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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柜监控
IMX18-CCM控制柜保护模块可持续监测控

制柜和控制箱内的相关环境变量



开启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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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每三年一次的阿赫玛展会在法兰克福举办时，并非只有化

工行业对该展会感到兴奋，像我们这样的自动化专家也始终关注

着它。在阿赫玛展会，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最新研发成果展示给过

程自动化领域中的相关用户。

今年图尔克展台的亮点毫无疑问是最新的IMX接口技术平

台，这是该设备的首次亮相，目前正在法兰克福展出。尽管

图尔克长期以来一直在市场上销售多种接口设备，IMX系列仍

然代表了一个新纪元的开启。该系列是图尔克与许多专业人

员交流后的成果，这些人像您一样向我们详细说明了他们的

具体需求。IMX系列基于最先进电子元件的持续研发生产，现

已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多项认证，可为您提供最高水平的投

资安全。超薄的12.5mm外壳设计还确保了高通道密度。

第4页的封面故事将详细介绍IMX系列能带来何种益处。此

外，这本more@TURCK客户杂志特刊还介绍了我们适合过程工业的

其他产品系列，包括从excom多区I/O系统一直到用于检测蝶阀位

置的阀位回讯和角度传感器。在第20页，我们还介绍了我们全新

的控制柜保护模块。该装置将接口技术与传感器技术相结合，能

够毫不费力地随时监测控制柜或者控制箱的实际状态。

如果这些文章能够让您有所启发，或者您希望与我们的过程

自动化专家讨论您面对的具体挑战，我们将非常高兴。

同时，我们希望您能从这本杂志中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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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新的IMX接口设备平台在以下五个方面实现了创新

飞跃：紧凑性、速度、精度、安全性和全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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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杂志P&A的总编辑Ulla Reutner博士与过程自动化销售副

总裁Frank Rohn就图尔克的控制柜I/O解决方案进行了对话

趋势

I/O解决方案：适用于所有区域 10

图尔克excom多区域解决方案是一种用于过程工业的高度

灵活的I/O系统，允许在所有应用区域中进行通讯，包括从

1区、2区直到安全区

应用

远程I/O：安全燃闭 14

一家中国公司的醋酸生产厂正在使用图尔克的excom远程I/

O系统

远程I/O：宝贵的废物 16

在Purac Puregas公司的沼气提纯净化厂，图尔克的excom I/

O系统能够直接在1区中进行维护

技术

远程I/O：船载I/O系统 18

图尔克的excom I/O系统及其MT16-2G/MSA机架已经通过四

家主要船级社的船舶应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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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rich Turck, 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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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最新的IMX18-CCM控制柜保护模块可检测控制柜内

的环境变量，从而揭示了现场设备诊断和控制系统之间的

盲点

传感器技术：阀位回讯 24

图尔克规格齐全的阀位回讯和角度传感器系列能根据应用

要求可靠地监测阀瓣和阀门位置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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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何时、何地找到图尔克的信息

联系信息：编排人员 27

10 图尔克的excom是一种高度灵活的

I/O系统，适用于所有工作区域，

包括1区、2区和非爆炸危险区域

20      IMX18-CCM控制柜保护模块

集成了温度、绝对湿度和三角

传感器

24   智能概念：阀位回讯和角度传感器

用于蝶阀或者三通阀的开关量或者

模拟量阀位回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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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接口技术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制造商

和客户越来越重视三个关键需求：安全性，尤其

是爆炸隔离和功能安全（SIL）、DIN导轨上的空

间需求、以及性能 - 尤其是与设备的速度和精度

相关的性能。尽管现有接口设备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满足这些要求，但它们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普

遍受到限制。

多年来，图尔克一直为市场提供种类不同的

接口设备，并且持续改进以适应最新发展。然

而，只有通过全新的电子平台，制造商才能实现

基于顶尖技术的前瞻性创新，在下一个十年里为

客户提供投资安全。因此，图尔克投入了大量时

图尔克在ACHEMA 

2015展会上首次展出了

全新一代的MX12接口

设备

间和金钱，研发全新一代的接口技术。在经过严

格测试并获得多项认证后，位于米尔海姆的自动

化专家在Achema 2015展会上首次推出了全新IMX

接口平台的设备。这不仅在先前提到的安全性、

空间和性能这些传统问题方面设立了新标准，而

且还开辟了新市场，例如移动设备，得益于其

10~30VDC的供电范围。

功能安全和爆炸隔离

近年来功能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起

初，安全完整性水平 (SIL) 被等同视作质量。然

而，工厂运营商逐渐对他们应用的安全性有了更

深的理解。制造商因此必须满足由此带来的挑

图尔克新的IMX接口设备平台在以下五

个方面实现了创新飞跃：紧凑性、速

度、精度、安全性和全球性

五项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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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阅读

成熟技术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尽管它可能是确

实有效并且完全成熟的，但在某些方面可能无

法进一步发展。如果需要更高的性能，唯一的

解决方案是使用最新技术持续创新并为客户提

供未来十年的投资安全。图尔克通过最新的

IMX系列接口满足了这些需求，该系列将在阿

赫玛展会上首次展出。IMX系列外壳尺寸更紧

凑、精度更高、速度更快，并提供SIL2认证证

书和多个国际防爆认证证书，可在全球范围内

使用，将接口技术的标准提高到了全新水平。

战。图尔克在新IMX系列的研发过程中完全遵照

IEC 61508要求。独立认证机构已经对此进行了认

证。综合手册和调试指南可在客户操作功能安全

电路中的设备时提供帮助。

全球认证组合

防爆认证也会带来挑战，尤其是当需要在多

个不同国家使用相同设备时。不幸的是，防爆认

证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统一，没有像ATEX指令那样

适用于欧洲所有国家。不同的大洲意味着不同的

标准。所有设备制造商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满足

所有相关防爆认证的不同要求，而且最好是通过

一台设备实现。这正是图尔克通过IMX系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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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X12系列设备可无缝使用在供电电压
范围为10到30 VDC的系统中。因此该
系列开辟了在电池、太阳能集热器或者
小型风力涡轮机等供电的新应用领域中
使用的可能性。

解决的问题：该系列设备已经通过欧洲、北美、

南美、中国和亚洲的各种防爆认证，并且提供

UL、FM、ATEX、Nepsi、Kosha、Imetro和IEC-Ex

认证证书。不久的将来还可提供船级社认证。IMX

系列的全球认证组合允许用户在世界各地可靠地

操作设备。

最小空间需求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图尔克的MK系列需要

约3厘米宽度来处理一个温度信号，而现在的IM

系列完成相同任务只需要18毫米。新的IMX系列

处理每个温度信号平均更是只需要6.25毫米。得

益于12.5毫米的超薄外壳宽度和多达每侧4个端子

块，这些设备可实现市场上最佳的通道密

度。IMX系列在DIN导轨上用于带继电器输出（2

通道4线制热电阻传感器）的隔离开关放大器的空

间需求甚至降低到IM系列空间需求的一半。由于

配备4个可插拔端子块，拆卸时只需要移除相关端

子即可，即使在更换三线制传感器时也是如此。

最大精度

尽管安装宽度很小，图尔克依然设法提高了

新系列设备在精度以及速度方面的性能。这在

IMX12-AI EX模拟信号隔离器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该型号产品采用新的电子设计，显著降低了对外

