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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世 力 士 乐 杂 志

18 快速抓取：考特斯机械制造公司
输送系统的高精确性和高速度

把握机器的脉搏 –
数字化时代的客户服务
10

24 完美的深拉伸液压垫：新型多点液压垫
压力机是如何提高产能和减少废品的

即可目标准确地引导用户在大约 100,000 种花样繁多的产品种类中找到需要的产品。设计人员能够快速简
单地找到最适合于他的线性轴和驱动装置。选型设计不仅包括大量的机械部件，也包括相配的力士乐电机
和驱动控制器。请前往以下网址免费下载这种软件工具：
www.boschrexroth.com/lin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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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不会迷路！力士乐全新 LinSelect 选型和设计工具可是迷宫的克星。它仅用五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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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收集数据
是远远不够的！”

vesilvio / iStockphoto.com

亲爱的读者：
信息流和通信流的数字化对于机 而是数学计算。算法能够计算出数据
械制造行业的技术客服也意味着一个 之间的关系，把数据分成组群，制作
明显的变迁。在这里，一个决定性的 出合适的建议。自学式软件能够通过
角色就是现代化分析工具的利用，以及 “机器深度学习”只需很短的时间，就
基于云计算的服务业务。在未来，大 可以在庞大的数据库中建立起相互之间
量的传感器被安置在关键部件和模块 的关系。如此可以识别、学习和重新
上，不断地采集设备的运作状态。如此 给出复杂的关系，而依靠“只有-当一来，加工中的数据库将会不断地增 关系”这种常规的规则进行运作只能
大。但是，仅仅收集数据是远远不够 得到粗浅的结果。
的，它只是以获取能够创造出增值的
对于加工业来说，这种方法还有
信息为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不仅仅是 非常大的潜力可以挖掘。例如，采用
收集数据，还要找到数据与数据之间 这种方案能够简便地计划完整的生产
的关联，进行分析和得出正确的结论， 流程，或者通过预防性维护提高机器
才能成功地取得增值。这不是变魔术， 的 可 用 率 。 通 过 “ 机 器 深 度 学 习 ” ，

软件能够识别出磨损模型及其对加工
设备的影响。利用每个附加的数据组，
软件就能够识别出更好的模型，能够
连续地提高磨损预报和可能故障预报
的准确性 – 这将为所有参与者带来更
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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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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Matthias Putz 教授在采访中透露了大数据

把握机器的脉搏 – 数字化时代的客户服务 在那些对

为生产技术带来的机遇。

于机器和设备的持续可用性要求非常高的地方，服务
的意义越来越重要。运营者期待着高端的基础服务
— 同时也非常看重预防性维护方案和数字化的服务。

“我们必须把数据作为有价值的物品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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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抓取 中国考特斯机械制造公司的工厂中的输送
系统具有极高的精确性和极快的运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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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向太空的天眼

picture alliance / dpa

由中国研制和建设的世界最大单口径
望远镜 — 五百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
FAST，于2016年落户于中国的西南省份贵
州。天文学家将凭借这台最灵敏的望远镜检
测来自浩瀚星空的电磁信号，开展对宇宙的
研究活动。这个射电望远镜拥有30个标准足
球场大的接收面积，悬挂在70根支撑柱上，
一个30吨重的馈源舱位于天眼的中心。它悬
挂在安装在支撑柱上的六根钢索上，通过这
些钢索来调节馈源舱的位置，以此来调整馈
源舱的姿态角。系统越精确，就越有可能接
收到来自宇宙的微弱信号。在这里最大的问
题是风的影响，为了能够对意外的风吹进行
实时补偿，为馈源舱装备了运动-逻辑系统
IndraMotion MLC 和十个伺服运动轴，实现
了馈源仓的精准定位。
 www.boschrexroth.com/edc
 www.boschrexroth.com/industrial-hydraulics

 FAST 是一台拥有500米口径的世界最大的球面射电望远镜。

Barge Master

在 海 浪上漫步

 Barge Master 公司的廊桥能够补偿高达四米半的海浪运动。

在海浪高达几米的恶劣海面情况
下，人员从补给船舶上通过廊桥走到海
上钻井平台上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因此，Barge Master 公司与博世力士乐
公司合作开发了一款新的能够补偿船
舶运动的廊桥，从而在面对恶劣海况
时，也可以安全可靠地运送人员和物
资。之所以能够完成海浪补偿，完全
依赖于极快的传感器和非常复杂的技
术，这种技术能够通过反向运动来补
偿高达四米半高的海浪运动。据 Barge
Master 公司的介绍，在恶劣海况下通过
廊桥的运送比通过直升机运送还要可
靠和安全。
 www.boschrexroth.com/off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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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草、修剪、剪边
为完成公路和小路边的护理工作，匈牙利 Hidrot 公司生
产制造的树丛修剪机是首选机械之一。这种修剪机凭借两个
电液修剪臂来修剪路边的草地或者对路边的树丛进行整形。
修剪臂的运动由力士乐的 BODAS 硬件和软件进行控制。司
机可以通过一个手柄非常简单地进行操作，通过各种传感器
的协调工作，为 Hidrot Profi 6.7 修剪机可靠地完成要求很
高的工作提供了保证。

 力士乐的第五代过滤材料保护了液压系统和降低了工作成本。

 www.boschrexroth.com/mobile-hydraulics

更好地过滤

Hidrot Kft.

 工作中的树丛修

剪机 Hidrot
Profi 6.7:
BODAS 硬件和
软件为机器修剪
臂精密和高效地
完成边角的工作
提供了保证。

快速市场成熟
Virtual Machine (VM)

Real World (RW)

✔ Code Export (ST/C++)
✔ Sercos III

✔ Process
✔ Drive

✔ HiL with OCE

Simster

✔ Machine

CoSim

Adams

MATLAB
SIMULINK

✔ Control
✔ Motion

 模拟平台 Simster 能够实现全方位的机床数字化工程设计。

为了保证液压设备无故障地运行，最佳的介质
过滤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几乎80%的故障都与流
体的污染有关。因此，力士乐对过滤材料进行了彻
底的改进，从而使其承接污染的能力提高了50%，
降低了工作成本。标准化地为每一个滤芯都配置了
具有导电能力的过滤织物，从而减少了静电荷的积
累。
 www.boschrexroth.com/ﬁlter

力士乐的多领域模拟平台 Simster 为机床制
造商生产的机器快速且安全地推向市场提供了可
靠的保证。机床制造商利用这种免费的模拟软件
能够高效地对机床内的可控驱动系统进行模块
化和对其进行优化，并为机床建立虚拟的图像，
对所有的控制架构进行试验，对机床进行虚拟
的调试。Simster带有来自不同领域的大量的模型
数据库，其中包括液压、机械和控制技术数据库。
由此建立的模型能够通过 Open Core Interface 接
口技术直接与一个力士乐控制系统作为“回路中
的硬件”连接在一起。因此，机器制造商能够对
所有的包括集成的 PLC 程序在内的控制架构可靠
地进行试验和设计选型，仅用很少的反复循环就
可对程序代码进行及时优化。其结果就是，很少
的编程工作，极高的工程设计质量和很短的产品
上市时间。
 www.boschrexroth.com/sim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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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L 规格印刷



Big Image

制造商将世界最大的纺织品印刷
机命名为 Infinitus。设在德国波茨坦的
Big Image 公司采用这种机器印刷幅宽
高达十二米的纺织品带。如同一款常规
的喷墨打印机，纺织品带穿过一个辊筒
运行。在打印时，一个重达120公斤的
印刷车在一套全部由力士乐供货的线性
系统上运行。这套系统的特殊之处是其
宽度高达16米，印刷车在这套设置在辊
筒前面的线性系统上运行。这个线性轴
的主体为两件式结构，因此，内置的精
密导向导轨由两段导轨精密对接组合而
成，相配的部件全部来自力士乐的组装
系统。整套系统中的另外的组成部分是
安装即用的驱动和控制系统。
www.boschrexroth.com/linear-motiontechnology
 借助于力士乐16米长的精密线性系统，Infinitus 无缝且精确地完成大规格的纺织品印刷工作。

