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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世 力 士 乐 杂 志

18 高效的维护工作：
预防性维护服务包减轻了
辊压机的维护工作

完全适用于工业 4.0:
联网的液压
10

24 在狭窄的空间精密作业：
配有力士乐多种部件的
市政作业挖掘机

从豪放有力到婉约柔和

一位优秀的指挥家必须以极其细腻的手势变化

指挥他的交响乐队演奏出抑扬顿挫的旋律。新的智能型力士乐二通比例节流阀凭借阀上数
字电子元件也能提供这样极高的控制质量。因而使机器制造商能够获得具有紧凑的制造尺
寸和更好的控制性能的液压系统。这种插装阀设计用于 420 bar 的最大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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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是工 业 4.0 的 一 份 子 ”

亲爱的读者：
液压在许多领域中都扮演着重要

阀电子技术的数字化以及先进的传感

凭借 ODiN 服务包提供基于云端的用于

的角色。它坚固而可靠且具有独一无

器的集成是当前技术水平的真实写照。 预防性维护的大数据解决方案，这种

二的动力密度。例如，液压线性轴能够

通过基于以太网的总线接口或 IO-Link

解决方案完全能够阻止未经授权的访

提供比机电驱动装置高 100 倍的进给

能够轻松地实现联网的方案，使用户可

问，自始自终都是非常安全的。

力。但是，液压也能顺应时代的潮流实

以很快地从中获益。

现数字化的转型从而继续它的使命吗？

为了使机器制造商和用户能够更方

这是一定的！博世力士乐的回答是非

便有效地利用这些新的可能性，液压

常明确且自信的。我们早已把流体技

就必须满足开式、广泛使用的标准的

术的优点与数字控制游刃有余地结合

要求。只有这样，设备与机器制造商

在一起，并把很多功能都转移到了软

才能够把他们自己的算法和专门知识

件之中。

自动集成在器件当中。我们利用软件工

致友好的问候！

具和最佳的参数推荐为他们提供支持， Mark Wucherer,
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当前的发展趋势。 这毋庸置疑地简化了调试工作。我们 博世力士乐股份公司执行董事会成员
带有人工智能的液压部件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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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创造新的价值” Prof. Thomas Bauernhansl

完全适用于工业 4.0: 联网的液压 人们总是怀有偏

教授就工业 4.0 的国民经济效益和中小企业的机遇等

见而且很难被改变，即使它早已被证实是错误的。

方面的话题接受了采访。

有一种偏见就认为液压在工业 4.0 中是没有一席之
地的，因为它不是智能的。而实际情况则是它早已
完全适用于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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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维护工作 低能耗和前瞻性的维护策略：借助
于博世力士乐的预防性维护服务包和一个变频器使
Gummiwerk KRAIBURG GmbH & Co. KG 橡胶厂在
新投入的辊压机中实现了这个目标。

CONTENTS
5

02 | 2017

24

Hansa

Allseas

22

26

21

最佳的调节 一个无级可调的压力和流量控制系统在型

29

高效农机 电子提升控制和负载敏感系统为 Massey
Ferguson 公司的拖拉机的高产能和低能耗提供了可靠

材挤压机中提高了能源效益和机器可用率。

的保证。
22

成功完成了超级大项目 Allseas 公司“Pioneering
Spirit”号海工船的规划与设计工作是真正的开拓工作。 30

在纵轴上的精密搬运 EMAG 公司开发了一种配备有一
套安装即用的力士乐 6 轴搬运系统的、用于电化学金

24

属加工的新机型。

在狭窄的空间精密作业 HANSA 公司在其型号为 APZ
531 的最新一代的市政和墓地作业挖掘机中采用了力
士乐的多种部件。

KNOW-HOW
32

26

完美的驱动方案  意大利的 Gasparini S.p.A. 公司为一

轻松预防 预防性维护减少了设备意外停机状况，因而
节省了时间和资金。

个德国的客户建造了一套配备有力士乐的 IndraMotion
MLC 系统解决方案的、特别灵活和复杂的辊压成型设
备。

TECHQUIZ / 出 版 说 明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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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ION
6

drive & control

拦截风暴潮
当出现风暴警报时，位于南荷兰省
的鹿特丹新航道上的马仕朗大坝将在
360 米宽的河道上拦截海水的倒灌。这
座大坝的两个闸门每个都宽 210 米，高
22 米，它保护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的一
百多万居民免受洪水的危害。为了保证
这座大坝在今后的十二年内仍能可靠地
拦截风暴潮，大坝的运营商荷兰基建和
环保局与博世力士乐签订了一份新的关
于设备的驱动与控制解决方案的维修协
议。协议的内容包括预防性的检修、所
有必要的维护工作、备件管理和随时的



Rjikswaterstaat

应急待命。
www.boschrexroth.com/
civil-engineering
 位于南荷兰省的马仕朗大坝拦截风暴潮。

节 约 时间用于 更 重 要 的 工 作
试验台制造商 Berghof Testing 获得了一份制造全自动
换档杆试验台的订单，用来检验种类繁多的产品。对于整体
换挡装置的自动换挡杆的机械试验，这个项目团队采用了带
有专用轴的直角坐标线性系统，并且选择了博世力士乐作为
硬件供应商。博世力士乐的线性传动技术以及软件解决方案
Open Core Engineering 特别受到了客户的青睐。Berghof
借此可靠地完成检验任务，同时也减少了用于控制系统、驱
动器和 HMI 的编程费用。通过 Open Core Interface 接
口技术，能够把包括运动学在内的控制部件和驱动部件方
便地显示在 Berghof 优先选择的开发软件 LabVIEW 当中，
而且是几乎完全不需要 PLC 程序。Berghof 由此而节约了四
周的编程时间，把节约的时间用于复杂的试验工作。
 Berghof 使用 LabVIEW 进行全自动换挡杆试验台的完整编程。



www.boschrexroth.com/linear-motion-technology



www.boschrexroth.com/o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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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强大，外观优美
Motorgrader HMK 600 MG 不仅具有极好的性能数据，
而且也以其优美的外观获得了“2017年德国设计大奖”评
委们的赞赏。土耳其制造商 HIDROMEK 生产的这种“工作
狂”荣获了“特别提名奖”。为了保证这种车辆的可靠应
用，机器上配置了力士乐的带有轴向柱塞泵和定量马达的风
扇驱动器。

工作、工作、再工作

 www.boschrexroth.com/mobile-hydraulics

博世力士乐的滚珠丝杆传动系统的使用寿命越
来越长。通过在丝杠和螺母加工中对生产流程的优
化，进一步提高了产品的动载荷系数。这就意味着
其使用寿命提高了80%。另外，随着载荷系数的提
高，功率密度也相应地进一步提高了。在具有同样
要求的场合，设计人员可以采用更小尺寸的产品，
HIDROMEK

由此也减少了系统成本，节约了安装空间和降低了
重量。此外，由于数字化的工程设计和订购流程，
使得客户能够快捷地获得量身定制的滚珠丝杠传动
系统。

 优美的外观：荣获大奖的 HMK 600 MG。

 www.boschrexroth.com/linear-motion-technology

加工过程
一目了然
软件和数据眼镜是用于审核表应用“ActiveG lass”
的主要工具。这样，在生产线上的员工就可以对每个生产
步骤都能非常简便地进行验证。他们在照片、视频和声音
的指导下完成工作。工作结束后，审核表的数据被收集在
一起，以确保无漏洞的可追踪性。这是博世力士乐在位于
法国维尼西厄的工厂中进行的“未来的工厂和产品”创新
项目中所获得的成果。这种工业 4.0 解决方案在那里减少
了 80% 的管理费用，使审核表流程加快了 50%。
 www.boschrexroth.com/industry-4-0