部因素（如温度或者电压波动）的敏感性，从而

大大降低接口设备对整个测量电路总体性能的影

响。设备运行更加精确，满足现场设备对精度的

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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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每一侧（防爆侧

与非防爆侧）多达四个

2极接线端子，温度测

量放大器现在可连接双

通道4线制PT100。

然而，设备的线性误差并不是与精度相关的

唯一因素。许多其他因素也不应当被忽视，这些

因素往往只以小字体出现在制造商的数据表中。

数据表不能用作设备比较的唯一基础。如温度、

电源波动或者连接的负载变化等环境影响因素均

可对设备性能造成显著影响。图尔克详细说明了

这些误差和现场条件，并在总误差计算中纳入了

这些影响，如重复精度和回滞。所谓的总性能在

计算时还包括温度系数。它反映出现场实际环境

中的性能，而不是在抽象的实验室条件下的性

能。经过验证，在所有12.5 mm接口设备中，IMX

系列的模拟信号隔离器和温度测量放大器在精度

方面具有最佳表现。

15000 Hz测量频率

IMX12-DI EX隔离开关放大器支持最高的频率

输入。IMX12-DI EX可在最小空间内廉价、可靠地

传输来自传感器的频率信号。通过高达15000Hz

的测量频率，可实现测量值的最佳分解和精密测

量，不会受到信号转换的负面影响。得益于高测

量频率，模拟测量值可以高分辨率和高精度的传

送。无需考虑标准温度系数所造成的影响，而通

常此系数会显著影响模拟测量结果的。迄今为

止，市场上仍没有其他隔离开关放大器可以做到

这一点。

过程工业，撬装和独立设备

过程行业是接口设备的主要目标市场，尤其

是化工、制药和油气领域。IMX系列的一个新的

特殊功能使得图尔克能够为先前无法进入的应用

领域提供解决方案：IMX12系列设备可无缝用在

电压范围从10到30 VDC的系统中。因此这开辟了

在电池、太阳能集热器或者小型风力涡轮机等供

电的新应用领域中使用的可能性。能够在较小的

移动式自动化设备中使用使得IMX设备尤其受到

中小型工厂制造商的青睐。由于可提供国际认

证，离心机、倾析器或者生物发电站的制造商可

在工厂中使用新型接口设备用于全球出口。

日益增长的产品组合

除了用于标准开关量输入/输出信号和模拟量

输入/输出信号的设备，IMX12系列产品范围还包

括各种不同类型的温度测量放大器和速度传感

器。图尔克在阿赫玛展会上首次展出的IMX系列

设备包括： I M X 1 2 -T I  双通道温度测量放大

器、IMX12-DI 隔离开关放大器、IMX12- DO阀门控

制模块、IMX12-AI 模拟量输入安全栅（HART）和

IMX12-AO 模拟量输出安全栅（HART）。IMX系列

随后将扩展成规格齐全的完整接口设备系列，满

足未来几年的目标市场需求。换句话说，绝对保

证客户的长期投资安全。



控制系统制造商对这一概念如何应对？

控制系统制造商也可从我们的方案中

受益。在激烈的竞争中，由于使用了

系统制造商自有的I/O卡件，导致总体

解决方案过于昂贵、庞大或者缓慢，

从而丢掉了部分项目。而excom的I/O

解决方案会使他们的总体方案变得更

有竞争力。

用户如何从该解决方案中受益？

系统I/O解决方案并不仅仅是在价格方

面比系统制造商自身的I/O模块更具吸

引力。用户还可节约空间并始终使用

同样的卡件，无论连接何种控制系统

以及e xco m被用作系统 I / O还是远程

I/O。这意味着更简单的工程设计，并

采用标准4-20 mA技术。系统易于扩

展，并支持将Hart信号上传至控制系

统。此外，您还可以拥有针对现场变

送器的诊断功能。同时高速背板总线

Rohn先生，更换过时的控制系统时，需要

考虑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除了选择控制系统供应商，对于许多

用户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连接

现场设备的正确技术。我是应当使用

现场总线技术、远程I/O、接口还是系

统I/O解决方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

显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用户因为性能

原因开始倾向于选择系统或者远程I/O

解决方案。基于此，我们可以判断，

系统或者远程I/O解决方案的增长将明

显快于现场总线技术。

在您看来，反对使用现场总线解决方案的

理由是什么？

除了使用特殊变送器，现场总线技术

还需要经过特别培训、具有现场总线

专业知识的维护人员。而使用I/O解决

方案则只需要测量4-20 mA信号。此

外，采用适当的I/O系统，您也可使用

H a r t通信协议并实施有效的资产管

理。您可以拥有几乎与现场总线相同

的功能，并且在加入新设备时也不会

出现问题。通过I/O系统您可以通过单

个连接向控制系统发送数以百计的信

号。而采用现场总线，每个网段最多

只能发送十个信号。由于现场总线技

术不允许采用简单信号类型，因此通

常还需要进行平行布线。

系统I/O与远程I/O之间有什么区别？

使用传统远程 I / O技术（点到总线）

时，可以通过Profibus连接远程I/O，

以访问发送信号的现场设备。对于系

统I/O，我们的方案可以作为常规I/O配

置在机柜中，连接控制系统并具备本

安防爆隔离的功能。在这里我们替换

了控制系统自身的I/O硬件，如有需要

还可提供单独的本安防爆隔离功能。

内部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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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实现非常出色的循环时间。