回到未来
罗伯特·博世本人曾经在这台工业1.0时代
的古董机器上亲自进行操作。在这台机床上曾经
加工过磁性点火器。现在，力士乐利用工业4.0升
级套件将这台130年前的车床带进了工业4.0时代。
联网的系统与传感器技术和软件，以及具有工业
4.0能力的工业控制系统相结合，形成了车床的
状态监控系统。这样的机床全世界只此一个。这
种翻新解决方案能够使很多手工业或加工业的老
机器快速且简单地联网。目前在旧机器的翻新改
造这一领域有很大的需求。这也反映了一种现实
情况，在德国尚有成千上万的机器还不具备工业
4.0的能力。
Bosch

 www.boschrexroth.com/industry-4-0

 工业4.0升级套件为工业4.0做准备：罗伯特·博世本人曾经在这台130年前的车床上

亲自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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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地
设计液
压动力站
 流体排位表中包括了所有通过了试验的液压液体。

用于驱动大型设备的液压动力站，例如，
用于近海应用的起升系统和搬运系统，通常都
采用客户定制的加工方法。但是，在不同的
液压动力站的设计方面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因
此，力士乐开发了第一款模块式液压动力站，
用于大流量和高功率的系统。凭借这种标准化
的系统来选取合适的模块，并与客户的要求相
匹配。仅有很小的动力站部分需要进行新的开
发。因此，缩短了交货期和节约了成本。
 www.boschrexroth.com/offshore

液压部件的长使用寿命
很高的温度、很高的转速和很高的油循环数：在过去
的若干年中，液压系统的工作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这也
对所使用的流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博世力士乐开发
了一种新的方法，在真实的工作条件下，对流体进行第三方
试验。所有满足泵、马达和密封试验要求和延长液压部件使
用寿命的液体都列在一个流体排位表中供用户选择。
 www.boschrexroth.com/fluidratinglist

伴随着需求成长
TRUMPF 机床公司与博世力士乐合作，为其新的初级冲
床开发了核心部件：一种模块式的控制方案。采用这种方
案，使 TruPunch 1000 逐步地组合成为冲压-激光机床。这
种新开发的模块式冲压运动结构是十多年来合作开发过程中
的最新里程碑。对于这种新的机械运动机构，博世力士乐通
过模态分析为 TRUMPF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另外，博世力
士乐还提供了基于软件的安全方案以及能源管理方案。

TRUMPF

 www.boschrexroth.com/edc

 凭借第一款用于海事和近海市场的模块式解决方案，使

液压动力站能够快速且节约地应用在船舶上。
 凭借新的驱动和控制方案，首次能够为 TruPunch 1000 补充装备激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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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机器的脉搏 —
数字化时代的
客户服务
围绕机器和设备的客户服务的意义越来越重要，由于机器与设备的可用性
至关重要，运营者希望能够获得最好的基础服务来延续设备的可用性。当然，
也有越来越多的运营者在预防性维护方案方面进行投资和使用数字化的服务。

意外的故障停机事件将减少产能。这不仅对于机床或

电脑。这些器件测量温度、振动、载荷和力转矩，如此对设

装配线是如此，对于在建筑工地上的行走机械或者对于农田

备进行根据健康指标的连续“体检”提供数据基础。一旦与

作业的农业机械也是如此。机器与设备的运营者早已非常清

事先在实验中获得的理想状态的衡量指标有所差别，就要进

楚，在要求交货期越来越短、要求每天24小时，每周七天

行推荐的维护工作，以避免出现故障。

的持续可用性的时代，每次意外的故障停机损失的不仅只是

服务性的机构也从数字化中获益匪浅：省去了耗时耗力

金钱，而且也是一个尖锐的挑战。制造商可能会由此而失去

的出差，因为很多故障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通过远程服务来

客户，在农业中可能会意味着减少收成，在建筑行业意味着

解决。但是，如果出现技术人员必须在现场工作的状况，技

由于工程延期而带来违反合同的罚款。因此，设备制造商期

术人员也可以提前做好准备。他可以通过平板电脑在线获取

待着供应商的完美客户服务。其中包括，在购置时很好的咨

工作指令，或者通过视频直接与服务中心的专家进行通信。

询，很好的培训，昼夜连续可用的备件 eShop，包括客服人

在 工 业 4.0框 架 下 的 数 字 化 为 明 天 的 客 户 服 务 提 供

员和专门的备件在内的完美的维护工作。因为运营者非常清 了 坚 实 的 基 础 ， 未 来 的 服 务 将 会 更 快 ， 反 应 时 间 将 会 更
楚地知道，好的客户服务工作的价值所在，他们不仅只是计

短。PriceWaterhouseCoopers 和 Accenture 的研究表明，

算购置成本，而是计算在整个寿命期的每项投资成本，亦

维护成本降低了30%，意外停机将减少了70%。这正是客户

即，整体拥有成本。因此，服务率和可用率具有了决定性的

所期待的结果。为了能够充分发挥出极好的服务能力，也可

意义。

能会采用新的模式。例如，按次数收取费用，或者按订单生

无论是产品制造商、建筑商，还是农户：现今的机器与
设备的运营者都希望完全避免故障或者意外的停机。预防性
维护已经成为高可用率和高产能的关键所在。数字化使其
成为可能。传感器、执行元件和测量仪器收集常规的数据，
并且通过电缆或者采用无线的 RFID 芯片将数据传递给控制

产等服务模式。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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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能服务
带来增值
可靠的基础服务，如备件供应、成熟的维护方案、快速的修理、高质量的
培训，这些都是机器与设备营运商所特别看重的业务。博世力士乐将传统的服
务与创新的智能服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对于传统的服务，博世力士乐有着明确的目标： 而且能够随时进行调整。目标就是：零缺陷、零故障、
在所有领域中提供顶尖的客户服务，并将自动化世界

零质量损失。

与IT世界结合在一起。这类服务包罗万象，从可联网

在远程服务、新的维护方案、咨询业务、翻新业

的电子铭牌和控制系统到通过智能电子和液压元件及

务领域，基于云端的智能增值服务具有愈加重大的意

系统来掌握机器与设备的状态。智能液压动力元件如

义。在技术服务方面已发生明显的改变，仅仅是修理

ABPAC系列就是其中的范例之一。这套系统通过分散

工作早已不够。智能服务基于细致的数据采集，对它

式智能和选项的传感器包能够连续地检测全部工作状

们进行相应的过滤、汇总和符合应用地显示，借助于

态。操作人员能够一眼就看到所有相关的信息，如过

这些信息减少停机时间和降低流程成本。前瞻性的维

滤器的污染程度、油的质量、吸油和供油压力或温度， 护措施将意外的故障情况降到最低。在提前计划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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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休息期间内，进行必要的修理和更新改造，来

拥有相应权限的维护人员或操作人员也能够在工厂之

确保生产力的最大化。力士乐的客服包 ODiN (Online

外直接访问工作液压和行走液压的控制单元。显示器

Diagnostics Network) 为此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专为 上显示出当前的和保存的故障，由此而加快了诊断工作
使用液压系统的制造企业而生，ODiN 不仅只是采集数

的速度。客服人员能够通过集成的优盘接口加载用于

据，而且在数据挖掘中运用自学式算法进行精确的风

BODAS 控制器的新参数，或者传递新的运行程序。另

险分析，进行前瞻性的故障诊断，制定用于预防性维

外，通过力士乐 eShop 能够缩短从出现故障到获得备

护的具体推荐措施。

件的时间。变量轴向柱塞泵 A4VG 也展示了电子化带来

对于机床行业也有合适的解决方案。力士乐软

的好处。它将事先测得的传感器数据通过开式接口传

件工具远程状态监控系统在无需传感器的情况下，定

递给机器的控制器件，再利用互联网与 OEM 的云端进

期 对 所 有 连 接 的 机 床 的 驱 动 数 据 和 工 作 参 数 进 行 行通信。因此，机器的状态每分钟都是透明的。如此，
评价。这种状态监控系统基于开式 CNC 系统解决方案