 在生产线上的员工们能够通过数据眼镜以照片、视频或声音的方式获

得所有必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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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工作模式
自从二月份以来，在斯图加特的未来工作实验室向人们展示着
未来的工业工作模式。这个由弗劳恩霍夫工业工程与组织研究所
(IAO) 和制造工程与自动化研究所 (IPA) 及其所属的斯图加特大学的
研究所共同合作的项目，向人们展示了联网工业的优势。其中演示
领域的一个重要元件就是带有数字辅助系统的力士乐智能动态手工
装配系统     ActiveAssist。它指导员工完成装配工作，通过投影仪把工
作指南投放到工作台上。在零件上的发光二极管指示员工下一步要
抓取哪个零件，而相机和超声波传感器则负责对工作步骤进行检查，
帮助在发生错误时提供修正措施。对话式通信平台力士乐智能动态
生产管理系统 ActiveCockpit 也应用在未来工作实验室当中。它负
责对所有相关的生产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和图像化，进而帮助员工
连续地改善流程和快速地排除故障。这两套系统都为避免错误和降
低生产成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www.boschrexroth.com/industry-4-0
 配置有智能动态手工装配系统 ActiveAssist 的工作站经受了

实践的考验。

力士乐的
拧螺栓技术
Same Deutz-Fahr (SDF) 公司在其位于施瓦本地区劳因
根的一个新的装配车间里，装备了力士乐的拧螺栓技术产品
 Same Deutz-Fahr 在其

拖拉机的生产中采用了
力士乐的拧螺栓技术。

和博世的 Power Tools 产品。在一个 40,000 平方米面积的
工厂里，SDF 每年生产大约 16,000 台中高端功率的拖拉机。
生产上述两种产品的这两个博世集团的业务范围在项目开发
一体化、专门针对应用的解决方案，以及销售和项目管理的
本地化等方面特别优秀，获得了 SDF 的青睐。在新的装配车
间里，总共装备了 130 个带有集成的条码扫描器的 Nexo 无
线蓄电池拧螺栓器，15 个力士乐手动拧螺栓器 ErgoSpin 和
230 个 Power Tools。
 www.boschrexroth.com/tightening

MOTION
9

02 | 2017

卓越的工业 4.0
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的古吉拉特邦理工大学，开
办了第一个自动化技术培训中心，签订了工业 4.0 培训
协议。机械制造专业的大学生和工业界的人士可以在四
个由博世力士乐技术支持的实验室中，从事关于液压、
气动、控制、机器人、机电一体化，以及传感器方面的
学习和试验工作。

一流供应商
TRUMPF是世界上最大的机械制造商之一，
每年都在按时交货、产品质量和共同合作上对他

 博世力士乐印

度公司总经理
Hans Bangert
(左一) 在培训
中心剪彩仪式
上。

的供应商进行评奖。博世力士乐获得了满分为
100 分中的 95 分，因此荣获了“优秀供应商”的
称号。

灵 活 的马达
力士乐 Hägglunds CCe 400 液压马达能够灵
活地适用于它的工作任务：它能够根据功率需
求从较高的速度和较低的转矩范围自动调节到
较低的速度和较高的转矩范围，而其效率却
始终保持不变。CCe 400 的秘密在于：活塞可以
向马达的中心运动，如此可以使马达的一部分空
转运行。因为空转运行的活塞无损失地工作，所
以马达在整个转速范围内都保持高效。它的最
高速度能达到每分钟 100 转，而且重量很轻。此
外它特别坚固耐用，并且不带减速器或易坏的离
合器。因此，它特别适合应用在行走设备上，不
仅能够非常轻便、简单地转向，还特别节省燃
料。Hägglunds CCe 400 将于今年推向市场。
 www.boschrexroth.com/hagglunds

 坚固且强大的液压马达：力士乐 Hägglunds CCe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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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全 适 用 于 工 业 4.0:
联网的液压
人们总是怀有偏见而且很难被改变，即使它早已被证实是错误的。 有一种偏见就认为
液压在工业 4.0 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因为它不是智能的。而实际情况则是它早已完全适用
于未来的发展。

液压设备几十年来一直都配备有电子元件、传感器、相

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液压阀技术能否从可联网性方面获得利

应的配件和自己的控制系统。长期以来，它的重要性与电子 益，而是何时获得。目前，我们正经历着一个从传统的、模
机械驱动装置不相上下，这也归功于博世力士乐大量的系统

拟的液压向网络化、数字化的流体技术转变的过程。欧洲的

模块从中起到的作用。开关式的阀门早已在很多的应用中消

机械制造商正一直不断地加强他们机器的数字化进程，同时

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自给自足的伺服液压轴。现在

也期待着把液压完全加入到这种网络化的环境当中。现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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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趋势正在向着机器以外的空间发展，这就需要掌握所有 带分散式智能的智能解决方案
能够收集到的数据。必须对它们进行综合、有意义地进行分
类，以及可靠地进行评价。

分散式智能和开放式接口是未来自动化解决方案的决定
性的先决条件。因此，博世力士乐在电子和液压技术中，采
用了可以支持所有常用通信协议的多用以太网接口。下一步

智能的联动是决定性的

的发展就是把传感器技术集成在已有的阀体中。这就可以完

以前由机械元件来完成阀的控制任务，现在已经被电子 成很多任务，例如，状态监测等。在这里，传感器能够收集
控制器中的分散式智能所取代。当执行元件需要功率时，它 关于油的质量、温度、振动和所完成的开关循环数等方面的
根据功率需求来调节泵驱动器的转速。在不需要功率时，它

信息。通过深度学习算法，用户能够在发生故障之前识别出

可以把功率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这种运行情况在很多流程

磨损的部件，并进行维护，这是在预防性维护道路上的重要

中占有很大的成份。因此，变转速液压系统与定量系统相比 一环。
能够节约高达 80% 的能耗。
当前关于工业 4.0 的讨论显示，对所有必要的功能进行

在闭式控制回路中，现今已经采用智能型单轴控制器来
控制分散式液压运动。为此，在阀上电子元件中集成了功能

定义是多么重要。只有在机械、电子和传感器产品完全实现

强大的运动控制器。它负责在现场进行给定 - 实际值比较，

与制造商无关的标准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活跃的网络

并且以高达几微米的精度对阀进行控制。在这里，系统的控

和通讯。在未来，也不是每个液压机械式压力阀都需要在阀

制精度仅由测量系统的分辨率来决定。这种无电气柜的运动

上配置数字电子元件以及与一个控制系统或其它的阀连在一 控制器经常应用于不同的市场。
起。而是只有在真正需要时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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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士乐也提供一种带 IAC 控制阀的无电气柜式运动控制

drive & control

采用 3-D 打印的新设计

器，它完全集成在阀上电子元件中。它可以通过开式接口实

在新的材料和加工技术领域，力士乐也提供有创新技

现完全的联网，如同一个自带分散式流体回路的伺服液压

术。采用 3-D 打印的型芯铸造的阀或者直接打印的阀在工作

轴。在这种安装即用的轴中，由泵、阀和油缸组成一个组

中能够节约大量的能耗。在采用闭式模具制作型芯时，必须

件，机器制造商仅需为其接上电源和控制通信电缆即可。

在型芯设计中充分考虑到型芯模具的可分性，但是现在采用
打印的型芯已经没有这种必要。博世力士乐能如此设计阀的

即插即用式液压
在未来，迄今为止对于运动来说非常必要的同类最佳控
制器式的阀将被取代。电动驱动器仅通过泵驱动器的转速来
定位油缸。如此一来，液压减速器原则上完成了与电子机械
式线性驱动器同样的工作：它将电驱动器的回转运动转换成
线性运动，同时还具有所有液压的优点。
在接下来的自给自足线性轴的发展阶段，这种进步将更
加明显。它们将形成带有自己的、高度集成流体回路的、安
装即用型油缸组件。因此，机器不再需要用于驱动这种轴
的中央液压动力站。这种自给自足轴可以如同电驱动器一样
进行连接，仅需一条动力电缆以及与机器控制系统的数据
连接。在设备调试工作中，使用在电驱动器时一样的软件工
具。调试人员不再需要拥有深入的液压知识，因为他仅需把
预编程的功能在机器操作面上进行参数化即可。