您承诺了一个非常智能的移植概念。它具

体是什么？

首先，我们提供excom作为一种通用I/

O解决方案，既可用于非爆炸危险区

域也可用于2区和1区。因此客户可以

在现场和控制柜中部署相同的系统，

作为远程 I/O或者系统 I/O配置。这是

excom的成功之处，它是全方位的完

整系统，拥有所需的一切部件：机

架、供电单元、标准I/O模块（带本质

安全或者无本质安全、完全相同的设

置方式），以及同样重要的所有认证

证 书 ， 最 近 甚 至 开 始 应 用 在 船 舶

上。excom系统是目前市场上最先进

的顶尖产品。在改造项目中有两点需

要考虑：我们的产品具有紧凑尺寸，

对于替换老旧系统如1 9英寸卡笼技

术，无需大型机械作业。此外，图尔

克还可以提供工程方面的服务。

您所说的大型机械作业是什么意思？

以前每个控制柜中可安装大约150个I/

O点，而excom允许我们安装多达720

个。由于excom机架基于19”规格，

用户可以轻松地拆除自己19”机架中

的I/O模块，并安装excom装置。这可

节省数个控制柜，并且能够在一个控

制柜中安装系统I/O模块并整合安全栅

或信号隔离器等部件。我们已经在过

程行业的多个分支领域成功应用了这

一概念，包括从医药业到石油和天然

气工业。现在已经有10000多套excom

系统在世界各地运行，用于完全不同

的应用领域，连接各种不同类型的控

制系统。当然也有许多用户将excom

系统安装在新设备中，但是目前主要

业务还是系统移植改造。如果本质安

全功能和系统冗余功能对于一个过程

工厂没有那么重要，则我们的BL20 I/O

系统也可作为excom系统的替代品。

BL20系统是来自于工厂自动化领域，该系

统也能满足过程自动化的要求吗？

你说得对，BL20确实最初是研发用于

制造自动化领域的。然而，不同于我

们在该领域的竞争对手，我们利用过

程技术专业知识进一步发展了该解决

方案。例如，该系统现在提供了Hart

卡件，或者热插拔能力（即可插拔模

块）。因此无需其他操作即可快速更

换模块。最后，BL20系统确保了控制

系统的最优化集成，因为我们使用了

与excom系统完全一样的DTM。

“当替换传统的控制系
统及I/O模块时，用户可
从我们的智能移植概念
中获益。” 
Frank Rohn | 过程自动化销售副总裁 | Turck 

更换老旧的控制系统并升级I/O硬件是许多过程自动化工程当前

所面对的问题。图尔克过程自动化销售副总裁Frank Rohn，承

诺通过正确的移植概念及所需的产品组合，用户无需大型机械

作业即可完成他们工厂的升级改造。

作者 | Ulla Reutner博士，商业杂志P&A的总编辑，
完成该采访
Web | www.pua24.de
网页代码 | more31530e



快速阅读

无论是在1区、2区还是在非爆炸危险区

域，图尔克的excom系列都能实现简单标准

的操作、高性能水平以及在任何应用领域

确保最佳系统利用的保障能力，因此是真

正的“智能”I/O解决方案。excom使得希

望直接在控制室内创建I/O解决方案的用户

能够贯彻他们的理念，而不是使用远程I/O

系统进行妥协。

趋势 S  I / O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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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实际上非常简单：I/O模块在现场应用得

越深入，现场设备与设施控制系统间的布线就越

少。通常一个远程I/O工作站只需要一根总线电缆

（或者采用冗余设计配备两根），用于与控制系

统相连。远程I/O解决方案通常还会节约控制室内

的大量空间，因为I/O模块已经被移至现场。这些

解决方案还易于设计规划。

用于危险区域的excom系统

图尔克已经提供这种可以用在1区中使用的远

程I/O excom系统超过15年了。系统传输关联设备

的过程和诊断数据，并且在必要时通过HART与现

场设备进行通讯。这可以数字量信号的形式为控

制系统提供过程值、诊断和资产管理的额外信

息。此外，相比于H1基金会现场总线系统和Profi-

bus PA现场总线系统，该系统的拓扑结构所需总

线电缆数量明显减少。与控制室中的系统I/O解决

方案相比，布线要求也明显更少。

用于控制室的excom系统

然而，并非所有用户都偏好于在现场安装I/O

系统。德国的某些客户以及亚洲的一些制造商，

更重视在控制室内直接安装整个I/O系统，然后与

DCS解决方案相连。这样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亚洲的现场设备布线的工资成本要比欧洲低。因

此，远程I/O解决方案带来的布线成本降低的优势

就没有那么显著。图尔克自2012年起，通过扩展

的excom产品组合满足了这一趋势，同时也开始

提供用于非爆炸危险区域的excom解决方案，从

而以最优方式满足了这类系统I/O应用的需求。

一个系列灵活满足多种应用领域

使用excom作为系统 I /O与在危险区域使用

excom类似，同样无需额外使用电隔离或者本安防

爆隔离等接口技术。相比传统接口技术应用，更

图尔克excom多区域解决方案是一种用于过程工

业的高度灵活的I/O系统，允许在所有的区域中应

用，包括1区、2区以及安全区域

适用于所有
区域

10 | 11

excom系列提供紧凑的

底板和供电单元用于安

全区域



趋势  I / O 解决方案

自由选择：excom系列提供适应任何区域的定制模块

智能系统 I / O

对于任何有冗余通讯要求的工厂，都可根

据具体应用要求使用合适的excom系统，无

论是将其用作传统的远程I/O解决方案还是

成本优化的系统I/O解决方案。对于无需冗

余的应用，图尔克还提供BL20 I/O系统，该

系统最初用于工厂自动化，但是其同样优

化了过程领域中的应用，例如支持HART信

号传输。

少的设计和空间需求此时也同样具有明显优势。

系统的功能和操作对于这两种安装形式都是

相同的。无论是集成在DCS系统中还是用于DTM

资产管理，系统都采用同样的标准结构和操作原

理。在任何情况下，系统都可以在运行过程中进

行维护和修改。这既适用于添加单独的测量点，

也适用于通过新增模块扩展系统。同时还完全支

持excom的多种冗余选项。

标准的本安关联设备支持0区、1区和2区的信

号处理和现场设备控制。如果该关联设备安装在1

区或2区中，以便尽可能的靠近现场仪表设备，则

可选用专门针对该应用优化的供电单元，该供电

单元可产生本质安全的系统电压。使用Profibus 

DP现场总线时，现场总线的接口同样是本质安全

的。该配置使系统支持在危险区域中的带电维

护。

现今，同样的本安关联设备也能够在非爆炸

危险区域中使用了。Excom系统的高信号密度支

持最多24个I/O模块的使用，这可进一步降低基础

安装成本。该应用区域的专用供电单元使得整个

系统更加紧凑。特定网关能为与总线连接的本安

关联设备提供必要的保护，从而无需使用段耦合

器来实现RS485-IS的本质安全物理总线特性。

用于安全区域扩展

即使在非爆炸危险区域应用中，用户也可从

excom系列产品的优势中获益：该系列最近添加

了两款用于24 VDC开关量信号的模块。迄今为

止，还没有独立模块支持此类应用。新模块的发

布填补了这一空白。DI80-N适用于24VDC的PNP或

NPN型三线制传感器。图尔克现在还提供应用于

安全区域的开关量输出模块。DO80-N可提供24 

VDC/0.5A输出能力。其短路保护功能可配置为锁

定或者非锁定，以更好地适应当前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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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Peter Praske，图尔克过程自动化现场总线系统产品经理