在收获高峰期出现收割机故障而导致损失惨重的情况

IndraMotion MTX，能够可靠地对机床的当前状态进行 已经不复存在，预防性的维护保证了极高的可用率。另
诊断。
因此，任何维修和维护措施都得以提前规划。预
防性的部件更换能够准确地在达到磨损的临界点之前
进行，能够明显地减少故障的数量。同时，也降低了
维护和备件的成本。
在田地、森林和建筑工地上可靠地工作
所有适用于工厂的东西，同样也适用于在建筑工
地上或者在农业作业中的行走机械。在田地中出现故
障会给运营者带来很高的成本，联网能够明显提高机
器的可用率。用于行走机械的操作单元 BODAS DI4 可
适用于互联网的环境。在无需外部诊断仪器的情况下，

一个优点就是减少了维护成本，因为只需要更换那些真
正需要更换的零件和介质。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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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的服务
需 要 稳定的流 程 。 ”
亚琛工业大学的教授 Günther Schuh 认为，有效的处理信息和由此而衍
生的知识是未来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重心。

在大多数企业当中，着眼点还是着重在传统的服务上。您对

业3.0时代。而工业4.0则是以此为基础，实现实时的水平和

此感到惊讶吗？

垂直的联网。

很正常，我们自己的调查研究也确认了这种状态。传统
的服务即使在未来也不会快速消亡。但是，重要的是有很多
的企业已经迈出了下一步。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可以提供

企业如何应对服务模式改变所带来的挑战？
在智能服务业务方面，除一系列的技术问题外，对于企

智能服务，建立了平台，进一步开发业务模式。他们以惊人 业来说，还有三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问题是，需
的速度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远远地甩开了那些还徘徊在数

要一个技术和合同上的访问客户数据的通道。能够为客户带

字联网这个议题之外的企业。

来明显经济利益的商业策划。第二个问题是，原则上讲，智
能服务无法一次性开发完毕，也就是说，不能像其它产品那

基础服务如何才能从越来越多的数字化中获益呢？

样从货架上拿下来销售。事实上，每个新客户都需要一个实

一次好的服务，无论是基础服务、增值服务，还是智能

施服务，而这种实施服务的专业知识是需要逐步积累的。第

服务，都需要一个稳定的流程。将这些流程电子化以后，首

三个问题是，作为产品或者业务，智能服务是一个非常复杂

先提高的就是效率！数字化的核心是数据和信息的可用性。 的活动，这些业务的销售对于当今的销售结构，尤其是采购
例如，一套合适的客服人员的计划和日程安排系统，或者是

结构来说，已经超过了它们的能力范围。通常来说，实现智

对备件的可用性进行检查。现今，一个典型的中型企业中的

能服务必须要说服至少超过一个股东，因为，合理的付诸实

员工要把大量的时间用在查找和等待上面，主要的原因就是

施总是要涉及很多的范围，最典型的就是要涉及到生产、维

没有足够的信息。按照我们的理解，数字化的流程是属于工

修和IT范围。您可以看到，由此而提出了新的挑战，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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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人员进行决定的时候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支持，例如，
减轻信息寻找的工作量，或者从琐碎的问题解决工作中解放

很多智能服务已经在很多范围展现，哪些能够在实际中发展

出来；另一方面，人也必须具有能够对系统提出的建议或决

呢？是带有很好的预警系统的预防性维护吗？

定、进行评价的能力。一些来自人工智能范围的实际范例已

首先，可在实际中发展的业务类型和范围取决于各具
体的工业领域以及业务范围。其次，单一的解决方案毫无

经显示，人和机器是如何能够共同学习的。由此能够更快、
更高效地成为专家。v

意义。一个设备组群经常是由来自不同制造商的多种机器组
成。如果我从每个机器制造商购买单个的预防性维护的话，
基本上来说，我根本就没有获益。只有通过与维修计划系统
和生产计划系统的联网，才能利用这些服务实现真正的增
值。我们自己的经验表明，此处的杠杆既不是系统的发展，
也不是能够及早识别错误的功能强大的预警系统，而是这些
系统在服务流程和维修流程中的组织实施。
您提出的“数字阴影”这个概念代表什么呢？它对客户服务
有影响吗?
WZL Aachen

数字阴影这个概念代表的是在生产流程、研发流程及其
相连范围、以及服务流程中的清晰的数字图像。这些图像是
实时数据分析的基础。具体来说，这包括必要数据的格式、
数据选择和细化数据分类。数字阴影中总包含有一个经济成
分。一定数据的采集，例如，机器故障预测，在某些场合由

Prof. Dr.-Ing. Dipl.-Wirt. Ing. Günther Schuh 教

于其在生产流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而具有经济意义，而

授从2002年起，担任亚琛工业大学生产系统工程教研

在其它的场合则没有经济意义。

室主任，是机床实验室 (WZL) 和在亚琛的弗劳恩霍夫
工艺研究所IPT的董事会成员。另外，自2004年10月

如何才能使服务人员为未来做好准备呢？
未来，工作中的学习和联系将通过相关系统进行学习，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面对面的培训。这要求培训人员对系统
的信任，同时有运用数字化内容的能力。一方面，我们希望

以来，担任亚琛工业大学合理化研究所 (FIR)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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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施佩萨特 山 区 走 向 世 界
从1795年开始，水就是施佩萨特铁工厂的重要动力资源。从那时起，围绕这个基本元
素的专门知识就不断地向世界各地扩展。从施佩萨特山区起家的力士乐，现今已经发展成
为水利工程自动化行业领先的合作伙伴，向世界各地的水利设施提供驱动解决方案：水利
发电站、船闸、活动桥和防海潮大坝。

1974 – 行业的推动力

2002 – 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力士乐举办了第一届跨行业的水利工程专业座谈会，为

伦敦塔桥是世界著名的

来自官方机构、运营者和制造商的专家们提供了一个进行相

翻板桥。当年，它的更新工

互交流的论坛。这个大约有200名国际专家们参加的主导性

程必须很快地完成。从保护

论坛每三到四年举办一次。

历史建筑物的角度和给定的

1981 – 一站式供货

要求出发，工程计划方对工
程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虽然

力士乐很早就已经在水

如此，仍能实现了很重要的

利工程领域作为专家和系统

技术改善：例如，作用力传

供应商在国际上创下了名声。

递的管理，亦即，通过主动

在埃及阿斯旺水坝的第二个

性支撑座来传递桥的作用力。利用传感器来测量力和转矩，

水电站的建设中，力士乐为

再通过液压可调式楔块均匀地把作用力分配到为此设计的支

这项工程一站式供货了全部

撑座上。

液压系统的部件。

1997 – 创新的主意

2016 – 国际项目管理

1953年在荷兰发生的毁

这是一项世纪工程：巴拿马运河。从2007年开始了世

灭性风暴海潮摧毁了很多大

界最大运河的扩建和新船闸的建设工程。每个船闸都配备

坝 ， 吞 噬 了 大 约 2000条 生 了三个水池，60%的储水量都可以用到下一次行船中。相互
连接在一起的船闸舱室和储水池的用水量由相应的闸门控

发生。为此，荷兰启动了三

制。力士乐拥有在全球范围

角洲工程。力士乐参与了项

的研发和生产基地，是船闸

目中的所有建设工程。项目

项目的系统供应商，总共为

中最后一项工程就是于1997

船闸项目供应了158个客户

建成的世界最壮观的移动防

定制的驱动液压缸、液压动

海潮大坝：这座防海潮大坝位于 Nieuwe Waterweg (新水道)

力站、控制系统，以及各种

上。所有的静液压驱动技术部件，例如，安装在两个机房

配件。v

Rijkswaterstaat

命，这种情况绝不允许再次

之内的液压泵、液压马达，以及静液压行星轮减速机，全部
来自力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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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了解数据的价值”
Professor Matthias Putz 教授认为，大数据这个议题在生产技术领域拥有很大的发展
潜力 — 并且呼吁开放式和有目的地运用大数据。