通道，使其只能产生很小的压力损失，由此而改善了能耗情
况。在一个流量为每分钟 10,000 升的阀中，由于这种流动
阻力的减少能够减少高达 10% 至 20% 的运行成本。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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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系统
创造价值”
智能和开式接口是实现可持续液压解决方案的决定性的先决条件。德国亚琛理工大学的
Professor Hubertus Murrenhoff 教授知道哪些步骤是必要的。
从工业 4.0 的角度出发，网络化的意义越来越重大。液压已

储存密度和计算速度是绝对够用的。当然我们需要正确的软

经做好数字化的准备了吗？

件，借助于它的算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提取出可用的信

是的，它已经准备好了。现场总线已经成为标准，传感

息，由此促成实际的应用。例如，在未来的机械加工中，在

器也将越来越“聪明”，与此同时互动也将成为可能。现在

新的工件进入加工之前，机床中的“运动轴 4.0”就知道工

已经到了把部件推向更高层面，并且借助于智能软件把所有

件的表面情况如何，还需要哪些加工步骤，加工之后工件还

的基础构件都联网集成为一个控制回路的阶段。智能解决方

会发生什么。液压系统能够主动地调整到新的情况中，并能

案的表现形式就是密集的互动和睿智的机器智能。

够闪电般地完成产品的更换。“建筑工地 4.0”将在 15 至 20
年后实现所有的机器和车辆都明确在何地运走什么，按照

这就是您对“智能液压”的理解吗？

什么样的顺序来进行工作，在哪里又必须重新建起什么，并

是的,“智能”这个术语我们已经用偏了很长的时间。 且它们都会自主地实现联动。根据即将到来的具体任务，液
智能不是来自现场总线，而且人们也不能用传感器的疯狂增

压系统就会在事先针对具体的要求做好调整。

长来实现它。关于智能液压，我的理解是智能的整体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每个部件都知道它是什么和它能做什么。在
这套系统中，所有的基础构件或者参与者都讲同样的语言，

智能液压需要传感器。现今的传感器够用吗？
获取原始数据并不是挑战，而如何运用才是重要的。我

因此能够毫无障碍地相互通信交流。在未来的液压系统中， 们在未来不仅要对众所周知的硬性因素，如压力、流量或温
将不会有“聋哑”的部件存在。

度进行分析和识别，而且也必须对图片、视频或噪声频谱进
行分析和识别。人的直觉能够完成这些，但是，机器智能还

为了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可用的信息，什么是重要的？
首先，应该把海量数据看作是礼物，而不是看作是威

需要进一步的发展。采用机器智能也要能够在无结构的数据
模式中识别出有用的数据并且导出结论。在这方面，我们最

胁。接着我们要能够很好地掌握这些原始数据的量。当今， 多也只是处在发展的中间阶段，离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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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监测和预防性维护是当前在工业物联网方面的获胜者。
是这样的吗？
是的，这是触手可及的两个发展业务。我们不可以因此
减少智能联网的发展。预防性维护是一条能够令客户欢欣鼓
舞的道路，因为，他能够很快地看到，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能
IFAS

够在寿命循环中很快地分摊完毕。一旦唤起了客户的热情，
我们也就能在更宽广的应用领域营造出积极的氛围。在此的
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运动轴 4.0”或“建筑工地 4.0”概

Prof. Dr. Hubertus Murrenhoff 教授博士自 1994

念。

年 10 月以来担任亚琛理工大学流体技术驱动装置和控

您认为 3-D 打印具有什么意义呢？
3-D 打印开辟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它使某些工业领域发

制系统研究所 (IFAS) 所长，同时也担任同名教研室的
主任。在即将于 2018 年 3 月 19 至 21 日在亚琛举行
的第 11届 IFK (国际流体动力会议) 上，这里所谈到的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它也将成为未来的关键技

议题将作为“流体动力网络”口号下的中心议题进行

术。3-D 打印现今已经成为技术现状。在具有低要求的材料

讨论。

中，例如塑料，在 1,000 欧元以下就能够买到机器。当然对
于高精度和复杂的塑料来说，例如用于制造密封件和膜片的
塑料，价格可能会提高几十个百分点。甚至应用在航空技术
中的具有无错误晶格的高强度钢材料也能采用 3-D 打印技术
运用激光技术进行加工，使其具有很大的竞争力。这种技术

人们观察能源效益，就无法避开在机器的循环过程中按需供

也被应用在结构件和涡轮机制造领域。展望未来，在建筑工

能和能源储存方面的议题。您认为有哪些发展呢？

地 4.0 概念中，3-D 混凝土打印也是有可能的。在 Bauma

这个答案在这里必须简明扼要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为了

2016 展览会上，我们以这种创意在 F & E 奖项中获得了创新

在短时间内储存大量的能量，并且在需要时快速地释放出能

奖。

量，没有比坚固且价廉物美的液压蓄能器还好的元件了。它
比很少使用的机电式解决方案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我们以

未来新的材料在液压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吗？

VIP STEAM 项目为例，在一台 18 吨级的轮式挖掘机上能够

这是一定的。我们正在开展一个 AiF 研究项目，在这个

明确显示，包括柴油发动机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能够带来巨

项目中，补偿式陶瓷平阀芯应该可以在常规的 300 bar 压力

大的节约潜力。单是在样机的场地试验中就已经证明，与采

下制成绝对密封的阀。复合材料也能够在未来扮演越来越重

用标准的负载敏感系统相比，在缩短循环时间的同时，能够

要的角色。这么说吧，现今能够想像得出来，采用碳纤维加

节约能源 30%。在这里，我们也是采用了全系统观察的和进

强塑料制造的液压蓄能器也将属于常规的技术水平范围。

行整体优化的智能解决方案。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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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
真实场景

更高，更快，更远 – 这就是车辆和飞行模拟器技术发展
的写照。每年都有新的、功能越来越强的系统推向市场。更
高的加速度、坚固的、稳定的和高能源效益的整体系统，配
以合适的价格 – 这就是在荷兰的博世力士乐 850 名员工 30
多年来努力要满足的市场要求。仅从模拟器有效负载的变
化中即可反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技术发展：2003 年时还仅

学习飞行、改进飞机，或者应急处理练
习：模拟器把真实世界带到实验室中。自从
1986 年以来，在荷兰鲍克斯特的博世力士
乐运动模拟专家们就一直为模拟器供应合适
的系统。

为 1,000 公斤，而今天，系统的最大允许总重量已经达到了
14,000 公斤。1996 年凭借 eMotion 2500 平台完成了从纯粹
的液压系统向电动系统的转变。这种新技术具有占地小、噪
音低，以及安装和维护简单的优点。自从 1986 年以来，博
世力士乐已经向世界各地供应了 450 套模拟系统，仅在过去
的两年时间内就供应了 50 套系统。v

