
通盘考虑价值流
在工作会议上，两个合作伙伴首先定义了所计划的 RFID芯片的工件托盘上在装配线上输送。所有的零件都能
加工线的价值流。这一步骤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迄今为止 凭借芯片自动找到走向下一个工位的路径，装配工在其工位
QCMT&T都是采用手工装配机器人减速器的，所以在联网 的屏幕上能够看到，它是否要在一个零件上进行一步装配工
加工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这是一个目标宏大的项 作。
目：生产线的年产能量将上升到60000台机器人关节减速器。
项目的最终结果是能够准确实现这个目标的、由两个部分组 舒适的总览
通过力士乐的智能动态生产管理系
成的生产线。在第一部分，由QCMT&T的齿轮磨床和非圆磨
床加工减速器的齿啮合偏心轴。在第二部分，亦即，装配生 统ActiveCockpit，生产线的负责人员
能够对加工线的情况一览无余。这个系
产线，一系列的力士乐技术充分展现了它们的风采。
统在大屏幕上实时显示重要的生产数
据，例如：流程时间、负荷状态和当
35 种类型，极高的质量
QCMT&T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是保证加工质量和进行 前的订单情况。凭借个性化的用户数

03 | 2016

据，这套系统能够为每个用户准确显示与其相关的信息。在
车间例会上，ActiveCockpit能够给出可能的生产薄弱环节
或问题，用于直接进行讨论。每个要采取的措施都记录在
系统当中，并通过E-Mail发送给各主管人员，由此，能够
使在生产车间之外的人员也能够了解当前的加工状态，并
通过移动设备如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访问ActiveCockpit平
台。QCMT&T凭借工业4.0生产线也为未来的发展做好了的
准备。感谢模块化的生产线能够方便地进行扩展，如果将来
需要生产新的减速器型号时，可以毫无问题地在生产线中接
入其他的工位。v

联系: 潘朔端,上海博世力士乐液压及自动化有限公司,中国,
电话: +86 21 2218-2887, shuoduan.pan@boschrexrot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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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的
建筑工作
钻孔及专用土木工程建筑机械制造商
Soilmec公司与博世力士乐密切合作，开发
了一款新的液压式旋挖钻机，这款机器拥有
史无前例的多功能特性和极好的操作简单
性。

重型建筑机械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迄今为止并不处在
先导的地位。随着对人员健康和安全的要求的提高，以及
对多用途机械和可追溯性的需求不断地增加，导致了在重
型机器中也要拥有创新的功能，这些功能更容易让人与最
新的载重车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常规的建筑机械联系在一
起。Soilmec最新款的液压式旋挖钻机SR-75明确展示了电
子驱动的变量部件在极端的建筑工地条件下所能完成的工
作。“在我们的范围内，技术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就是对多
用途机械的需求”，Soilmec英国公司总经理 Mark Nelson
说道。“值得庆幸的是这同样也反映在我们的重要技术伙伴
那里。因此，博世力士乐提供了多功能的、相互协调一致的
驱动控制系统，以及泵和其它液压部件。”

 Soilmec 的液压式旋挖

钻机S SR-75，配置有
力士乐的驱动器、控制
系统、泵和其它液压部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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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功能毫不含糊
旋挖钻机SR-75拥有五种高度专业化的钻孔功能：Kelly
钻孔法，用于钻大直径的孔；连续螺旋钻 (CFA)，用于立即
进行混凝土喷射；在需要附加支撑时，带墙衣的小型钻孔桩
及咬合桩墙 (CAP/CSP)；在操作人员想要避免排送土方时，
采用预制桩 (DP 和 TCT)；用于形成坚实土方桩的 Turbojet
(TJ)。以前，要完成这些专门的建筑钻孔作业需要单个的机
器，一辆车最多能带二至三个功能。“通过对零件和在系统
层面上的开发，现在我们能够将所有这五种功能付诸实施，
无需在某些范围进行削减", Nelson解释道。
对于博世力士乐应用技术区域主管 Kevin Follows来说，
五种可能的多功能应用和极高的精密性是电子化的丰硕
成果：“利用在可变电子驱动器和控制系统方面的最新
研发成果，能够把任意数量的功能在控制层面上进行编
程。Soilmec采用了这种技术并进行了扩展，用于开发一种
能够覆盖多种功能的机器。而如果只是采用机械方式的话，
可能会非常困难，甚至根本无法实现。”
这款SR-75机器的核心是设置在机器端面的多功能平行
四边形机构。它由四个油缸组成，用于抬起和平衡液压式旋
挖钻机的钻杆，以及对旋挖头进行定位和控制。由Soilmec
工程师们开发的平行四边形机构能够通过力士乐液压阀控制
的接口对机器进行自动平衡。力士乐控制块从主电气柜中控
制油缸，为旋挖头及绞车提供动力和给平行四边形机构定
位。