对于加工工业来说，大数据这个议题听起来就像是制造业的

么样的数据才能获得有价值的知识。最为重要的是，不像谷

救命稻草。是不是有点期望过高呢？

歌和苹果大范围的收集数据，而是作为生产技术人员从增值

我认为不是的：大数据意味着对复杂数据的掌握和是否

的角度出发去考虑数据的可用性。

能为我所用，无论是在社会方面，还是在生物领域，在天气
研究领域，还是在生产技术领域。之前我们必须忽略很多环

这个话题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是否太大了？

节是因为我们还无法处理它们，因此，我们只能依赖于简化

只有到最终都没有产生任何附加值的时候，才算是大问

的应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现在已经能够使我们超出传统的

题。每个中小型企业在能够为其带来增值的情况下，可以投

因果原理来形成我们的认知，在未来这种可能性将会更强。 入力所能及的人力和物力。因此一个准确的工作就是：在他
借助于IT工具，我们能够改变很多在机械制造领域几十年来， 的业务模式中对大数据的可能性进行检查。我在这里只能向
甚至上百年来形成的事物。尤其是在生产流程中的工作分配

企业发出呼吁，充分利用工业界和科研领域之间已经存在的

问题上。

网络。

企业如何才能知道哪些是重要的数据呢？

还需要什么元素才能使工业界的数据发挥作用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也不完全知道。在开姆尼

首先，不要盲目地相信，我们已经拥有了所有的数据！

茨，我们正在准备成立一个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科研小组。 我建议，每个企业都要进行思考，如何才能生成更多的数
我们想要在这个小组的研究中针对整个生产流程，与信息技

据，并且将其联系起来。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可能性。例

术人员和数学家们一起共同合作进行研究，我们究竟需要什

如，在产品的可追溯性方面。以薄板零件为例，我们应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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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的形成到产品报废的整个过程都为产品加上标记，并 “高效的工艺”、“无排放和能源自主的工厂”，以及“人
且要能够利用这些数据。我们肯定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为

体工程学”。最后一点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人的参与”。在

此，我们不需要另一个爱因斯坦，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和投

这里，我们考虑了关于积极性、人体工程学方面的问题，但

资。

同时也考虑了人在数字化生产中的角色。可以肯定的是：在
未来，人的作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必须要有人来开发合适

这些数据在未来是属于谁的？
我认为，这些数据是公有财产。例如，当我们与德国科

的业务模式，必须要有人对事物做出决定。当然会对某些职
业形成威胁。但是，我们无需害怕这种变迁，因为我们拥有

研机构共同开展科研项目时，这就是基本的先决条件。在

自己来设计这种变迁的可能性。v

其它情况下，数据生成者就要注意，要保留对这些数据的权

w	
请您在下列网站上阅读全部采访内容：

利。我们作为生产技术技术人员准备数据，然后为其他人提

www.boschrexroth.com/trends-and-topics

供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应用于他的业务模式的可能性，在
这种情况下，数据仍然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这种形式
就像为炼油工艺提供原油一样。
数据透明和数据保护不矛盾吗？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每个数据是有价值的。数据保护
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要因此而停滞不前。在我们
研究所中，我们已经有了具体的想法，如何使用数据。当
然，安全性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
必须把数据作为有价值的物品来对待，将数据作为物品来使
用。对于数据安全，在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已经启动了一项很
大的举措：工业数据空间。在那里，与工业界共同探讨如何
Fraunhofer-IWU

能够将数据作为不能被篡改的集装箱发送，把这些数据提供
给接收者使用。
世界上还有哪些其他的观点吗？
对于在德国称为工业4.0的概念，在整个欧洲和在中国
都有自己的类似的方案。例如，中国人对他们的数据有更多
的限制。在美国的西海岸，设置有很多信息技术中心，人们
早就知道如何能够用数据开展商务活动。如果我们仔细看一
下的话，就会看到，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显得多余了，因为
各个企业都在国际层面上从事着业务活动。
如果所有的事情都由数据和算法控制的话，人还扮演着什么
角色呢？
在这个问题上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讨论。在我们弗劳恩霍
夫研究所，早在数字化开始的阶段就已经考虑了这方面的问
题。我们为可持续性生产开发了 E3 项目。3E 最初代表的是

Prof. Dr.-Ing. Matthias Putz 博士教授，机床与
成型加工技术弗劳恩霍夫研究所 (IWU) 主任，负责
的科研范围是机床、生产系统和切削技术。他是开
姆尼茨工业大学机床与成型加工技术专业的教授和
德累斯顿工程和经济应用技术大学集成制造技术专
业的客座教授。他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液压和自动化
技术。他是生产技术国际学院 (CIRP) 的成员和弗劳
恩霍夫 E3 - 生产主导项目的联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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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抓取
用于制造中空塑料容器的方法有很多种，这些容器包括

到机器左右两侧环绕机器运行的输送带上。这种由顺德考特

塑料瓶、塑料罐或者其它的塑料容器。一种经济型生产的方

斯作为附加选项设计的解决方案能够节约侧面的安装空间。

法就是中空成型，中空成型法就是首先把一个加热的塑料软
管放到模具当中，再用压缩空气将其吹胀，使其在模具中成
型。在经过很短的冷却时间后，把产品从模具中取出，进行

Kautex Maschinenbau

在考特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设在中国南部顺德工厂的输送系统的设计中，首先要考虑
的是极高的精密性和极快的运动速度。

最佳的设计
Ulrich Dreizler 是在德国洛尔的博世力士乐的销售人员，

后续的加工。德国考特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早在1949年

在接到客户的询问之后，为了节省时间地开展工作，直接

就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台塑料中空成型机的制造者。

与在施韦因福特的线性系统部门的同事取得了联系。这两个
生产基地的员工密切配合开展工作，很快地与中国的客户取
得了一致意见，确定了输送系统的方案。“在这个项目中的

在顺德生产基地生产的 KCC 系列塑料中空成型机属于考

最大挑战是，输送系统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设计制造完成，而

特斯全能机型系列。例如，KCC 机器主要用于来自包装行业

且要在首次试验中能够正确地演示，并且要在很经济的框架

的客户或者专门应用的客户。考特斯为客户提供单工位和双

内工作”，Dreizler 如此回忆说道。在尺寸设计中，项目团

工位的中空成型机。机器配置有多腔模头，它负责交替地把

队必须首先要考虑两个参数：由输送系统运送的加工完毕的

热塑料软管放入两个模具当中。模具交替运行到设置在左右

产品重量和电机的动态性能。后者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两侧的吹胀工位，用压缩空气把产品吹胀。另外两个机器部

因为机器每八秒钟就能为抓取臂准备好加工完毕的产品。因

分为取出加工完毕的产品做好了准备。根据产品的大小和形

此，特别重要的就是，抓取臂必须在这个时间内，可靠地把

状，可配置一到十二腔模头及输送单元。

加工完毕的产品从机器中取出放到输送带上，并且返回到初

顺德考特斯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公司生
产的 KCC20 MK3 塑料中空成型机是 KCC 机型的第三代产品，

始位置准备进行下一次抓取。
仅在几天之后，博世力士乐就向顺德考特斯介绍了输送

在这种新机型的开发中，为提高机器的性能，找到了博世力

系统的设计方案，并且马上获得了当地负责人员的批准。在

士乐公司：这家机器制造商在很短的时间内需要一套输送系

准放行后，立即在施韦因福特的博世力士乐工厂进行了输送

统，这套系统由两个抓取臂和相应的线性导向系统组成。这

系统的预组装。这套系统包括两个具有同样结构的部件，它

套输送系统负责从机器中取出加工完毕的产品，并将它们放

们负责分别从左右两个吹气工位取出加工完毕的产品。抓取

Kautex Maschinenbau

双工位加工更加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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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铅垂运动由力士乐配置滚珠丝杠传动系统的集成模块
完成。这种模块以特别低的部件高度为标志，配置有无间隙
的螺母系统，因此，具有很高的定位精度和重复精度。用于
水平运动，采用的是配置滚珠导轨导向系统和齿形带驱动器
的线性模块。由于它的结构原因，即使在大重量和高速度的
情况下，也能实现精确的运动。
快速调试
在施韦因福特预组装后，博世力士乐把输送系统发往中
国。即使是在通关时间比预计的时间更长的情况下，也保证了
项目按照紧凑的日程完成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包括
能源管线拖链在内的整套系统进行了预组装，因此，考特斯
Kautex Maschinenbau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能够在顺德工厂快速进行最终安装。在现
场的调试工作也在博世力士乐员工的帮助下，仅用半天的时
间就成功地完成了。顺德考特斯的负责人对首次试车非常满
 输送系统把加工完毕的产品从机器中取出，