NLR 装备了飞行模拟器 为了进
行飞行员的培训，博世力士乐研
发了第一个采用运动 - 模拟技术
的模拟器，它的基础是一套由六
个液压缸运动轴组成的模拟系
统。

1986

NLR – Netherlands Aerospace Centre

为荷兰国家航空航天实验室
为德国铁路装备了火车模拟器
在这个项目中，首次采用了电动
驱动系统：配置有力士乐电动伺
服电机和滚珠丝杠传动系统的
eMotion 2500 平台。

1996
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供应了培训
空乘人员的模拟器 由于要求要
为法国雷诺汽车公司装备了汽车

程师们决定采用一套完整的液压

模拟器

解决方案。由液压缸运动轴、剪
刀框架和 A 型框架构成的组合保
证了最大的运动自由度和稳定
性。

1999

Deutsche Lufthansa AG

具有很高的有效负载的原因，工

在这个项目中，开发人员首次将
一个 x-y 平台与一个六轴运动机
构组合在一起。这套系统能够提
供更多的运动自由度和更真实的

2003

模拟，而且由于采用了标准部件
而降低了成本。

8000 平台的首次实用。这套具
有 Level-D 认证的系统完全满足
了对高运行平稳性和低噪音排放
的极高要求。

2007

AXIS Flight Training Systems GmbH

飞行员飞行模拟器 eMotion
展望未来 自从 2014 年以来，eMotion 2700 平台以其高性
能、高精密性和高速度，以及超实惠的价格受到了客户的青
睐。这都是简单布局式运动轴的新设计所带来的成果。研发
工作还在继续：未来的技术叫做 eMotion 14000 。这种飞行
模拟器系统具有 14,000 公斤的有效负载，目前正处于开发
阶段，并将在 2017 年下半年问世。力士乐的标准部件进一
步改善了产品的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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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创造
新的价值”
斯图加特大学工业制造与工厂营运研究所 (IFF) 所长 Prof. Thomas Bauernhansl 教
授就工业 4.0 的国民经济效益、今后若干年内的重要发展，以及中小企业的机遇等方面的话
题接受了采访。

Prof. Bauernhansl 教授，工业 4.0 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被广 人和事都集合在这个概念的下面，相互之间进行交流，跨学
泛接受。您认为在这个方向上的发展将带来哪些效益呢？

科地预先探讨未来的发展。其次，当然在实施中也为企业层

必须说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绝伦的概念。首先这是一个成

面带来巨大的效益。最为明显的就是产能的激增、更好的供

功的由技术推动的变革，这个变革给业务模式和市场竞争带

货性能和更好地面向客户，通过数字化的服务提供更多的功

来了极大的影响，已经成为便于市场营销的术语。很多的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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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的五到十年内，有哪些因素对向好的方向发展起到决
定性的作用？
一个重要的议题将是基础设施。因为我们在工业 4.0 的

员工在这个流程中有多么重要呢？
关于员工这个话题我们一开始就要重视起来，尤其在这
种面向技术和业务的讨论中，更不能忘记它的重要性。例如，

业务模式中要讲到进入经济，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就是首

非常有必要进行思考，有哪些工作岗位将被取消，又会形成

先要在基础设施方面为企业提供进入的可能性。在这里，首

哪些新的岗位，并且工作内容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重要的

先要提供足够的带有相应等待时间的宽带网络。同时还要从

是员工的技能培训，通过培训来减少员工对未来的担忧。所

海量的数据中提炼出可用的数据。这就是下一个发展步骤， 有的发展最终还是要由人们来设计的。人们或者对此有兴趣
从物联网 (Internet-of-Things) 系统时代进入自主系统时代。 或者没有兴趣。这两种状态所起作用的差别是巨大的，如果
及早地与员工们共同进行思考的话，建立起正面的基础氛围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v

目前，首先是对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以便提供健全的
决策辅助。预防性维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对数据的
评价把机器意外停机的状况降到最低的程度。通过日益精进

w 请您在下列网站上阅读 Prof. Bauernhansl 教授的全部采访内容： 		
www.boschrexroth.com/trends-and-topics

的机器学习流程和与日俱增的分析好的数据，能够在未来提
供更多的自主可能性。如此也可能在几年后实现整个工程设
计流程的自主运作。
您认为这对于中小企业有哪些机遇呢？
整个发展恰恰为中小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进入经
济也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可能性，在基础设施、平台、软件层
面，甚至硬件层面上利用各种服务。这些服务中的一部分是
免费的，或者只在使用时才收取必要的费用。这就意味着，
人们往往不必预先和冒着极高风险地把大量私人资金投入到
服务技能和服务能力的投资和开发上面。如果人们能够巧妙
地把可能性组合起来的话，即可实现全球化的具有竞争力的
业务模式。如果这种模式能够既快又灵活地实行，也可能会
使大型跨国公司感到竞争的威胁。

谁要想在这个新的世界中取得成功，谁就必须把精力集
中在四件事情上：首先他需要创意，业务模式具体形式应该
是怎样的。没有业务逻辑，再好的技术也毫无用处。我必须
在第二步中对这种业务逻辑进行开发，利用硬件和软件模块
以及合适的平台，组织制定出用于业务模式的方案。第三
点，最理想的方式就是我必须接着把这些方案，例如，敏捷
开发和最小可行产品方案，同时面向客户和市场，开发成
为我的技术。最后，我必须从文化和技能方面带领自己的组
织一起行动。如果销售部门长期以来一直在销售机器部件的
话，他也必须首先转变工作方式，向客户提供基于平台的服
务业务。

Privat

从您的角度出发，哪些基础构件对形成这种局面是重要的？

Prof. Thomas Bauernhansl 教授是斯图加特大学工
业制造与工厂营运研究所 (IFF) 所长和在斯图加特的弗
劳恩霍夫制造工程与自动化研究所 IPA 所长。他在亚
琛理工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在工业界工作了
若干年，之后，在斯图加特大学接任了当前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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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
维护工作
很低的能耗和前瞻性的维护策略：这就是 Gummiwerk KRAIBURG GmbH & Co. KG 橡
胶厂在投入新的辊压机时所要遵循的目标。博世力士乐带有 Online Diagnostics Network
(ODiN) 在线诊断网络和一个变频器的预防性维护服务包帮助实现了这两个目标。

从冷却软管到车窗雨刷片：橡胶化合物无论是在工业界

案。服务的内容包括为设备配置智能型传感器和零部件，完

还是在日常的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 Gummiwerk

成在客户处的状态监测，由博世力士乐对数据进行分析。在

KRAIBURG GmbH & Co. KG 橡胶厂中就是采用辊压机生产

服务协议的框架内，这种方式可以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把

这种材料的。在那里，长期以来一直都在采用博世力士乐

定期的报告与博世力士乐客服技术人员对设备的各种密切监

的液压式 Hägglunds 径向柱塞马达来驱动辊压机运动，并对

管组合在一起。

橡胶化合物进行均质化和轧制加工。KRAIBURG 在他的扩充

KRAIBURG 在他的新设备中采用了力士乐提供的 ODiN

机器的项目中加入了新的辊压机，一个面向未来的维护方案

(Online Diagnostics Network) 在线诊断网络预防性维护。

以及一个高能源效益的要求成为了新机器的焦点。这个企业

这种服务包的核心思想是，在故障停机发生之前，通过传感

在博世力士乐的大力帮助下完全实现了上述的两个目标。

器、基于云端的应用和机器学习方法的联合应用完成维护工
作。在新设备中，首先在 KRAIBURG 由传感器采集关于油

可持续维护

箱、泵、马达和电机的详细数据。所要测量的数据包括温

“我们的辊压机几乎都是三班连续工作，因此，机器的

度、油位、流量和压力。然后，这些采集到的数据被传递到

可用率就特别地重要。如果某个机器出问题的话，将会影响

一个博世力士乐的服务器上，并在那里用复杂的算法对数据

整个生产流程，最终将造成极高的花费”，在 KRAIBURG 公

进行分析。

司设备计划部门工作的 Günther Beisser 解释说道。为了防

KRAIBURG

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这些数据并不由

止发生这种状况，常规的做法是在机器运行了一定的工作小

公司自己的网络来接收，而是使用一个单独的系统。一个独

时数后，要对它们进行维护。对于新的辊压机，KRAIBURG

立的 GSM 模块把这些收集到的信息传递到云端，而无需进

从面向未来的角度出发，希望找到与此不同的更好的维护方

入 KRAIBURG 的 IT 基础设施。所收集的数据将针对每个客

式，实现具有前瞻性的维护。

户单独地进行处理，并加密继续传递给 ODiN 系统。数据的

博世力士乐的状态监测和预防性维护服务是根据客户的
要求来匹配不同的选项的，设计具有前瞻性的维护和维修方

保存和处理都由博世集团的完全安全的服务器在遵守集团严
格的数据保护准则的条件下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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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AIBURG 利用 ODiN (Online Diagnostics Network) 在线诊断网络预防性维护，在出现故障停机之前，进行必要的维护工作。