网页代码 | more31505

图尔克已经通过扩展产品系列满足多种需
求，如在控制室内使用更多系统I/O解决方
案，亦或为非爆炸危险区域应用提供
excom解决方案等，以最优方式满足这类
系统I/O应用需求。

图尔克已经提供用于1区

使用的excom I/O系统超

过15年了

由于两种模块的开关特性都适应控制器中的

应用，因此两种模块也都非常适合用于移植项

目。DI和DO模块通过监测通讯和辅助电源确保过

程信息的可靠性。即使是不良触点， DI80-N也可

检测出并发送报错信息。

用于危险区域的新型TI41模块

excom产品组合还针对危险区域应用而不断

的扩展，图尔克最近针对Pt100、Cu100和Ni100三

种热电阻传感器对TI41模块进行了优化。该模块

的电子元件相比先前版本更加精简。尽管TI41模

块不像TI40模块那样支持热电偶输入，但是它提

供了更高的精度，可用于精密温度测量。精简的

电路设计也为用户降低了成本。

新固件及DTM

在软件方面，图尔克扩展了网关固件及DTM

的功能。应用于1区的GDP-IS/FW2.3网关固件现在

支持所有的新型模块。现在还可依据配置文件集

成信息和维护功能。新软件现在使得excom能够

用于基于DD设备描述技术的资产管理，例如现场

设备的预防性维护。与现场设备间的HART通讯也

可通过配置文件实现。新DTM同样支持所有新模

块。系统状态概览通过增强的诊断窗口得以改

善。通过基于DTM的访问可以更好地支持一般系

统状态。

用于8个模块的底板

图尔克为小型施工项目提供了一种特定的紧

凑型底板。MT08可为8个电子模块提供安装空

间，并且与其他底板一样，通过冗余的供电单元

和通讯模块确保了高可用性。

用于安装底板的防护箱也已标准化。所有类

型防护箱的深度都是260毫米，对于支持8、16或

24个模块的不同大小的excom设备，箱体的相应

宽度分别为460、650和800毫米。底部的法兰板现

在可以更换，以便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改造电

缆布线。标准法兰板可为多达120根M16或者M20

电缆格兰接头提供空间，且现在可以单独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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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Burn O�

应用  远程 I / O

The acetic acid production plant of a Chinese company is  

Natural gas flare stacks are used in the petro-

chemical industry or other chemical plants to occa-

sionally burn off any gas that is produced in the pro-

duction plant. These natural gas flare stacks process 

the flare gas and other exhaust gases, and ensure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the entire process.

Customer requirement

The plant of a major Chinese coal and chemical 

company produces 400,000 tons of acetic acid a 

year. Flare stacks play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role 

here in ensuring the safety of the entire plant. 

During the production of acetic acid, excess gases 

must be flared off during specific process incidents. 

Otherwise the entire plant would be facing an incal-

culable risk. Conventional natural gas required to 

ignite the gas flare is also present in the gas flare 

stack, as well as other explosive gases. Intrinsically 

safe electronic components must be used in the 

hazardous area at the flare stacks.

A wide range of different field instruments, 

such as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transmitters, 

level transmitters, gas detectors, valve controls, 

solenoid valves and other instruments, are used at 

the gas flare stacks. In all, 44 measuring signals 

(sensor signals) and 39 control signals (actuator 

signals) have to be connected in the field to the 

DC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interference immunity 

of the signals, the customer required the galvanic 

isolation of the individual signals. 

The enormous safety relevance of the gas 

stacks meant that the plant owner placed a great 

deal of importance on the standard and quality of 

the electrical components used. However, these 

components also had to be cost efficient and easy 

to maintain in spite of the high level of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required. The gas flare stacks required 

the use of intrinsically safe 技术 due to the explo-

sion protection specified. 

The customer also required a redundant con-

nection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flare 

stacks and the DCS. As the flare stacks were loca-

ted far away from the DCS, it must also be ensured 

that the data reaches the DCS fast enough and 

vice versa in spite of the long signal distance 

involved.

Two excom stations 
are installed in control 
cabinets at the foot of 
the gas flare 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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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阅读

A Chinese company uses Turck›s excom for 

the redundant, safe and explosion protected 

connection of remote gas flare stacks to the 

central DCS of the plant. Two 远程I/O sta-

tions at the gas flare stacks provide the con-

nection of the field devices to the Profibus 

DP network. Besides the simple installation, 

expansion and maintenance of excom,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The customer uses two excom 远程I/O stations 

from Turck for the connection of the 83 signals of 

the gas flare stacks. The system fully meets all the 

customer›s requirements: The 远程I/O station is 

compact, easy to install and can be implemented 

with explosion protection in Zone 1. excom can also 

be implemented with a redundant communication 

and power supply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required 

level of failsafe performance. The customer was also 

impressed by the optocouplers used, which enabled 

the required communication speed to the DCS to be 

achieved. The optocouplers transfer the Profibus 

signal to the fiber optic cable for the long transmis-

sion section.

An excom station consists of the module rack, 

power supply unit, gateway and the individual I/O 

modules. With its diverse I/O modules the system 

offer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nd high channel 

density. With its safety barrier function, the I/O 

system can connect intrinsically safe field devices 

directly as the associated equipment. Unlike the 

standard I/O systems available that are isolated in 

groups, all I/O of excom come with integrated gal-

vanic isolation for each individual input and thus 

provide the level of interference immunity requi-

red by the customer without the need for external 

signal isolators.

The excom system uses Profibus DP, a mature 

and reliable bus protocol which can transfer 

detailed diagnostic data as well as controlling and 

monitoring the field instruments. A redundant 

communication connection and power supply is 

provided throughout: starting with the power 

supply units and the gateways, to the optocoup-

lers, right through to the redundant implementati-

on of the DP communication modules of the Del-

taV DCS from Emerson. If a field device fails, this is 

indicated by the DCS or the LED on the excom sta-

tion. The technicians on site can swap the approp-

riate device during operation. The modules in the 

excom system can be fitted and removed during 

operation (hot-swap-in-run). This ensures that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field devices is absolutely 

reliable and fail-saf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use of excom was the 

excellent scalability of the 远程I/O system, an 

important requirement for the Chinese company. 