 SR-75 的控制阀单元，用于控制旋挖头的功能。

操作简单
高性能跨范围的多种功能与易于操作的快速反应机
器界面相连，操作人员能够在操作界面上进行精密的控
制。Soilmec的一个客户 Cementation Skanska 公司的加工
厂厂长 Steve Joynson 介绍说：“从最终用户的角度出发，
机器操作人员能够在力士乐控制系统上输入准确的压力，这
个压力由遥控式卸荷阀和电子阀提供。极为重要的是触屏控
制界面能够与力士乐的部件互动，从而实现精确的功能。我
们已经把这种特性扩展到整个机器。”
高功能特性不止限制在驾驶舱内：“现代化的远程信息
处理技术意味着，能够把关于基桩、深度、直径、所使用的
混凝土量以及需要加入的钢筋量的实时数据和图纸在施工现
场提供给建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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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购买SR-75时，自动随同供货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对车
辆进行监控的 Drilling Mate System (DMS) 系统和状态监测
系统。Nelson认为这将为最终用户提供很大的方便：“关于
每个基桩的所有信息都能在几分钟内调出。”这不仅只在安
装的时间点上提供了安全性，所有的工作都按照技术要求进
行施工，而且也在30年后提供安全性。如果楼房出现下沉，
可以调用这些数据进行核对，建筑企业的安全由此得到了保
障。如果楼房在以后的某个时间点上必须要附加基础的话，
同样也可以调出这些数据使用。“实际工作中，在一个基
桩建成后的五到十分钟内，我们就能够知道关于它的所有信
息。我们也可以访问控制屏幕，这样我们就可以准确看到操
作人员所看到的东西，完全一模一样，无论他处在世界的哪
个角落”，Nelson说道。
远程信息处理解决方案不是只限制在监测和记录范围。
整个机器的跨范围的功能性也意味着，能够远程对SR-75进
行监测和控制，Nelson如此介绍说：“我们能够在电脑上
通过远程访问给基桩模块发送指令，然后，由模块向力士乐
比例控制阀的电子元件发送电子信号，这些控制阀向控制块
输送液压油，驱动所有的绞车都以一定的功率或速度开始运
动。”

 将钻杆放平进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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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Joynson来说，SR-75在远程监控和远程控制方面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指出：“这款机器工作运行中的自动
化程度是迄今为止最高的。我们可以把工作计划输入到机器
当中，从而防止了昂贵的现场出错。这对于我们以很小的误
差进行施工的原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v

联系: Kevin Follows, Bosch Rexroth Ltd., 英国,
电话: +44 1480 478-858, kevin.follows@boschrexroth.co.uk

 带有马达和减速器的完整旋挖头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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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ykal 公司制造的折弯机达到了 60000 千牛顿的合模力。

创纪录压机
Baykal Machinery 与博世力士乐合作，共同开发了具有世界上最大合模力的液
压折弯机。
世界记录！在土耳其现在已经制成了一款拥有高达
60000千牛顿的创纪录合模力的液压折弯机。制造这台压机
的厂家是 Baykal Machinery 公司，这家公司除制造液压折
弯机之外，还专门制造激光设备、等离子切割系统、高压水
切割机，以及立式加工中心，客户遍布世界各地。如同在
以前的项目中一样，博世力士乐早在这台创纪录压机的项目
规划阶段就为Baykal提供了大力的支持。这两大企业所面临
的最大挑战是：在工作中，压机要产生巨大的作用力，并且
还要高效益地持续保持在工作流程中。专门为这台机器设计
的力士乐液压式控制块与两台变量泵的组合为这台机器提供
了如此巨大的工作力。折弯机的进给速度为每秒50毫米，压

制速度为每秒六毫米。不仅只是这些数据令人叹为观止，对
于研发人员的主要挑战还在于，机器既要产生如此巨大的作
用力，还要求紧凑的机器结构。如此的要求也成功得以实
现，整个系统仅有八米半长。v