 在 Kraiburg 的设备几乎都是三班连续工作，因此，机器的可用率就特别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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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冷却软管到车窗雨刷片：橡胶化合物无论是在工业界还是在日常的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 Gummiwerk KRAIBURG GmbH & Co. KG 橡胶厂

中就是采用辊压机生产这种材料的。

睿智的预报

节约的生产运行

在新的辊压机安装完毕后，首先 ODiN 会在一个为期几

KRAIBURG 不仅在维护方面收效显著，在新辊压机的日

个月的试验阶段收集所有被监控部件的信息。以这些信号为

常工作中更是如此。根本原因就是安装在机器中的力士乐

基础的机器学习算法确定出正常的辊压机的“健康状态”。 Hägglunds 驱动器扩展了 IndraDrive ML 变频器。它与液压
在经过了这个学习阶段后，ODiN 就能够以一个基于数据的

泵一起保证了 Hägglunds 驱动系统总是与负载无关地在最佳

模型连续地对辊压机的健康指标进行识别。当某个单个测

的效率范围内工作。因此，这对于 KRAIBURG 的辊压机来说

量值短期内超出公差范围时，不会导致发出一个无理由的警

特别重要，因为它经常不是以所设计的最大功率工作，而是

告，因为磨损极少能够仅由某个单个信号所测得。但是，当

也在很低的转速范围工作。通过力士乐技术的智能组合恰好

很多传感器的数据在定义的极限内都发生变化的话，就代表

在这个范围提高了效益。v

健康指标已经恶化，因为机器的行为已经发生了改变，系统
将会发出有问题的警告。
健康指标显示的不仅只是所监控的部件的状态，而且也
显示与其前后相连的部件的变坏情况。当变化的时间很长，
或者要求更大的工作力时，这就提示在机械或液压部分发生
了磨损。在定期制作的健康指标报告中，ODiN 通过机器学习
给出相应的具体处理建议和帮助。“因为博世力士乐得到的
数据与我们所得到的一模一样，所以 ODiN 能够给我们带来
好处。在出现故障时更能体现这一点，博世力士乐的技术人
员以相同的数据基础给出精确的提示，我们可以在无需服务
技术人员到场的情况下，自己就能排除故障”，Beisser 解
释说道。

联系: Michael Roth,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89 12714-318, michael.g.roth@boschrexrot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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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佳 的调节
一套无级可调的压力和流量控制系统在型材挤压机中提高了能源效益和
机器可用率。
佛山市南海金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铝和铜型材挤

最佳的组合

压机的制造商。早在几年之前，这家企业就已经把机器的驱

博世力士乐的 SY(H)DFEn 软件以所需的压力为基础，计

动系统转换成可变转速泵驱动装置，其中也包括力士乐的

算出用于整个传动链的摆角和转速的最佳组合，由此而形成

Sytronix。高动态伺服驱动器与定量泵的高效益组合以其高

无级可调的液压减速器。摆角的调节使转速与运动脱开。在

动态性能理想地满足了塑料机械和在伺服挤压机中上活塞驱

保压运行中，通过变量泵的摆角回摆来降低流量，电机的转

动装置的要求。

速也能够相应地降低。在型材挤压机中，无需比例控制阀，
而是由 SY(H)DFEn 巧妙地控制主要的运动。因此，减少了节

动态性能和挤压力

流损失，避免了热量进入液压油。

型材挤压机除需要很高的动态性能外，还需要很大的挤

佛山南海金利已经把第一批四台配有 SY(H)DFEn 的型材

压力。例如，当油缸把铜和铝毛坯挤过冲模时，就需要很大

挤压机应用在亚热带的气候环境中。电液式压力和流量控制

的挤压力。为了能够用一台定量泵建立起所需的压力，伺服

系统也在那里经受住了考验。因此，这家机器制造商不仅在

电机就必须用最高的转速工作。在高温和长毛坯的情况下， 新机器中更换成这种解决方案，而且也向他的客户提供改造
可能会导致过热而使电机关闭。

已有机器的服务业务。v

为了应对这种挑战，佛山南海金利与博世力士乐共同开
发了在极热地区应用的驱动解决方案。它的基础是配置有变
量轴向柱塞泵 A4 和电子液压 DFE 控制器的可变转速泵驱动
器。这套系统不仅根据需求改变转速，而且也改变轴向柱塞
泵的摆角。由此而生成低压大流量的快速运动，或者是高压
小流量、但具有极大挤压力的慢速运动。

联系: Matthias Franz,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9352 18-3035, matthias.franz@boschrexroth.de
康向东，博世力士乐有限公司，中国
电话: +86 28 6520-3025, Xiangdong.Kang@boschrexrot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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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完成了超 级 大 项 目

Allseas

Allseas 公司“Pioneering Spirit”号海工船的规划与设计工作完全是在一个全新的领
域中展开的，这家公司与博世力士乐共同完成了在新领域中的开创性工作。凭借技术智能、
勇气和企业的高瞻远瞩，这艘巨型海工船已经在浩瀚的大海上开始作业。

 接近 400 米长和 120 多米宽：巨型“Pioneering Spirit”号双体海工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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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艘巨型“Pioneering Spirit”号双体海工船外观尺寸

家荷兰企业参与了“Pioneering

Spirit”号海工船的开发

为 400 米长，120 多米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工程船舶之一。 和建造工作。总共供应了 9 亿多欧元的货物和服务项目。
但是，为了能够真实地感受它的巨无霸级的尺寸所带来的
震撼，就必须要真正站到船上才行。Allseas 公司的工程师
们早在 1986 年就已经着手这艘船的基本方案的开发工作，

重新回到画图板上工作
当然，德国总部开始时的疑问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那时还没有实际经验可以借鉴。他们在进行设计规划时，仅

因为这是一个超级大项目，而且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正

是设计一些在当时还没有实现过的功能就已经很难了，更不

如 Van den Oetelaar 介绍的那样：“在项目运作过程中，

要提如此巨大的尺寸了。他们在当时就是这样，没有任何

出现过一些在开始时无法预测的问题。例如，这个起升机

在其它类似项目中所取得的经验数据可用。Allseas 公司的

构由 16 套几乎完全一样的、连接在一起的系统所组成。这

项目主管 Martijn Schenkel 解释说道：这个项目从开始的草

就是说，每种部件都必须要加工 16 个。当时我曾经计算过，

案设计直到最后的建造完全都是开拓性的工作。

我们必须要为此加工多少个液压阀单元。仅仅只是钻孔加
工就需要三年多的时间！为了快速地提高我们的产能，就必

严格的控制

须要购买机器，而且我还不敢肯定是否存在这些机器。因

Allseas 公司是一家在设计、建造和使用用于安装和拆

此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与 Allseas 一起回到画图板前，进行

卸海上石油钻井平台，以及铺设海底输油和输气管道的专

新的需要少量阀单元的设计。这同样也发生在使用特种液压

用船舶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企业。即便如此，在这个项目中

油方面，经过计算，所需的油量是我们的固定液压油供应商

仍有很多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涉及的不仅只是这家公

1.5 年的产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从头再来，并且最

司，而且也涉及到全球范围内上百家一级供应商和上千家二

终决定采用另一种型号的液压油。”