放到在机器后面运行的输送带上。

意，因此，这家公司能够在上海举办的2016中国国际塑料橡
胶工业展览会上准时展出包括输送系统在内的中空成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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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C 系列的中空成型机主要应用于包装行业的客户

或者专门应用的客户。

考特斯客户的关键要求是高精确性以及高重复精度。Ulrich

终用户带来更大的利益。“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与顺

Dreizler 解释说：“在这个行业，机器全年每天24小时运行 德考特斯一起，对这种选项的输送系统进行了最好的优化，
是司空见惯的情况。在生产过程中，必须要生产非常一致的

从而为客户附加购置带来更大的效益”，Dreizler 解释说道。

产品。这就为机器中所采用的部件的精确性和耐磨性提出了 展会后的客户询问和第一批配备输送系统的机器的销售证明
极高的要求。”因此，顺德考特斯不仅只是采用了博世力士 了这个项目的成功。v
乐的输送系统：力士乐还为中空成型机供货了大部分液压部
件，包括各种液压阀、液压泵和液压缸。这些部件负责完成
所有主运动轴的运动、吹气芯轴的铅垂运动，以及模具的开
模与合模运动。另外，在机器中还采用了其它的力士乐线性
导向系统，合模单元在其上向左和向右运行，合模板也在这
个线性导向系统上运动。
首次展出并大获成功
在新的 KCC20 中空成型机在展览会上成功展出之后，合

联系: Ulrich Dreizler,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作伙伴一起对从演示运行中获取的大量数据进行了分析和评

电话: +49 9352 18-1749, ulrich.dreizler@boschrexroth.de

价，并对机器进行了细化的改进，以使系列成熟的机器为最

电话: +86 20 8395-4060, ronald.siu@boschrexroth.com.hk

Ronald Siu, 博世力士乐 (中国) 有限公司，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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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
转炉吹炼法
Hägglunds Uvån Hagfors Teknologi
AB (UHT)

瑞典的企业 UHT 是全球运作的钢合金和铁合金的金属冶

很短的流程时间

炼流程设备的供应商，这家公司将金属粒化和转炉吹炼法方

Hägglunds 驱动器还为 UHT 转炉带来了另外的竞争优

面的指导性专门知识和成熟的流程控制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

势，正如 Lundström 所强调的那样：“这种驱动器从零转

起。UHT 公司为转炉吹炼提供两种不同的加工方法：一种是

速开始就能提供全额转矩，这一点非常重要。”采用这种方

传统的采用氩气的方法，另一种是用蒸汽取代大部分昂贵的

法，能够使转炉更快和更精确地倾斜，从而使客户能够缩短

氩气的加工方法。在这两种加工法中，UHT 都采用了力士乐

其流程时间和在吹炼过程中减少金属外溢。

的 Hägglunds 直接驱动系统。

另外，液压驱动技术还进一步支持了 UHT 解决方案的优
点：流程控制系统 Level 2 UTCAS。“它负责完成所有的计

无振动和很少的磨损
“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注意到 Hägglunds 驱
动器。不久之后，我们开发了针对转炉吹炼专门的高要求的

算，而且总是超前一步，能够准确地控制什么时候必须改变
气体混合物和把气体混合物输入到材料当中”，Lundström
解释说。

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我们决定将这种驱动器作为机器的组

采用 UTCAS 能够缩短客户的流程，只要是装备能够配

成部分”，UHT 的项目经理 Joakim Lundström 说道。在

合。“Hägglunds 马达能够无摩擦和均匀地运行，并且能够

此之前，这家企业一直都采用常规的电动机械式驱动装置。 对每个指令立即做出反应。凭借 Hägglunds 驱动器，转炉
在向熔化的材料中吹气的过程中，会造成剧烈的振动和很大

持续转到正确的位置，而且非常准确。常规的驱动装置是无

的转矩。由于大型齿轮啮合之间的间隙，这种振动会在电动

法达到这种精确性的”，Lundström 说道。

机械式驱动装置上造成很大的负载。而在液压系统中，液压

毋庸置疑，他对与博世力士乐的密切合作感到非常满

油的作用相当于减震器的作用，从而能够减少振动。“因为

意。“多年来，我们一直与在瑞典 Mellansel 的 Hägglunds

Hägglunds 驱动器能够吸收振动，所以，减轻了转炉以及支

团队密切合作，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合作一如既往非常成

撑转炉的混凝土基础的负载”，Lundström 解释说。

功。他们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联系非常顺畅，

此外，因为在吹炼过程中，转炉总是运行到同一个位

工作非常灵活。”v

置进行工作，所以，齿轮的受力部位也一直是同一个部位。
“为了补偿磨损部位、更新齿轮或者将齿轮重新定位等维修
工作量非常大和非常困难，而采用液压系统则完全省去了这
些工作。”

联系: Stefan Öberg, Bosch Rexroth AB, 瑞典
电话: +46 660 86511, stefan.oeberg@boschrexroth.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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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 来 做 好 了 准 备

Herber Engineering AB

机械制造商 Herber 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用于管子冷成型加工的高度自动化
弯管机的企业。在研发最新的面向未来的操作和可视化方案的工作中，这家企
业在博世力士乐的帮助下获益良多。

配置了 CNC 控制系
统 IndraMotion
MTX 的 Herber 弯
管机具有优秀的性能
和简单的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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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且明确的通信是极为重要的 – 尤其是在人与机器之
间。因此，瑞典的机械制造商 Herber Engineering AB 公司
想要为其高度自动化的弯管机配置与时俱进、满足工业4.0
要求的 HMI (Human Machine Interface)。为此，Herber 公
Herber Engineering AB

司合伙人兼技术厂长 Anders Alrutz 把博世力士乐作为研发
伙伴结合到研发项目当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自1994年
以来与博世力士乐的成功合作：博世力士乐为 Herber 公司
供货了各种液压部件、线性技术部件、电机和伺服驱动器，
以及 CNC 控制系统。
快速且简单

最少用于今后15年的可靠解决方案：Herber 公司合伙人兼技术厂长
Anders Alrutz 对新的 HMI 非常满意。

Herber的弯管机不仅应用在高度自动化的领域，如
汽车制造业，而且也应用在汽车修理厂中。因此，对于
Anders Alrutz 来说，HMI 研发工作的重点有三个重要的要
求：第一个是，机器具备继续优化的性能，以便提高客户的
产能。“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机器能够具备一个集成的学习

更高产能和与时俱进
在这种应用中的 CNC 控制系统 IndraMotion MTX 与经

功能，亦即，例如机器停在给定的位置上并完成折弯工作。 常应用于弯管机中的 PLC 控制系统相比有很多优点。它能够
机器要能够“学习”这个过程，并且在运行的生产流程中反

最多控制250个运动轴，能够使一台机器的产能最多提高

复完成这些动作。我们的第三个要求就是要有模拟流程的可

30%。通过插补和去掉空转时间获得上述结果。一个插补器

能性”，他解释说道。那些不具备 CNC 知识的专门用户也

负责对每条 CNC 程序语句计算出数学定义的区段的运行路

要能够首先采用图像的手段来制作程序。在这里，要对弯管

程，以及为此所需要的轴的移动 – 既在 2-D 加工中，也在

头的运动步骤一步一步地在屏幕上用图像展示出来，接着模

3-D 加工中。控制系统的操作通过多触屏系统来完成，这在

拟出真实的生产加工，最后，再生成 CNC 程序。

机械制造行业中还是相对新鲜的事物。因为这种操作方式相
应于使用智能设备的习惯操作方式，所以，也为操作人员带

开放是重点

来了明显的优点。

首先，由一个外部的专家在 Herber 针对这些要求对机

从这个项目启动到2017年第一季度付诸实施，Herber

器操作人员、设置人员和维修人员进行了可行性研究，之

公司和博世力士乐的专家们开展了接近两年的密切合

后，博世力士乐的专家们据此制定了专门的客户定制的解决

作。“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用于今后15年的解决方案”，

方案。对于这种采用全电动驱动，配备线性技术部件，带有

Anders Alrutz 满意地总结说道。v

16个驱动器的弯管机，决定采用 IndraMotion MTX 控制系
统。这种可个性化扩展的 公司 CNC 系统具有极为优秀的性
能、大量的技术功能和开放式结构：它能够通过多重以太网
加入到异构的自动化拓扑结构中。这是在这个市场上的独特
的卖点，这点对于 Anders Alrutz 尤其重要：“例如，我们
可以在控制系统中集成去毛刺和铣削等流程。这也是我们决
定采用博世力士乐开放式解决方案的原因之一。”