The connection of additional field devices only 

requires additional modules to be plugged onto 

free slots in the module rack. In order to make lar-

ger expansions, additional excom stations can 

Other modules can be added to excom if field devices need to 
be retrofitted

The optocouplers bring the Profibus signal from excom to the 
DCS via fiber optic cables

作者 | Baolai Tian is PA product manager  
at Turck China in Tianjin
网页代码 | more3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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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的废弃物

应用  远程 I / O

Purac Puregas公司的沼气提纯净化厂所使用的图尔克的excom I/O
系统能够允许直接在1区进行带电维护

用途的生物甲烷。对于天然废弃物的大型处理企

业，如本地废物管理企业，沼气生产可以成为一种

有用的可再生能源。

Purac Puregas已经找到了一种通过模块化方式

来降低沼气厂的建设启动成本的方法。通常当客户

想要扩大工厂时，他们必须建造完整的第二座工

厂，带有第二套控制系统和其它元件，与现有工厂

一样。通过模块化概念，用户只需启动时的一次投

资。以后扩建沼气厂时，他们仅需在现有工厂上添

加更多的撬装气体模块。撬装模块与现有工厂相

连，并且与其PLC系统和Profibus现场总线连接起

来。单个撬装模块可像集装箱一般运输。到目前为

止，Purac Puregas是唯一采用该模块化概念的沼气

厂建造商。

几乎所有人类活动都会产生废弃物。但是废弃

物也可以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过剩农产品、粪肥、

废水污泥、家庭和餐厨废物是沼气生产的理想原材

料。沼气可提纯净化成纯生物甲烷，可用作汽车燃

料或者注入天然气网。有机固体消化产生的原始沼

气含有50-70%的生物甲烷，30-50%的二氧化碳，

以及少量的硫、氮气和氧气。

瑞典Läckeby水务集团旗下的天然气公司Purac 

Puregas建造了沼气提纯净化厂。Purac Puregas沼气

厂接收原始沼气并将其提纯净化成几乎纯净的生物

甲烷。通过被称为CApure的化学吸收处理工艺，工

厂可将原始沼气中的二氧化碳和硫化氢（H2S）去

除。这可提高沼气厂的生产效率，并改善生态平

衡。系统确保沼气原料中99.9%的甲烷被提纯成商业

整个沼气厂由三个模块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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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阅读

瑞典的Purac Puregas公司是沼气提纯净化

厂的专家，可以将来自发酵生活垃圾和其

它有机废物的沼气非常高效地转化成甲烷

和CO2。Purac Puregas最近通过满足他们要

求的新型远程I/O系统——图尔克用于危险

和非危险区域的excom系统，改进了沼气厂

的维护工作。

用于压缩机房的excom系统

对于位于Savsjo的本地能源公司的沼气厂，Purac 

Puregas为其沼气厂撬装模块寻找更好的远程I/O解决

方案。在每个工厂的压缩机室，都有一个安装在1区

的远程I/O系统收集所有来自危险区域的传感器信号

和其它信号。先前的I/O系统无法直接在1区中运行。

进行维护时，客户必须关闭工厂模块并排空压缩机室

的气体。这需要大量时间、工作和金钱，但往往只是

因为小问题，例如断线。

维护方便

图尔克向Purac Puregas推荐了excom远程I/O系

统。不同于其使用中的系统，excom可直接安装在1

区中。此外，通过不锈钢防护箱上的窗口可以非常

方便地看到excom系统的所有LED状态指示灯。例

如，当地垃圾回收公司的电气专业人员现在可以方

便地识别潜在问题。并且如果需要，客户可以通过

致电Purac Puregas并且描述LED指示灯信号状态或者

显示的诊断信息来获得远程支持。

大多数时候，图尔克或者Purac Puregas的支持

人员只需通过解读LED信号即可告知错误的原因。而

采用旧I/O系统，Purac Puregas的服务工程师必须到

现场工作。现在，电话已经取代长途维护访问，成

为一种非常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出现故障模块

时，excom系统支持运行中的热插拔，更换模块无

需停机。这允许工厂在保持运转的情况下快速有效

地更换故障模块；这是另一个旧的I/O系统无法实现

的功能特点。但是，尽管增加了这些功能，图尔克

的excom系统仍然保持与客户先前I/O系统相同的价

格水平。

根据Purac Puregas高级电气工程师Anders Rosen-

gren的说法，excom系统的易于维护性是系统更换的

主要原因：“清晰可见的LED指示灯以及方便维护的

热插拔功能是我们选择excom系统的主要原因。除此

以外，excom还非常美观。我们尝试用不锈钢建造一

切。特殊设计的不锈钢外壳之于excom就像一对舒适

美观的手套之于手一样 。”

BL67承受瑞典的冬天

在项目过程中，Purac Puregas从图尔克产品组

合中找到了其它解决方案来改进他们的沼气厂。在

工厂户外的CO2吸收塔，现场总线系统必须将多个

阀位回讯与PLC的Profibus总线相连。图尔克的BL67

模块化总线 I/O系统具有低至-40 °C的工作温度范

围 ， 即 使 在 瑞 典 严 苛 的 冬 天 也 可 在 户 外 使

用。Profibus总线通过与excom相同的节点与PLC连

接。图尔克的SC12段耦合器可提供本质安全的Profi-

bus总线。BL67系统的直接户外安装使得Purac Pure-

gas无需建造伴热控制柜，并且由于伴热系统会消耗

沼气厂自己的能源，这使得BL67显著提升了沼气厂

的能源效率。

另一个BL67工作站连接来自名为CApure室的多

个传感器和指示器的开关量和模拟量信号。BL67系统

尤其可通过其模块化架构体现优势：如果工厂已经扩

建并且必须添加传感器或者执行器，系统可以方便地

进行扩展。另一点是可以方便地通过带有预铸型M12

接插件连接外围设备。无需使用弹簧端子或者螺栓端

子进行布线或者连接，意味着更安全和更高的效率。

几乎可在几秒钟内完成一个传感器的更换。

摘要

该项目展示了解决方案供应商是如何赢得客户

信赖的。从一个产品开始赢得合作，然后继续在其

它有用的解决方案上扩展合作。现在，Purac Puregas

正在三个自控层面上使用图尔克产品。从传感器开

始，到连接的段耦合器，然后到包括BL67和excom的

现场总线远程I/O解决方案。对于Purac Puregas，出

口项目使用excom解决方案是一个有效改进。无论是

在德国、瑞士还是其它欧洲国家的沼气厂：如果需

要，在一天内客户即可获得图尔克的替换产品。在

未来，Purac Puregas公司还会安装图尔克用于旋转执

行机构的阀位回讯，用于阀位状态指示。

“清晰可见的LED指示

灯以及方便维护的热插

拔功能是我们选择

excom系统的主要原

因。除此以外，excom

还非常美观。我们尝试

用不锈钢建造一切。”

Anders Rosengren,
Purac Puregast

作者 | Thomas Pettersson，图尔克瑞典公司的地区销售经理

User | www.lackebywater.se

网页代码 | more31551

保持冷却：图尔克的

BL67 I/O系统具有低

至-40 °C的工作温度范

围，可承受瑞典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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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阅读