级供应商。即使是某个供应商只是供应整个船舶的极小部
分，仍然有可能必须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订单，而订单所

产能的挑战

需的生产能力却完全超出供应商本身的产能。基于这种原

博世力士乐在鲍克斯特进行工程设计和液压缸的制造工

因，Allseas 专门为这个超级项目设置了一个建造基地。用

作，但也利用了集团在捷克和在德国工厂的加工能力。“我

于装配工作 (调试工作的准备) 和真正的调试工作的装备都要

们甚至还租用了几个 Wärtsilä 集团以前的生产车间进行 16

求与这样庞大的尺寸相匹配，而在世界上根本找不到拥有足

个庞大模块的组装和装配工作。我们自己的员工和很多供

够相应的专门知识、质量和产能的供应商。

应商的员工在那里工作，这样就能在我们自己的工厂中继
续开展其它项目的工作。还要同时继续为我们的其他客户

持续的开拓性工作

服务”，Van den Oetelaar 解释说道。v

Allseas研发和组配了创新的上部起升机构，在鲍克斯
特的博世力士乐的技术部门为它试验并供应了液压部件和
驱动装置。在签订这份超级大订单之前，技术可能性还没
有在细节上得到证明，市场机遇看起来还不是很确定。在

w 请您在下列网站上阅读本文的完整版本:
www.boschrexroth.com/trends-and-topics

这种情况下，必须首先要取得德国总部的确信。“特别是
我们要证明，即使在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我们也

w 本文最初发表在 LINK 杂志上。

能有充分的把握完成这个项目，这是在流程中的决定性因
素”，总经理 Ron van den Oetelaar 回忆说道。Schenkel 接
着补充说道：“这是一个对灵活性要求极高的项目，不仅对
我们，而且也对我们的供应商。这是一个要求具有典型的荷

联系: Vincent Stahlecker, Bosch Rexroth BV, 荷兰

兰人的思维方式的项目。”因此，在这个项目中有大约 600

电话: +31 411 65 1682, vincent.stahlecker@boschrexroth.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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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狭窄的空间
精密作业
HANSA 公司在其型号为 APZ 531 的最新一代
的市政和墓地作业挖掘机中采用了
力士乐的多种部件。

 HANSA 的 APZ 531 挖

Hansa

掘机仅有 1.30 米的宽
度，但伸缩臂的长度可达
7.30 米，且具有可观的
总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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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萨克森州的 HANSA 机械制造销售和加工有限公司是

可变的液压控制

制造市政和墓地作业挖掘机的市场领军企业。HANSA 公司

准确的工作和复杂运动的灵敏控制是行走机械的核心

的技术总经理 Hinrich Ropers 非常清楚：“墓地维护和埋葬

任务，因此，稳定且可控的液压油流量的控制成为关注的焦

工作必须安静和谨慎。”繁琐的工作流程、复杂的行车道

点。精密性、灵敏性、负载无关性和安全性必须随时都要保

路、糟糕的地面状况以及在狭窄空间内调车等运动都必须有

证。负载敏感技术与最佳设计的片式压力平衡阀为司机提

条不紊地完成。这就需要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挖掘机。型号

供了可能性，与挖掘机的负载和位置无关地，用必要的精密

为 APZ 531 的挖掘机就是专门为了能灵活地满足这些要求

性比例控制每一个单个执行元件。其结果就是高度的操作舒

应运而生的，同时这种挖掘机也非常适用于市政领域和园

适性和由此带来的高产能。通过相应地选择阀片，一个 M4

艺及园林绿化作业。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全轮驱动，即使

控制块可以控制直至 20 个功能，例如，在 HANSA 挖掘机

在地面情况非常糟糕时，也能保证持续的机动性。司机可以

上可以加装各种工具，如树枝剪、地面钻或破碎锤。

根据具体的地形在前轮驱动、全轮驱动和偏斜转向之间进行
切换。在两个工作场地之间的街道上行驶时，这种挖掘机凭

安全且可靠

借力士乐静液压驱动器能够达到每小时 40 公里的速度。用

模块化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简化的调试工作和用户友好

于行驶驱动的主要部件是一台在闭式回路中的变量轴向柱塞

型服务，所有的组件和单个零件都可以在不拆散整个系统

泵 A4VG，以及一台变量马达 A6VM。这种挖掘机仅有 1.30

的条件下进行更换。这非常符合于 HANSA 的方案，因为在

米的宽度，但伸缩臂的长度可达 7.30 米，且具有可观的总

城市的建材废料场工作的挖掘机的维护和修理工作必须要

负载。 APZ 531 标准化地配置有一个能够 360 度转动的双

简单。Hinrich Ropers 说:“我们有意地放弃了电子操作元

铲斗。对于在市政领域的工作，可以采用 Lehnhoff 快速更

件，取而代之采用了力士乐的液压先导控制。”顺利地接近

换系统更换到深坑铲斗。

需要维护的部件也简化了日常的工作。这就为无故障的日常

HANSA 与博世力士乐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合

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v

作。从 2009 年起，就已经在这种挖掘机的前身机型中配置
了力士乐的工作泵 A10VO 以及 M4 负载敏感控制块。为了
满足尾排准则的要求，HANSA 公司在挖掘机中装备了特别
安静的、按照 Euro 6 认证的、具有 150 马力功率的 Iveco
柴油发动机。在 2015 年设计符合新的 Tier IV final 标准的新
机型时，引进了混合液压技术。优秀的带有用于转向动作
的、集成的优先顺序阀的力士乐混合解决方案是负载敏感与
LUDV 技术的组合。负载敏感部件如 M4-12 控制块来自德
国，LUDV 控制片则来自意大利的博世力士乐 Oil Control。
负载敏感部件设计用于大流量 (至每分钟 150 升) 和直至
420 bar 的高压，在 LUDV 环境中的 EDC 阀设计用于至每分
钟 60 升的流量和直至 310 bar 的压力。通过优先为负载敏
感部件供油的设计，能够实现在转盘和工作功能之间的运
动叠加，而无需繁复的电子控制。

联系: Sven-Ruediger Naumann,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511 99974-242, Sven-Ruediger.Naumann@boschrexroth.de
Sabrina Carpanelli, Bosch Rexroth Oil Control S.p.A., 意大利
电话: +39 522 204-387, Sabrina.Carpanelli@boschrexroth.com

TECHNOLOGY
26

drive & control

完美的 驱 动方 案
意大利的 Gasparini S.p.A. 公司为一个德国的客户建造了一套特别灵活和复杂的辊压
成型设备。力士乐 IndraMotion MLC 系统解决方案为这套设备的建造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位于威尼斯附近的米拉诺的 Gasparini S.p.A. 公司生产