联系: Joachim Beutler, Bosch Rexroth AB, 瑞典
电话: +46 31 89-3473, joachim.beutler@boschrexroth.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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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机使产能提高了30%，废品率下降了20%，并且使模具的使用寿命提高了25%。

完美的深拉伸液压垫
汽车制造商把汽车零件设计得越来越复杂，因此，供应商就需要精良的机器。这就包括
ANDRITZ Kaiser GmbH 公司制造的多点液压垫压力机。这种压机中的一个关键功能就是
配备有力士乐液压部件的深拉伸液压垫。

在汽车中安装有成百上千的薄板零件。将这些零件加工

极限，而且还要有目的地影响车内的音响效果--根据客户的

成型的常用加工法就是深拉伸加工法。但是，由于车辆研发

要求，或者是舒适的静音，或者是铿锵有力的运动节奏。另

人员不断地设计出形状很复杂的零件和不断地采用新的材料， 外，研发人员还采用了夹心板材：两层连在一起的薄板由一
所以，很多供应商采用传统的加工方法已经达到了他们的加

层很薄的具有隔音效果的空气隔离开来。外部几何形状被设

工极限：形状越来越复杂的趋势导致在这个行业的生产中出

计成使得其紧密地装配到车辆的底部并占据最小的空间。这

现越来越多的废品。

就需要非常精确的成型工艺，以便采用冷成型加工法制成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美国的汽车零件供应商 Tenneco 公

这种零件。因此，Tenneco 公司决定采用 ANDRITZ Kaiser

司希望在用于吸气和排气系统的新的壳声消音器的生产中避

公司制造的新型多点液压垫压力机，这家公司是冲压技术

免发生这种现象。现今的消音器不仅要帮助满足法定的噪音

和成型加工技术领域的机器制造专家企业。“这套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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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之处是180毫米的深拉伸工艺，并且能够完全满足零件

板压边力的建立。现在，ANDRITZ Kaiser 的客户利用力士

在几何形状上的高要求”，ANDRITZ Kaiser 公司销售副主管 乐的开放编程的液压运动控制器来制造那些迄今为止无法加
Wolfgang Wiedenmann 解释说。另外，它还可处理相对较 工的零件，最多每分钟可生产30个零件。为了使很高的节拍
大的零件，其板材尺寸为 800×400 毫米。

数不对安全性产生影响，力士乐的驱动解决方案中还提供有
用于上下运动的安全技术功能。

完美协调一致的运动
深拉伸工艺的原理想象很简单：一个滑块推压上模具把

快速高产

要加工的薄板压入到下模具上，如此而形成所需的形状。但

通常情况下，新的设备要完成对运行的细化协调甚至需

是，在实际中则是很复杂的工艺：为了在拉伸过程中不产生

要大约一年的时间，但是，ANDRITZ Kaiser 的新机型由于灵

皱纹和裂纹，也被称为基板的薄板在拉伸过程中不允许不受

活的控制性能，仅在一天之后就生产出了高质量的零件。之

控地流动。防止这种现象的关键部件就是深拉伸液压垫：一 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好的效果，完全取决于能够在液压轴联动
方面，它要通过薄板支架保持基板，另一方面，它还要在成

中，对各单个轴的力和位置进行准确和高重复精度的控制。

型过程中保证薄板的准确流动。深拉伸液压垫的另一项工作

由于系统具有很高的刚性和精密性的原因，最终用户能够

就是取出加工完毕的零件，为下次加工腾出位置。机器部件

将其生产能力提高了30%，废品率降低了20%。另外，设备

的控制和调节采用的是液压解决方案，把一个伺服液压深拉

的方案如此设计，为进行新的设计和采用新的零件敞开了道

伸液压垫集成在一个机械式伺服压力机中。伺服压力机具有

路。伺服液压解决方案是 Tenneco、ANDRITZ Kaiser 和博

的优点是能够对滑块运动进行精确的编程。因为在成型加工 世力士乐密切合作的丰硕成果。“结果非常出色，我们的客
中，深拉伸液压垫是滑块的相对部件，所以，它们的运动必 户非常满意”，Wiedenmann 说道。v
须准确地协调一致。因此，ANDRITZ Kaiser 公司采用了即插
即用的力士乐伺服液压部件。“现在，我们能够使深拉伸液
压垫采用轴协调的方式跟踪滑块的运动”，Wiedenmann
说道。三个力士乐深拉伸块直接法兰安装在液压缸上，由它
们来完成液压垫的上下运动。另一个深拉伸块作为顶出器工
作。两台力士乐的轴向柱塞泵负责建立所需的压力，用于薄

联系: Armin Schlotz,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711 51046-487, armin.schlotz@boschrexroth.de

压机
深拉伸零件 (3) 放置在薄板支架 (4) 上。滑块
(1) 下降，把薄板夹在上模具 (2) 和薄板支架之间。

1 滑块
2 上模具，冲模

深拉伸液压垫 (7) 建立所需的压力。滑块继续推压

3 深拉伸零件

上模具把薄板压在下模具 (5) 上。深拉伸液压垫负

4 薄板支架

责控制薄板支架上的压力，以使深拉伸零件能够
受控地流动。一旦深拉伸过程结束，滑块返回初
始位置。可以从机器中顶出加工完毕的零件。

5 下模具，砧板
6 压力销

7 压力箱/深拉伸液压垫板

8 深拉伸液压垫液压缸

9 深拉伸液压垫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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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pac

 Citypaver SD1800:
应用于狭窄建筑工地
的理想机器。

虽然小，
但是精
可联网的力士乐行走机械液
压和电子技术提高了紧凑型铺路
机的行走和操作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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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pac 公司制造的 Citypaver SD1800 紧凑型铺路机

操作功能和舒适性应用到小型 Citypaver 机型当中。”凭借

长达五米，但仅有1.80米的宽度，是应用在建筑物密集的

PaveManager 2.0 使铺路机实现了功能自动化，例如，采集

城区中狭窄建筑工地上最为理想的铺路机。在 Citypaver 铺

底层参数、保存底层铺设流程，以及自动化调整顶层轮廓角

路机的驱动装置中，采用了力士乐 HYDROTRAC GFT 8000

度和倾斜度。

驱动单元。这种模块式的驱动单元将两级和三级行星轮减速

司机使用力士乐的显示屏 BODAS DI4 来操作这些花样

器与轴向柱塞马达组合成为个性化匹配的驱动单元，应用于

繁多的功能。由此而开辟了能够充分发挥 Dynapac 能力，实

行走工作机械。

现大量的个性化可视化和功能指令的可能性。除两个用于
固定功能的固定键之外，还有十二个可自由编程的功能键

高能效的液压技术降低了柴油消耗

供使用。另外，司机还可以无需目视操作器，用旋

如同每种新开发的行走工作机械一样，

钮按键直观地选择功能。例如，利用新的
SetAssist，司机在把铺路机从一个路段

在技术要求说明书中同样也提出了减
少尾排和降低柴油消耗的要求。柴

转移到下一个路段时，可以通过按键

油 发 动 机 54千 瓦 的 强 大 功 率 智 能

来保存输送螺杆和振动梁的位置。

地分配到铺路机的各种功能当

创新的 TruckAssist 系统能够使载

中，从而把功率损失降到了最

重车与铺路机实现准确且可靠的

低的程度。静液压驱动方案以

对接。

及恒温控制式风扇和负载敏感

此外，显示屏也简化了机器

式工作的液压泵为此做出了卓

的调试和客户服务的工作：拥

越的贡献。取代功率损失很大

有权限的维护人员和操作人员

的定量泵，在铺路机驱动系统中
配置了力士乐的紧凑型变量轴向柱

 BODAS DI4: 配置旋钮按键的直观
操作。

塞 泵 A1VO。 凭 借 这 种 变 量 泵 能 够 节
约 15%的 能 源 。 另 外 的 能 源 效 益 是 通
过与负载压力无关的流量分配 (LUDV) 来实现的。