Excom I/O系统已经在过程行业的许多高可

用性工厂中证明了自己的优点。自2014年

起，excom系统已经通过主要船级社的海洋

应用认证。它的高可用性和紧凑尺寸引起

了油轮制造商、LPG船以及适用于危险区域

的其它特殊用途船舶制造商的兴趣。

船载I/O系统

技术  远程 I / O

图尔克的excom I/O系统及其MT16-2G/MSA底板已经通过四家主要船级

社的船载使用认证

炸危险区域。与过程行业工厂一样，石油平

台、LPG船、油轮以及其它特定用途的海轮通常

都必须配备冗余系统。

excom系统的船舶认证

图尔克最近扩展了excom远程I/O系统的产品

范围并通过了船舶认证。I/O系统已经通过德国劳

氏船级社、挪威船级社、法国船级社和英国劳氏

船级社的海上应用认证。例如，这包括在海轮、

油轮和石油平台上控制台、防护箱或者电气柜中

的安装。尤其因为船舶建造领域日益增长的要

求，图尔克已经设计了自己的机械增强模块支

架，从而确保在船上的安全使用。 

船载应用的好处

在船上与在工厂一样，excom可安装在1区和

为了将船上的多个现场设备接入控制系统，

系统设计人员基本上有几种选择：接口、远程或

系统I/O以及专用现场总线解决方案。信号传输

的经典方法是点对点连线，也就是接口技术。这

种技术可将独立测量信号从现场测量仪表直接发

送到PLC。

但是在船舶或者石油平台等空间非常受限的

地方，船舶设计人员会考虑点对总线的接线方

式，也被称为远程I/O或者系统I/O。现场仪表的

信号被一个I/O工作站采集，并转换成数字协议

信号后通过总线电缆传送给控制系统。通过这种

方法，DCS只需要一个通讯接口，而不是多个模

拟量或者开关量输入和输出卡。

图尔克的excom 远程I/O系统现在已经在市

场上销售10多年了。最初该系统设计用于高可用

性工厂的过程自动化应用。随着时间推移，该I/

O解决方案已成功应用在必须配备冗余系统的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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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所有带有本质安全电路的模块都可在MT16-

2G/MSA模块底板中使用，并且均通过海洋环境应

用的认证。这不仅可在针对特定区域的部件优化

方面为客户提供便利，而且还可实现外围设备和

现场仪表的配置和参数化的标准概念。如果系统

安装在1区和2区中，可选用生成本质安全系统电

压的专门优化的供电单元。这种情况下，现场总

线Profibus-DP的接口也是本质安全的。 

无需额外保护

excom系统满足所有EMC相关要求，无需采

取任何其它措施，例如金属外壳或者EMC电缆接

头。因此在控制室内安装可以无需任何额外的

EMC保护。这能够通过现场设备与DCS的接口技

术，替代传统的布线。如果特定应用要求使用壳

体，这些只需要符合爆炸防护要求。excom系统

的高通道密度可减少所需的控制柜空间，并且可

直接安装在危险区域中。

即插即用

DCS是不能停机的，尤其在船舶或者石油平

台上。excom通过热插拔和冗余可完全满足该要

求。系统可随时维护和更改。I/O模块（包括供电

模块）即使在1区中也可在操作过程中进行插拔，

不会影响现场通讯。

冗余电源和通讯

系统允许进行电源和通讯接口的完全冗余配

置。作为标准功能，excom还为现场总线结构提

供一个系统冗余解决方案。该方案允许通过冗余

总线技术连接冗余的excom系统和带Profibus主站

的过程控制系统。得益于开放标准以及图尔克实

施的不同冗余概念，冗余通讯可在市场所有的

DCS上运行。

易于系统集成

excom系统易于集成在DCS系统中，并且其扫

描功能能够在安装DCS系统前，对HART现场设备

进行参数设置。功能和操作对于所有类型的设备

都是一样的。系统采用相同的标准结构和操作原

理，无论是使用GSD文件配置还是用于资产管理

的DTM。在任何情况下，系统都可以在运行过程

中进行维护和修改。这既适用于添加单独的测量

点也适用于通过额外模块扩展系统。

 

图尔克的excom I/O系

统已经通过德国劳氏船

级社、挪威船级社、法

国船级社和英国劳氏船

级社的海上应用认证。

作者 | Peter Praske，图尔克过程自动化现场总线系统产品经理

网页代码 | more3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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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设备和控制模块的诊断检测中，传

输路由和接头往往会被忽略。带有I/O系统

的现场控制柜（特别是在传统安装中）因

此经常成为安装技术的薄弱环节。这些地

方的条件检测以前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努

力才能做到。图尔克的IMX18-CCM控制柜

保护模块提供了一种简单可靠的控制柜环

境条件监测的解决方案，也可安装在现有

设备上。DIN导轨上的保护模块可监测门的

正确锁定、湿度、温度，并且在超出限值

时向控制模块输出警报信号。

技术  传感器 / 接口技术



CCM多功能传感器可自动适应本地条件。正常运行无需进行大量

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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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性和可靠性是对于过程自动化工厂运行

最重要的参数，非计划停机时间会显著降低利润

率。因此，现在已经很少有运行时没有配备任何

智能传感器的设备。除了实际的过程参数，还向

控制模块发送其他信息。例如，可在运行过程中

调整测量范围，或者查询设备状态。这些功能可

提供多种便利并且提高工厂的可用性。最近几

年，现场仪表有了长足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真

正的多面手。

如果关注导致工厂非计划停机的原因，您经

常会发现并不是仪表或者控制技术的故障导致生

产过程停止，而是不同层级之间的连接。在分析

中，我们发现现场的信息路由、转换器和连接点

是造成问题的薄弱点。这些基础设施大部分都不

适合直接暴露在恶劣的大气环境中，但大气环境

在过程自动化工厂中却十分常见。因此，这些装

置都被安装在控制柜中，并防止受到湿度、温度

和其他因素（例如机械负载）影响。

 

保护并非永久性的

只要控制柜不出现任何故障，安装在控制柜

中的装置都可得到良好保护，不会受到外部因素

影响。然而，随着运行时间和负载的增加，控制

柜提供的保护水平可能会降低。这可能是由于机

械损伤、密封材料老化、以及人为错误（例如不

正确的关闭）导致。控制柜中的设备故障原因往

往会涉及蠕变作用，这些故障还会导致工厂的彻

底停车。

现代电子设备都配有自己的板载温度监测装

图尔克最新的IMX18-CCM控制柜保护模块可持续

检测控制柜内的相关环境变量，从而揭示了现场

设备诊断和控制系统之间的盲点

控制柜保护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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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接口技术，图尔克的控制柜保护模
块还提供可监测环境实际状态的一系列
传感器：IMX18-CCM中集成了一个温度
传感器、一个绝对湿度传感器和一个三
角传感器。

yöoidjfödoy hgföody-
ihfgdäfio hgiädyfhg 
äodyihfg ädoyihg 
doyäifhg doyäifgh 
doyäifgh dyäoifg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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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yäifgh doyäifgh 
yädoioifgh 
däyoiglyihfg