材料的钢卷，为后续加工做好准备。一个上料单元负责把板

的每套辊压成型设备都是客户定制的单套设备。这家意大利

材输送到冲压系统中。这套冲压系统由三台具有总共 80 吨

企业的技术厂长 Carlo Betetto 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他们根

冲压力的电驱动式液压压力机组成。冲压任务完成之后，如

据客户的要求生产专门的设备。但是，在为一家德国的型材

此准备好的板材进入设备的核心：辊压成型系统。“我们

合约制造商建造辊压成型设备的项目中，在物流方面给他和

是这样设计这套系统的，使用户能够完全自动化地在不同的

他的团队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客户需要一套特别灵活的系

形状之间进行更换”，Betetto 介绍说。板材加工成所需的

统，要能够用它完成大量不同的辊压型材订单，而不必在每

形状后，进入下一个加工步骤：剪切。在这里，同样也能够

次换订单时都要给设备换工装”，Betetto 说道。

灵活地更换剪切工具，把型材剪切成所需的长度。设备最终

自 1952 年起，Gasparini 就已经成为板材成形加工的专

以一套能够处理直至十二米长的型材的自动下料系统结束。

家。现今有 110 名员工为世界各地的客户制造机器设备。他
们设计和建造的辊压成型设备应用在物流、建筑和能源领
域，甚至在汽车制造业中也能看到这些设备的身影。现今
已经有 1.500 多套设备遍布在全球各地的中小型企业和大型

灵活的驱动装置
客户所要求的设备灵活性向控制与传动系统提出了尖锐
的挑战。因此，Betetto 必须要寻找出合适的技术解决方案：

企业中。Betetto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得出结论，灵活的设备 “我们已经在以前的项目中与博世力士乐进行过合作，他们
是发展趋势:“市场对我们的客户的要求正在增长。他们必

的技术与我们的设备方案完美地匹配。因此我们决定，在

须要生产不同的型材，而且要快速和低成本。”

这个项目中同样也与这家企业合作。”由于这套设备要
加工大量不同的型材，所以，对辊压成型系统的每个运动

冲压、辊压、剪切
65 米长和六米宽是 Betetto 与他的团队为德国客户开发
的设备的尺寸。根据具体的任务和材料，这套设备每分钟能
够把 2 到 40 米的板材加工成所需的形状。这条生产线除完成

轴都能够单独地进行个性化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迄今
为止，Gasparini 在他的设备中都用一台驱动装置机械式地
分别驱动各单个轴的运动。
在这个项目中，博世力士乐在意大利的团队建议采用专

板材的辊压成型加工之外，还能完成冲压和剪切加工。生产

门为金属成型加工开发的 IndraMotion MLC 系统解决方案。

线上的运作过程如下：首先，在一套配有精密翻转装置的放

这套控制系统凭借自动化总线 Sercos 对直至 64 个运动轴

卷设备上放开钢卷，这套放卷设备能够放开各种不同尺寸和

进行控制，完成各电动轴、电子凸轮的控制和独立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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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parini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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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总长 65 米的 Gasparini 设备中，钢卷在上料工位 (1) 放卷后，卷板进入冲压系统 (2)。冲压工序完成后，卷板进入由 48 台电机驱动各轴运动的辊

压成型机 (3) 中。各单个驱动的驱动装置使整个设备非常灵活。因此，能够完成非常多的不同类型的型材的加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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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型加工后进行剪切。配置有飞剪的剪切设备也非常灵活和快速。

在这个项目中，所设计的是要对 48 台电机进行单独的控制，

即使 Gasparini 开发的每套设备都是个性化的客户定制

以便控制各轧辊的速度。通过这种精密的控制，能够加工出

的特殊设备，Betetto 领导的团队也可以把在这个生产线上

各种几何形状的型材，而无需换工装，因为加工速度能够方

积累的经验和专门知识应用在以后的项目当中。“我们总

便地与每个模具相互匹配。“设备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操作按

是在寻找能够实现特别灵活的设备的创新方案。博世力士

钮来更改程序。他通过软件更改参数即可对每种型材自动计

乐的驱动解决方案为我们公司未来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动

算出最佳的加工方式”，Betetto 如是说。

力”，Betetto 强调指出。v

飞剪
在紧接其后的剪切系统中，操作人员同样也能够在不同
的工具之间进行选择：根据材料和型材，可以选择使用圆锯
或剪切槽来完成裁剪。为了提高产能，Gasparini 采用了飞
剪设备。在机器进行剪切的过程中，板材不需要停顿。在纵
向剪切时，必须使剪切流程与材料的进给速度实现同步，在
横向剪切时，必须把工具引领到一个框架内。这种运动由一
个特殊功能来控制。它集成在属于 IndraMotion 系统解决方
案的力士乐的电驱动装置 IndraDrive 当中。“优点就是这种
驱动解决方案即插即用。这就极大地加快了整个系统的
开发进度”，Betetto 说道。从接到订单到生产线供货总共
用了七个月的时间。

联系: Michele Repaci, Bosch Rexroth S.p.A., 意大利,
电话: +0039 (049) 8692612, michele.repaci@boschrexrot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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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农机
电子提升控制和负载敏感系统为 Massey Ferguson 公司
生产的拖拉机的高产能和低能耗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哪个农民不希望他的农田作业机械在提高产能的同

益。在这套系统中，当需要油缸或马达工作时，液压运动

时又降低能耗呢？正是这家拉丁美洲领军的拖拉机制造商

轴向系统发出一个信号。这时泵才起动，向系统供应所需的

Massey Ferguson 公司用其生产的 MF 6700 R 系列的拖拉

油量。一旦满足了需求，运动轴再发出一个新的信号，泵又

机取得了在这两方面的成功。Massey Ferguson 公司为了提

返回到几乎为零的状态。“因此，这种运行方式与总是供

高农机的效益，在其生产的拖拉机中采用了力士乐的电子式

应恒定流量的定量泵相比，减少了能耗”Gruske 补充说道。

三点提升控制器 (EHR) 和负载敏感技术。

Massey Ferguson 对博世力士乐坚实的专业知识特别信赖，
因此，在这个系列的拖拉机中应用的液压部件几乎全部来自

准确的控制

博世力士乐。v

在这种技术中，采用电子控制的方法，对位于拖拉机
背后的油缸进行流量控制。由此来完成犁具、平整器和农
田喷洒机等农具的升降运动。“在这个功率范围的拖拉机
中，通常都采用机械式提升系统。与电子系统相比这种系统
确控制”，在巴西的博世力士乐销售工程师 Tiago Gruske

联系: Tiago Gruske, Bosch Rexroth Brasilien, 巴西

解释说。感谢负载敏感系统为拖拉机带来了更大的节能效

电话: +55 51 3081-6159, tiago.gruske@boschrexroth.com.br

iStockphoto/filo

反应更快，进而提高了产能。另外，犁深和农具功率都能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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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纵轴上的
精密搬 运
EMAG 公司开发了一种用于电化学金属加
工的新机型。这种设备的核心在于一套安装即
用的力士乐 6 轴搬运系统，这种系统具有节拍
短、在长距离上准确运行、在盐雾中不生锈等
特点。

位于德国符腾堡地区 Salach 的中型企业 EMAG 集团是

靠背安装的 3 轴系统组成了基础结构。配置有齿形带驱动装

生产立式加工机床和加工系统的专家企业。这家企业的重点

置的 MKR-145 线性模块在纵轴上运行。总而言之：这是一

之一就是电化学金属加工 (ECM)，这种精密技术尤其适用于

种与其前身相比安装空间减半的设计方案。“我们希望在最

从高要求的材料中加工出复杂的零件。在汽车工业、医疗技

小的空间内实现最大的运行距离”，EMAG 公司 ECM 设备

术，以及航空与航天技术中，正在形成 ECM 与切削加工竞

机械设计部主管 Alexander Noller 介绍说。另一个要求就是

争的趋势。相应地对设备的灵活性和自动化的要求也在不断

零件的抗腐蚀性，这是因为在流程舱室中有盐雾存在。力士

地增长。EMAG 针对这种发展趋势做出了反应：推出了一款

乐采用氧化铝型材主体和镀铬的滚珠丝杠传动系统组成线性

新的模块化结构的机器方案，在这种方案中，把整个流程链

模块。型材导轨和滑块也采用抗腐蚀材料制成。

从预清洗、电化学加工、后续清洗和质量检验全部结合为一
体。这种设备可以同时完成 ECM 流程，从而降低了循环时
间。另外，这种设备还具有很高的精密性、紧凑性、坚固性
和长使用寿命。