无需使用外部的诊断仪器，即可
通过作为主机的显示屏，访问集成
在 机 器 上 的 BODAS 控 制 器 ， 阅 读 当
前的和已经保存的故障信息，从而加

速了诊断工作的进程。客服人员可以通过集成的优

静液压行走驱动装置和工作液压通过 CAN 总线连接在

盘 接 口 ， 加 载 用 于 BODAS 控 制 器 的 新 参 数 ， 或 者 传 递

现代化的控制单元上。这家瑞典的工业集团采用来自力士乐

新的运行程序。另外，显示屏还保证了很短的停机时

BODAS 组装系统中的两个主从运行式 RC28 移动控制器组

间，举例来说，在更换手柄后可以通过显示屏进行校

成了机器的控制系统。这种两个控制器的组合能够使行走

准。Dynapac 公司 Compactpaver 和 Citypaver 项目的组

功能和工作功能实现很大的自由度，而且仍然保持了功能的

长 Anup Jacob 对这个项目做出了一个肯定的结论：“力士

安全性。

乐将多年在大型机器的行走驱动装置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融
汇到控制器的编程和参数化当中，在从机器的设计到调试的

按键实现复杂的功能

整个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大力的支持。”v

在这个级别的机器中，在新的 Citypaver 中，首次使用
了 Dynapac 操作系统 PaveManager 2.0 的全部功能，用
户已经在大型铺路机中熟悉了这些功能。Compactpaver 和
Citypaver 的项目主管 Thiberio Tanus 强调指出：“新的
开发工作的一个明确目标就是，尽可能把在大型机械中的

联系: Olaf Schwittay,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511 99974-243, olaf.schwittay@boschrexrot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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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香飘溢
凭借一套快速且紧凑的输送系统，茶叶生产商 Yamamotoyama 能够同时且在很短的
时间内，在一个有限的车间内生产出拥有各种不同口味的、且质量很高的茶包。

茶叶生产商 Yamamotoyama 在东京成立于1690年，至

包装机之间建造一套输送系统，它要能够把茶包盒分组，能

今仍是同一个家族掌管的家族企业。当时，企业的创建

够把同一种口味的每十二个茶包盒划分成一组，输送给纸箱

者 Kahei Yamamoto II 梦想着把当时仅供少数富人享用的

包装机。

绿茶创出名声。他发现，用蒸熏的方法取代当时常用的
炖煮方法来处理茶叶，会使茶叶产生非常奇妙的甜味，并
且还会保留营养成分。从而使他制出来的茶一夜成名，

灵活的输送系统
在寻找适合于这种生产方式的输送系统的过程

使 Yamamotoyama 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从那以后，这家企

中，Yamamotoyama 公司找到了力士乐的 VarioFlow plus

业的业务就不断地向世界扩展，并且一直以最现代化的生产

系统。这种灵活的、模块式链板输送系统特别适用于输送

方法保持在最新的技术水平上。

大批量的包装完毕的货物和其它的消费品。这种系统可以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波莫纳的 Yamamotoyama 公司想

把产品水平输送、铅垂输送、上升输送或下降输送，可以

要改进其生产流程，以便在不同产品的生产中，提高产能

高于头顶输送，也可以接近地面输送，可以在很长的输送

和生产的灵活性。在这家公司的生产设备中，包括很多台

距离上完成输送任务，也可以绕过障碍物输送运行。对于

用于生产茶包和装箱的 IMA 机器。每台机器都能每分钟生产

Yamamotoyama 来说，VarioFlow plus 特别适合所需的输

300个茶包；每分钟能装满18个盒子。接着，再把这些装满

送工作，因为，这种系统是一种特别耐磨的塑料链板输送

茶包的茶包盒装进运输纸箱中，加上标签和堆垛在运输货板

系统，系统拥有平板输送通道和具有很小半径的弯道轮。另

上。Yamamotoyama 公司高层决定要扩大生产，所以，要在

外，这种输送系统还能够采用垂直弯道实现输送带的上下重

生产线中加入多个自动化纸箱包装机，用于把来自茶包盒包

叠布置。美国 Yamamotoyama 的 COO Daniel Goldstein 介

装机的茶包盒装进纸箱。因此，必须在茶包盒包装机与纸箱

绍说：“我们需要一套灵活的输送系统，能够把不同口味的

TECHNOLOGY
29

Shutterstock.com/ Volodymyr Nikitenko, Jat306, Farres

Shutterstock.com/ SunSilver, Liu Anlin, Kathayut Kongmanee

01 | 2017

茶产品从不同的 IMA 茶包盒包装机输送到一个中央 IMA 纸

钟生产出18个茶包盒。因此，输送系统的输送能力必须与

箱包装机中。我们参观考察了力士乐的产品，考虑到博世力

每分钟的茶包盒产量相匹配，能够准确地把十二个茶包盒划

士乐产品的高质量，我们决定采用这家企业的输送系统。”

分成一组，并且无错误地送进纸箱包装机中。第二个要求就

每个 IMA 机器只生产一种口味的茶。在 Yamamotoyama

是要保护茶包盒的表面，茶包都包装在具有光滑表面的、可

的生产设备中，集成有很多这种机器，每台机器都能在每分

直接摆放在货架上的茶包盒中，茶包盒必须保持美观的外

 借助于上升的输送段和下降的输送段，以及侧向错位的输送段，在 Yamamotoyama 设备中把安装空间保持在最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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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许出现划伤。这就要求输送带要有光滑的链板表面。
第三个挑战就是安装空间的需求：能够提供的生产面积非常
有限，生产机器之间的侧面间距非常狭窄。因此，输送系统
必须安装在很狭窄的空间内。
在狭窄的空间上下重叠布置
TransAutomation Technologies Inc. 公司位于加利福尼
亚州的圣安娜，是博世力士乐 ProBuilder 网络的成员，这
家公司承接了规划和建造输送系统工程。Daniel Goldstein
说道：“我们希望这套系统能够在本地得到技术支持。我们
确信，本地的 ProBuilder 网络中的企业 TransAutomation
Technologies 能够为我们建造好这套系统，并且结合在我们
的生产设备当中。”VarioFlow plus 系统的机械设计必须通
过客户定制的机械装置添加进茶包盒分组的控制系统当

由于可直接摆放在货架上的茶包盒不许被划伤的缘故，Yamamotoyama
采用了具有光滑表面的输送带。

中，并且要为此配置一套电子控制系统。Yamamotoyama
的设备如此布局，向纸箱包装机输送的物品都通过各自独立
的输送段来输送。借助于上升的输送段和下降的输送段，以
及侧向错位的输送段，使得力士乐输送系统能够如此变化，
实现上下重叠的布局，从而能够把所需的安装空间保持在最
小的程度。在输送系统的终点，通过一个下降的输送段将物
品输送给连接输送带。
每打划分为一组
一旦茶包盒到达在纸箱包装机前的链板输送带的最后一
段，它们都停在各自系统的终点，并且在那里一个接一个地
排队。电子控制系统负责对排成一队的茶包盒进行计数，一

控，以确保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工作循环正确运转。一旦以
十二个为一组的茶包盒被送到纸箱包装机中，就会生产出各
含六个茶包盒的两个完整的运输纸箱，并且由纸箱包装机送
出。最后，给纸箱加上标签，并转到正确的位置，由货板堆
垛机器人把纸箱堆放到货板上做好发送的准备。
极大的成功
利用这个解决方案，在不损坏产品的条件下，提高了生
产的速度，而且是在很狭窄的安装空间中。“整个项目从开
始到结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Goldstein 总结说道。v