置。测量装置会监测PCB板上关键点的温度。该

数据可通过现代总线系统读取，并进一步处理。

虽然原则上这些都是很好的功能，但是它们忽略

了一些重要点：并不是每个工厂都是基于现场总

线拓扑结构的。在这类情形下，额外诊断信息只

能通过设备上的附加接口提供。然而，只有很少

的几家公司进行了所需工作，因此没有任何特定

通信技术的工厂区域无法被监测。此外，控制柜

中的温度无法可靠反映印刷电路板上的温度，这

在大型单元上尤其明显。在一个局部热点上测量

会掩盖住一般温度。因此器件温度只能给出控制

柜环境的少量信息，并且可能会导致不正确的解

读。而且，温度并不是一个可以从外壳或者控制

柜一般防护等级单独推导出来的参数。其他变量

（如湿度、亮度和位置）也必须集成在监测理念

中，以便确保最佳的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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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Klaus Ebinger，图尔克接口技术产品经理

网页代码 | more31570

用于控制柜的状态监测

图尔克已经解决了该问题，并且研发出一个

几乎可以改装在任何控制柜或者控制箱中的设

备，该设备可通过简单的示教过程根据本地条件

进行配置。该设备就是新型IMX18-CCM（控制柜

状态监测）控制柜保护模块，它通过一个单路开

关信号指示控制柜的防护等级。IMX18-CCM宽

18mm，带有一个本安型两线制隔离传感器接

口，因此也可用于爆炸危险区域。这意味着最多

只有4根电线，并且DIN导轨上必须有IMX18- CCM

安装和调试所需的可用空间。示教过程可以无需

计算机或者其他工具执行。IMX18-CCM还配备标

准HART接口用于额外的诊断选项，例如读取绝对

测量值。

多功能设备

除了接口技术，图尔克的控制柜保护模块还

提 供 可 监 测 环 境 实 际 状 态 的 一 系 列 传 感

器：IMX18-CCM中集成了一个温度传感器、一个

绝对湿度传感器和一个三角传感器。最后一个传

感器测量与盖板或者门的精确距离。如果门没有

正确关闭，则该传感器会指示该状态，操作人员

可以直接纠正错误。

由于封闭系统中的湿度问题可能反复出现，

因此湿度的持续监测成为环境监测的一个重要方

面。潮湿的原因可能是密封件由于环境影响变成

多孔隙材料并开始泄漏，或者由于通风系统故

障。湿度增加缓慢但会持续增加，可能会突然导

致设备故障。由于这些影响大多数都只能在经过

长时间后才可检测到，IMX18-CCM能监测这些长

期趋势，并且在超出限值时向控制模块输出信

号，以便提前解决仪表问题。控制柜保护模块连

续处理传感器的记录数据，并将数据与示教的安

全条件进行比较。如果超出设定限值，则通过无

源触点向控制模块发出指示。这有助于快速有效

地采取干预措施。

IMX18-CCM的基础型将在2016年年初上市。

随后我们将提供另一种型号，该型号除了集成传

感器，还能够连接外部传感器并将它们集成进监

测概念中，从而使用户能够监测大型控制面板。

相关参数在定义位置测得，并且门的锁定通过簧

片触点监测。未来计划实现其他参数的测量，例

如冲击和振动，以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尽量

可能地全面。

结论

CCM控制柜保护模块适用于在现场持续监测

防护箱和控制柜的防护能力，即使在爆炸危险区

域中。该设备可简单方便地安装和集成在现有拓

扑结构中，因此不仅可用于新设备，也可以安装

在现有工厂设备中。由于现有信号预留点大部分

都可以使用，因此无需额外布线。不同参数的组

合可实现最佳监测功能，因此可显著提高工厂的

可用性和可靠性。CCM多功能传感器可自动适应

本地条件。无需正常运行所需的大量编程。可通

过HART接口调用更全面的诊断程序。

IMX18-CCM宽18mm，

带有一个本安型两线制

隔离传感器接口，因此

也可用于爆炸危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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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位回讯传感器

技术  传感器技术

图尔克规格齐全的阀位回讯和全角度传感器系列能根据应用要求可

靠地监测阀瓣和阀门位置

最重要的系列是用于食品工业的DSC26系列，以及

用于化工、石油化工和制药工业的DSU35系列。

根据安全位置不同，“弹簧开启”和“弹簧关

闭”驱动器都可用在安装设备中。这种情况下，约

有百分之十的驱动器是顺时针旋转，带有“弹簧开

启”功能。对于这些特殊情况，其他制造商的客户

必须使用不同的执行元件（感应圆盘）或者手动装

配执行元件。这两种选择都有各自缺点，并且在维

护和检修时导致不必要的长停机时间。

灵活的执行元件

图尔克可提供满足这两种需求的解决方

案：BTS-DSU35-EB1执行元件可检测两种旋转方

向。它有两个执行销，因此可以轻易用于逆时针

和顺时针旋转驱动器。如果由于空间受限必须水

平安装，它也可方便地被读取。从所有侧面都可

位置反馈信号在过程自动化中非常常见，例

如来自蝶阀和球阀的“开启”/“关闭”信号，或

者来自三通阀的阀门位置信号。这类信号所需的

传感器通常安装在机械结构比较复杂的塑料外壳

中。各个部件间巨大的差异性提高了价格，通常

需要昂贵的调整工作来设定开关点。ATEX认证还

规定，所有不同部件（如外壳、传感器、微动开

关）包括其相关接线都必须进行单独测试。按照

SIL Directive IEC 61508进行测试进一步增加了相关

测试工作和涉及的成本。

用于开关位置监测的阀位回讯传感器

当与精心设计的执行元件结合使用时，图尔克

的阀位回讯传感器可显著简化长时间的开关位置检

测。阀位回讯传感器采用紧凑型封装，并且配备优

化的多种连接选项，易于安装。阀位回讯传感器中

精心设计理念：紧凑型

双感应面阀位回讯和角

度传感器在结构上完全

相同，可快速可靠地安

装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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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阅读