安装简单，双倍寿命
为了减轻 EMAG 的安装工作，搬运系统包括能源管线
拖链接油盘、能源管线拖链和电机都预先安装完毕。在这里
采用了形状吻合式连接技术，这种技术不仅方便了首次安装

空间小，运行距离长

工作，而且也方便了以后的新安装工作。采用拥有专利的高

这种新的 ECM 设备的基础是力士乐的 6 轴搬运系统， 精密技术制成的滚珠导轨导向系统使系统的使用寿命翻了一
这套系统采用线性技术组装系统中的标准模块组成。两个背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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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拥有专利的高精密技术制成的滚珠导轨导向系统使系统的使用寿命翻了一倍。

好于 ±0.25 微米
“对于短节拍时间，我们需要在高精密性的同时具

快速组配

是

新系列机型的首台机器已经开始工作。工件吊在微小

如此形容其中一项重要要求的。针对此项要求，力士

的针上，并走过多个 ECM 加工步骤。但是，EMAG 考虑

MKR，它

得更远。“我们目前正在建造下一台带有更长加工间的机

在长距离上能够达到每秒五米的高速度。为了在齿

器”，Noller 说道。在新机器的方案中配置有可扩展的搬运

形带出现伸长或缩短的情况下，也能保持轴的精密

系统。这样一来，在需要新开发时，不需要进行新的设计，

有高动态性，并且是在纵轴上运行长距离”，Noller
乐采用了配置有齿形带驱动装置的线性模块

IMS。这种测量系统具

仅需更改配置即可。Noller 最后总结说：“博世力士乐已经

微米还好的重复精度。即使是污染或盐

实现了在项目开始时所设定的紧凑性、低成本和灵活性的目

性，采用了集成的测量系统
有比

±0.25

雾也对这种精密性形成不了干扰。IMS 的另一个优点是不再

标。我们完全能够集中精力开发新的机器系列。”v

需要外部的测量系统，这也再次减轻了安装和调试工作。
正是由于在这两个 3 轴线性模块的上面不再需要设置测量系
统，所以不需对测量系统的平行度进行调节。力士乐除提供
增量式 IMS-I 之外，还提供有绝对值款式的 IMS-A。只要接
通设备就能够准确地测量出轴的绝对位置。无需进行定原点
运行，即可将绝对位置反馈给控制系统。这套系统也不再需

联系: Kersten Erhard,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要定期更新的备用电池。

电话: +49 9721 937-9754, kersten.erhard@boschrexrot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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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预防
安全的
连接

预防性维护减少了设备意外停机状况，
因而节省了时间和资金。

意外的机器故障停机是每个生产主管的噩梦。尤其是那
些全天连续运行的大型设备，例如在矿山、铸造厂和橡胶厂

数据采集

中的设备，机器意外停机的每个小时都意味着产生极高的费
用。前瞻性的维护能够在实际中可靠地减少昂贵的设备意外

集成的传感器连续地采集关于所有

停机的发生。

部件的工作状态的数据，并把它们

力士乐的服务包 ODiN (Online Diagnostics Network)
在线诊断网络利用传感器、基于云端的应用和机器学习方法

安全地保存在一个本地的服务器
上。

的联合作用，以模型为基础，对机器的状态进行监控和实
施预防性的维护措施。机器学习算法的基础是大量的传感器
信号，根据所要监控的设备组件，这些信号可以是压力、流
量、振动、温度和油质量，以此为基础能够确定出正常的机
器 “健康状态”。
在经过了示教阶段后，ODiN 就能够以一个基于数据的
模型为基础，连续地对所监控的设备组件的健康指标进行监
测。当某个单个测量值短期内超出公差范围时，不会导致发
出一个(错误)的警告，因为磨损极少能够仅由某个单个信号
所测得。但是，当很多传感器的数据在定义的极限内都发生

以状态为导向的维护

变化的话，就代表健康指标已经恶化，因为机器的行为已经
发生了改变，系统将会发出有问题的警告。健康指标显示的

智能型传动与控制系统可以直接应

不仅只是所监控的部件的状态，而且也显示与其前后相连的

用在预防性维护和工业 4.0 中。

部件的变坏情况。当变化的时间很长，或者要求更大的工作
力时，这就提示在机械或液压部分发生了磨损。
磨损诊断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列举一个例子可说明
其复杂性：从统计学的角度出发，偶然发现错误的几率为
13%。一位采用传统的方法持续监控设备的专家发现错误的
几率为 43%。但是，这套系统发现错误的几率可高达 95%。
这种软件既能够准确地确认错误，又能在维护技术人员进行
错误寻找时，通过指示错误在组件中的位置来提供帮助。
这两页上面的总览中显示，在预防性维护中都有哪些部
件在联合作用。 v

联系: Marcello Miceli, Bosch Rexroth AG, 德国
电话: +49 9352 18-5514, marcello.miceli@boschrexrot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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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保存
所有的数据都保存在博世集团的
物联网服务器上。因此，保证了
在全球范围内数据随时可用。

前瞻性分析
预防性维护的作用是对系统进行持
续的监控和分析。

x(a-b)

分析

维护建议
基于来自全世界的匿名测量数据，
博世力士乐能够准确且可靠地确定
什么时候需要进行必要的维护工
作。

测量
当机器数据提示要求进行维护工作
时，服务专家就接手咨询工作和启
动所有必要的后续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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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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良好的家庭并伴随有运动型

有极高的标准化程度，但他的使用寿命却比其前身翻了一

的优雅气质，他动作敏捷、精准，并且非常可靠。即使

倍，而且具有新兴一代的优点，在今后发展的道路上将更

承受了很重的负载，也能准确地到达目标点。现在推出的

加朝气蓬勃。当客户需要时，正确的创新产品将在 24 小

新一代产品已经取代了同样也是来自这个好家庭的、成绩

时之内出现在客户门前。

辉煌光荣退役的前身产品。新一代产品一如既往，仍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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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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交通管制员在屏幕上同时监管和调控着许多飞机，确保它们可以安全有序

并且经济地到达目的地。同样的工作任务也存在于工厂自动化 IndraControl XM12 控制系统中。它不
仅实时地、经济地处理和控制着在应用中的很多流程信号，而且它的千兆以太网接口能以极快的速度
与上级系统进行大量的数据交换。因为通信和编程都是以开式标准为基础的，所以嵌入式控制系统能
够有效地集成在自动化方案中。

Picture alliance/Karl Thomas

一切尽在掌握

在动力强大和高能源效益的液压系统方面，博世力士乐是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最好伙
伴。我们的产品在性能、功能和寿命方面独树一帜。无论在哪些应用中，只要与我们携
手，力和转矩就始终把握在您的手中。从用于标准应用的高效益解决方案到完成高要求运
动的解决方案应有尽有，我们总能为您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除此之外，我们凭借独一无
二的专门知识不断扩大着应用极限。我们已经将全方位的联网液压解决方案无空白地加入
到现代化的控制架构当中。由小到大，从系列业务到项目业务。我们的服务业务已经覆盖
全球。
我们用力和转矩推动一切运动

www.connected-hydraulic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