套设置在可编程控制器中的逻辑系统负责确定通往连接输送
带的输送段的放行顺序。一旦在某个输送段上积攒了十二个
茶包盒形成了一组，即可给这个输送段向连接输送带放行。
茶包盒组的放行由气动止挡、触发机构和推送器联合完成。
具有最小积攒能力的、最短的输送段具有优先放行权，之后
是具有倒数第二积攒能力的输送段，放行顺序以此类推。
当一个输送段获得产品放行的信号时，公司自己设计的
推送器就被激活，它每次以六个茶包盒为一组的方式把茶
包盒推送到连接输送带上。对于在设备中所设定的每十二个
茶包盒为一组送往纸箱包装机的情况，每组需要两个推送过
程。所有在积攒范围内的输送系统部位都由电子控制系统监

联系: Matthias Schiedeck, Bosch Rexroth Corp., 美国
电话: +1 704 714-8410, matthias.schiedeck@boschrexroth-us.com

设备升级！
新的力士乐解决方案能够使老设备焕发青春，进入工业4.0世界。在自己的洪堡工厂的
试运行中，将意外停机成本降低了25%。

当提到工业4.0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
想到的是全新的生产线。其实非常多的企业
都拥有一个庞大的功能完备的机器舰队，缺
少的只是联网而已。力士乐全新的工业4.0
升级套件为此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将现
有的设备连接到联网的工作环境当中。例如，
可以简单快速地补充连接现代化的状态监控
功能。
快速的补充装备
博世力士乐公司在将工业4.0升级套件
推向市场之前，首先将这种套件应用在自
己的生产液压阀的洪堡工厂中，进行了试
验。Fabian Borowski 是在这里负责工业4.0
这个课题的负责人，他介绍说：“在生产数

Bo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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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简单的、基于网络的组配能够快速地使已有的设备数字化联网。

字化中，我们看到了未来工厂发展的契机。

的员工。由他负责更换已经污染的过滤器。现在，补充装备

在进行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随时关注经济可行性。”因

的试验台能够随时提供用于流程质量的记录数据，由此而满

此，对于他的团队来说特别重要的就是，硬件和软件都必须

足了客户的重要要求。同时，预防性维护也降低了意外停机

能够尽可能仅用很少的工作就能补充装备。这个团队把工业

的时间和由此而引起的成本高达25%。Borowski 总结说道：
4.0升级套件安装在一个2007年建成的、用于对液压阀由于 “联网的补充投资仅在18月内即可回收完毕 — 而且在这里还
颗粒或铁屑引起的污染情况进行试验的试验台上。“一位没 没有考虑流程改善带来的利益。因此，我们现在又利用工业

有编程知识的电工师傅通过基于网络的组配，仅在半天的时

4.0升级套件连接了23个试验台。”v

间内就完成了调试工作”，Borowski 讲述道。如果在补充装
备的工作中采用常规模块的话，这些工作通常要用到一周的
时间。
满足需求的维护
洪堡的试验台通过工业4.0升级套件完全集成到了生产
信息系统当中。它能够把传感器数据传递给博世软件创新公
司生产的生产绩效管理软件，这个软件负责对过滤器的洁净
度进行监控和通过传感器采集油中的颗粒和水的含量，把获
得的结果可视化地显示出来，并且自动传递给负责此项工作

联系: Holger Schnabel,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9352 18-4047, holger.schnabel@boschrexrot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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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 & control

1

这是什么 ?
具有下述能力的信息技术的一个范围：
• 使电脑获得解决那些采用简单、基于
规则的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能力
• 识别出有兴趣的数据模型
• 预测出未来的数据模型
• 帮助对复杂和庞大的数据量 (大数据)
进行分析

一件事情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坏事，而对
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好事。机器很快就会比人
聪明吗？自从围棋人工智能程序“阿法狗”
战胜了世界顶尖围棋手以来，智能机器的潜
力已经明显显示出来了。但是，机器能够学
习吗？“机器深度学习”这个概念的背后都
隐藏着什么呢？

3

在日常生活和
工业中的
应用
在日常生活中:
• 语言识别
• 个性化广告

“您对这个产品产生了兴趣。可能也对其它的产品也感

• 在搜索机器中的推荐

兴趣？”无论是在网上商店，还是在广告或者搜索机器上：

• 图像识别软件

看起来，电脑总是知道我们想要什么。这与同情心没有关
系，而是与数学有关系。它跟随我们的用户行为，与其它的

在工业中:

进行比较，确定相一致的模型，从而导出可能的兴趣。

• 预防性维护

例如在语言输入时，给出合理的回答，或者在异常情况

• 行为优化

时给出警告，机器能够给出有意义的建议的先决条件是一样

• 生产计划
• 产品发展的重要发现

的：庞大的数据量、巨大的计算能力和练习。在这里，机器
通过采用系统化的方法收集数据，获得丰富的经验。例如人
工神经网络这样的算法帮助建立数据结构。能够提供使用的
数据量越丰富，机器就越能在复杂的数据中识别出模型，建
立起它们之间的联系。
为机器提供哪些数据供使用和采用哪些算法来实现想要
的目标功能，完全取决于人。数据科学家、拥有机器学习专

Predictive Maintenance。在这套系统中，应用了机器深度学

门知识的、具有创造性的编程专家必须要把用于工业应用

习法，能够从所收集到的传感器数据中推导出设备的健康状

的机械制造专门知识转化为智能软件。因此，博世力士乐

况，并且给出可靠的预报。客户由此而获得相应的设备维护

的专家们开发了一套进行预防性维护的状态监控系统 ODiN

推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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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来实现呢?
例如，用于预防性维修：
传感器收集机器的数据，
并提供它们进行分析

算法识别出已有的数据模型，
以及新的数据模型

模型指出正常的
机器行为

Machine
Learning

识别出已有的模型

确定为不认识的模型

模型指出错误的
机器行为

算法把这些作为
新的模型学习

!
不需要
采取措施

x(a-b)

4

可以计划
客户服务措施，
例如维护计划

为这个模型
配属一个条件

为此需要
什么人呢?
数据科学家
• 对于域名的了解
• 数学/统计学
• 黑客技术

一个在工业设备中的磨损诊断范例明确显示了这套系统

则可以达到95%以上。

的工作能力：根据统计的结果，通过偶然的机会发现错误的

总结：机器具有学习的能力。先决条件就是为算法提供

几率只有13%，一个对设备进行连续观察的专家发现错误的

庞大数量的数据组。它由此而能够可靠地找到关键所在，并

几率是43%，而借助于机器深度学习的方法发现错误的几率

且使用户从中获益。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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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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要寻找的创新是一个具有高度专业化清洁力量家族

挡住这些颗粒，不仅要使用细密的材料，而且还要对流体在

中最年轻的成员。这个家族的第五代传人继承了这个家族的

管道中的流动情况进行分析。按照传统的清洁座右铭，不仅

优良传统，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彻底清洁方面。为此，它带

要做到干净，而且要做到纯洁。设备运营者由此获得的利益

来了新的工具和改进的清洁工具。因为这种创新的成员知

一目了然：“清洁专家不再需要经常来工作，由此而节约了

道，在需要清洁的设备中，有80%的故障都是由于污染引起

营运成本。

的。污染颗粒非常微小，初看起来根本就看不到。为了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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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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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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和准点性在轨道交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 不仅只对运输企业，对轨道车辆的制造商也

是如此。力士乐凭借用于电动轨道车辆牵引设备的模块式冷却系统，明显加快了工程设计工作的进度。仅在三个月
内，车辆制造商即可将这套系统以已经被批准的和经过试验的大系列部件为基础，量身定制地集成在车辆方案当中。
另外，力士乐保证了部件的长期可用性，由此而减少了运营者的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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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具有强大动力、工作可靠的液压一直都是在工业领域里完成艰难任务的主要部件。电子化和数字联网又
进一步突破了液压的极限，从而为您的应用开辟了全新的领域。由高度现代化的力士乐液压产品组成的联网液压系
统既保持了本身的强项，又新增了智能，满足了工业4.0的要求。在工作能力、功能特性和使用寿命方面树立了新的
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