联系: Atilla Yavuz, Bosch Rexroth A.S., 土耳其,
电话: +90 262 676-0062, atilla.yavuz@boschrexroth.com.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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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货架的
数字化
WestRock 公司的包装生产线采用了全模块化的
工程设计。这种数字化的流程极大地缩短了开发工作
的时间，并为订单处理工作提供了帮助。

drive &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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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市的饮料部，各种包装争相斗艳，吸引消费者
的眼球，因此，一个产品在货架中如何吸引消费者
就显得特别地重要。为了能够对这种第一印象早在
真正的生产开始之前就进行试验，美国的一家包装专门企
业WestRock公司采用了全面的数字化工程设计。这样一来，
设计人员就能模拟出各种不同的虚拟的容器尺寸和包装，以
及其它的参数，例如，计算出所需的货架空间和容器的重
量。在设计人员向饮料生产商推荐新的转换包装和在一个虚
拟的超市中进行演示之前，将首先把这些数据发送给生产准
备部门的同事。他们在模拟软件上进行检查，是否能够在
WestRock设备上，用多大的工作量，多大的每件成本来生
产新的包装。这种全面的数字化工作流程是迄今为止独一无
二的。
在模拟中进行优化
模块化的工程设计不仅在订单计划中，而且也在新设
备的设计中，为WestRock带来了很大的优势。从在CAD
程序中的第一次鼠标点击开始，所有的设计数据就被输送
到 Dassault Systèmes 公司的3DEXPERIENCE平台中。在
装配工开始拧第一个螺栓之前，设计人员就对所有的驱动
装置、机械机构和控制功能在软件中进行了全面的优化。
“决定性的优点是工程师能够借助于3DEXPERIENCE平台的
帮助，对控制应用进行全面的虚拟调试，由此得出的结果
可以直接应用在力士乐的工程规划程序IndraWorks当中”，
Dassault Systèmes 公司的工业设备行业部副总裁 Philippe
Bartissol 解释说。
通往实际的桥梁
力士乐的软件解决方案 Open Core Engineering 在虚拟
的3DEXPERIENCE平台与真实的控制系统和驱动装置之间
架起了桥梁。这个软件能够使机器模拟系统读懂真实控制系
统的数据和指令，并能将其立即付诸实施。另外，力士乐还
提供有3-D模型和行为模型，亦即，所安装的部件的全部虚
拟图形供使用。在WestRock中，多个运动-逻辑控制系统

IndraMotion MLC 控制包装生产线上总共配有80多个智能
型无电气柜伺服电机 IndraDrive Mi 的各种不同的模块。这
些单个的控制系统相互之间通过Sercos进行实时通信，由
此而在包装生产线上保证了很高的同步性。
全面的灵活性
在与博世力士乐和
Dassault
Systèmes
的合作
中，WestRock
成功实施了使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生产和
提高产能的新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因此，WestRock把当前
的包装生产线设在点击鼠标完成换工装的目标上。在生产
线上，工程师们越来越多地把迄今为止机械完成的功能转
移到软件当中。以工程规划程序IndraWorks和Open Core
Engineering为基础，软件与硬件一样也采用了模块化的结
构。由于用户拥有扩展的直接访问控制系统的权限，所以，
省去了经常要用到的经过特殊的PLC编程的绕路。这是工业
4.0在具体应用中的具体体现，因为基于IT的程序，例如，
Dassault Systèmes 的模拟软件，可以直接与自动化进行通
信。v

联系: Hans Michael Krause,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9352 18-5309, hans-michael.krause@boschrexrot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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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梯形曲线选取

运动曲线
是 决 定 的因 素

在速度曲线为带有很陡的加速斜坡的梯形曲线时，
会出现极高的加速力。

一个深思熟虑的驱动器设计能够在把机器
的购置成本和营运成本保持在最低水平方面起
到极大的帮助作用。如何才能使机器高效益和
可靠地把所要求的运动过程在工作运行中付诸
实施，运动曲线的设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路程
加速度
速度
时间

在驱动器的设计工作中，大多数情况下，路程和时间是两
个主要的给定参数。为了保护机械部件免受破坏，经常还给出
最大许用的加速度和速度。不许超过所给定的时间、加速度和
速度的数值，而对于路程数值，既不许超过，也不许达不到。
根据这些给定的基本数据，能够计算出运动曲线，它能够对驱
动器的效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里，软件能够提供很大的
支持。在下面的例子当中，我们为您展示运动曲线是如何影响
驱动器的效益和规格的。v

根据三角形曲线选取
在速度曲线为三角形曲线时，会出现最小的加速力。

路程
加速度
速度
时间

最佳解决方案
在一个速度曲线为三分之一规则的梯形曲线时 (加速阶段、
恒速阶段和制动阶段分别占总时间的三分之一)，将出现最
小的有效扭矩。最大扭矩呈现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这相当
有效扭矩

于伺服电机的特性。

加速扭矩

三角形

1/3 规则梯形

梯形

路程
加速度

 可能性：在路程和时间这两个参数为恒量时，可以使运动曲线在两个极端曲线之间

进行变化：从一个三角形曲线向一个梯形曲线的方向变化。加速扭矩和有效扭矩的
数值在这两种极端曲线之间变化。

速度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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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扭矩小于电机的许用长期扭矩。加速扭矩要求一个很高的最大扭矩，
电机的尺寸主要由此确定。



电机在热学上未被充分利用。
质量:			
长期扭矩

100 %

制造体积: 100 %

最大扭矩
在中等转速时的有效扭矩
工作点
转速

加速扭矩远小于电机的许用最大扭矩。有效扭矩要求一个很高的长期扭矩，
电机的尺寸唯一由此确定。



电机在动态上未被充分利用。
相对梯形曲线的节约:
质量:
长期扭矩

–52 %

制造体积: –44 %

最大扭矩
在中等转速时的有效扭矩
工作点
转速

借助于软件工具IndraSize，通过使用高阶的运动定律，能够发挥出附加的优化潜力。最为
明显的是，三分之一规则的梯形曲线与三阶多项式的组合。有效扭矩和所要求的最大扭矩
能够由此进一步优化，从而能够选取最小规格的电机。


电机实现了最佳的利用。
相对梯形曲线的节约:
质量:

–57 %

制造体积: –56 %

长期扭矩
最大扭矩

转速

在中等转速时的有效扭矩

免费下载工程设计工具 IndraSize:

工作点

www.boschrexroth.com/indra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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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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要寻找的创新由两个由完美的同声翻译专家组成的
家庭所组成。它们之间相互传送信息，并且把收到的信息翻
译成目标语言和继续传送。那么这有什么特殊性呢？所有这
些都是实时完成的！而且它们掌握了几乎所有在它们的世界
中所使用的语言。另外，每个家庭都专门应用在不同的工位

上。它们完全能够承受冲击等极端环境的作用，例如，炎热
和冰冷，因为他们都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发射装置和接收
装置联网也不需要任何工具：简单地插上，即可开始进行通
信。同时，这种创新能够为人员和机器提供最大的安全性。
总而言之是既简单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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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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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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更换!

通过更换迄今为止的配置有定量泵的开式中心解决方案，叉车制造商能够改
善其所生产车辆的尾排数值。谁要是用液压控制块SMP12与轴向柱塞泵A1VO的组合来替换常用的
定量系统，谁就能把柴油消耗最大降低百分之十一。更换工作量很小，因为这两种系统都能完美地装
进原有叉车的设计结构当中。正是那些在亚洲的企业能够借此平衡他们当前所必须完成的任务的剪刀
差：一方面，制造商对成本非常敏感，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政府不断地制定出越来越严厉的排放规
定。

作为德国工业4.0重要的发起者之一，博世力士乐已成功为中国制造企业提供了以价值流咨询和互联
作为德国工业4.0重要的发起者之一，博世力士乐已成功为中国制造企业提供了以价值流咨询和互联
自动化为核心的工业4.0交钥匙解决方案。在博世力士乐，工业4.0早已“可见·可行”。

自动化为核心的工业4.0交钥匙解决方案。在博世力士乐，工业4.0早已“可见·可行”。

一切因我而动：博世力士乐与您一起携手迈向工业4.0，助力中国实现《中国制造2025》。就从现在
作为德国工业4.0重要的发起者之一，博世力士乐已成功为中国制造企业提供了以价值流咨询和互联

一切因我而动：博世力士乐与您一起携手迈向工业4.0，助力中国实现《中国制造2025》。就从现在
开始！
自动化为核心的工业4.0交钥匙解决方案。在博世力士乐，工业4.0早已“可见·可行”。
开始！

一切因我而动：博世力士乐与您一起携手迈向工业4.0，助力中国实现《中国制造2025》。就从现在
新线投资
| 旧线改造 | 互联服务 | 工业4.0培训
开始！

新线投资 | 旧线改造 | 互联服务 | 工业4.0培训
新线投资 | 旧线改造 | 互联服务 | 工业4.0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