阀位回讯和全角度传感器在自动蝶阀和球

阀的位置反馈方面拥有多项优势。它们无

需单独外壳并且能够轻易符合ATEX和SIL要

求。图尔克提供各种各样的丰富配件，能

够使用标准传感器实现特殊解决方案。

清晰读取定位盘的位置指示，并且无需任何工具

即可90°移动。

图尔克的另一种特殊执行元件可为另一种特

殊情况提供解决方案：有时候应用需要使用常闭

检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还需要使用带常闭输出

的特殊传感器。然而，使用图尔克带无阻尼末端

位置的BTSDSU35-EU2执行元件会让应用变得更

加容易。该执行元件可反转终端位置的方向，无

需更换传感器。另外可用于更改Namur传感器的

LED功能。当Namur传感器没有激活时，传感器

上的LED灯亮起。这种情况下，当阀门打开时“

关闭”LED亮起。因此执行元件可用于确保“关

闭”位置的正确LED指示。如先前所述，该定位

盘还可用于逆时针或者顺时针旋转驱动器。

用于图尔克双感应面阀位回讯传感器的各种

各样的配件显著扩展了传感器的应用范围。多种

不同的执行元件使得传感器能够满足各种各样的

应用需求。专用不锈钢支架使得传感器甚至可以

毫无问题地安装在手动阀上。

满足SIL标准

工厂工程师面对的最大挑战往往不是安装本

身，而是在办公室中：设计的认证通常要比设计

本身更加复杂。在这方面，双感应面阀位回讯传

感器同样领先于类似产品：SIL Directive IEC 

61508要求数量更多的位置反馈信号。大多数模

块化外壳因其机械结构复杂性，无法满足该要

求。定制化解决方案因为制造商规定特性通常难

以处理，并且任何“第二来源”供应商通常都无

法认证或者限定为单个型号。相反，所有图尔克

的标准Namur传感器都适用于安全系统，并且通

过TÜV认证，包括符合IEC 61508的SIL2。因此确

保了与所有标准Namur处理设备或者带Namur 输

入的PLC（安全）系统100 %兼容性。

带模拟输出特性的全角度传感器

图尔克还为在全角度范围内采集模拟阀瓣位

置提供稳固的非接触解决方案：Ri-DSU35角度传

感器和Ni4-DSU35阀位回讯）传感器的结构完全

相同。阀位回讯传感器只能捕捉两个位置，而Ri-

DSU35传感器则能够监测三通阀。对于爆炸危险

区域1区和21区中的接线，我们提供带4…20 mA

输出的电路供电本安型设备。

Ri-DSU35的另一个优点是能够在清洗周期内

检测阀门位置。通常该功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

Ri-DSU35拥有0-360°检测能力。该新型传感器

还有助于实现更好的系统可用性，因为可以检测

密封件的磨损。多次开关循环造成的磨损会导致

开/关位置超出最初调整的角度范围。

用户还可从传感器众多的安装可能性中获

益。通过各种各样的可用配件，传感器可以安装

在所有标准执行机构上。如要安装在超大的驱动

器上，您可能需要额外配件。为此，图尔克为相

应配件提供稳定的垫板。无论驱动器尺寸多大，

您始终可以使用相同的传感器和执行机构组合。

作者 | Sander Makkinga，图尔克位置和接近传感器产品经理

网页代码 | more31571

由于配备了各种各样的丰

富配件，双感应面阀位回

讯传感器也可安装在手动

阀上

定位盘上的黄色销可从

侧面快速指示阀门位置



服务  联系

图尔克展会
在全球各地的展览会中，图尔克将向大家展示目前最新的产品创新以及

对于工厂及过程自动化值得信赖的解决放案。欢迎光临我们的展会。

w w w.turck .com

图尔克
网站
您只需登陆www.turck.
com.cn，图尔克完备的

产品数据库中找到满足您

需求的恰当的解决方案。

无论是涉及传感器、现场

总线、接口或接插件技

术，以上三种搜索功能都

将帮助您解决需求。

日期  展会  城市/国家

13.04. – 17.04.2015 Hannover Messe Hanover, Germany
15.04. – 17.04.2015 RFID live San Diego, USA
22.04. – 23.04.2015 ISA Calgary, Canada
22.04. – 23.04.2015 ACIconnect Sidney, Australia
22.04. – 23.04.2015 Euro Expo Industrimesser Stavanger, Norway
04.05. – 07.05.2015 Offshore Technology Conference Houston, USA
06.05. – 08.05.2015 Indumation Kortrijk, Belgium
12.05. – 14.05.2015 SPS IPC Drives Italia Parma, Italy
13.05. – 15.05.2015 Industrial Automation Beijing, China
19.05. – 21.05.2015 Smart Automation Austria    Linz, Austria
15.06. – 19.06.2015 Achema    Frankfurt, Germany
16.06. – 19.06 2015 Expo Pack Mexico City, Mexico 
23.06. – 26.06 2015 Mioge  Moscow, Russia 
14.07. – 16.07.2015 Semicon San Fransisco, USA
14.09. – 18.09.2015 MSV Brno, Czech Republic 
22.09. – 24.09 2015 hi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Expo Herning, Denmark 
28.09. – 30.09.2015 Pack Expo Las Vegas, USA
07.10. – 10.10.2015 Convención Internacional de Minería  Acapulco, Mexico
13.10. – 15.10.2015 Elo Sys Trenčín, Slovakia
20.10. – 22.10.2015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Miskolc-Lillafüred, Hungary
27.10. – 29.10 2015 Automation  Saint Petersburg, Russia 
27.10. – 30.10.2015 Gastech Singapore, Singapore
03.11. – 07.11.2015 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Shanghai, China
09.11. – 12.11.2015 Fabtech Chicago, USA
11.11. – 14.11.2015 Adipec Abu Dhabi, United Arab Emirates
24.11. – 26.11.2015 SPS IPC Drives Nuremberg, Germany



26 | 27

w w w.turck .com

联系我们
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拥有27个子

公司和众多分支机构的图尔克始终

伴随在您身边，使您可以迅速地联

系到您的图尔克伙伴，并在当地得

到直接的帮助。

L  ARGENTINA ı Aumecon S.A. 
(+54) (11) 47561251 ı aumeco@aumecon.com.ar
AUSTRALIA ı TURCK Australia Pty. Ltd. 
(+61) 3 95609066 ı australia@turck.com
AUSTRIA ı TURCK GmbH 
(+43) (1) 4861587 ı austria@turck.com

L  BAHRAIN ı TURCK Middle East S.P.C. 
(+973) 16030646 ı bahrain@turck.com
BELARUS ı FEK Company 
(+375) (17) 2102189 ı turck@fek.by
BELGIUM ı Multiprox N. V. (TURCK) 
(+32) (53) 766566 ı mail@multiprox.be
BOLIVIA ı Control Experto 
(+591) 4 4315262 ı conexturck@controlexperto.com
BRAZIL ı TURCK do Brasil Ltda. 
(+55) (11) 26769600 ı brazil@turck.com
BRUNEI ı TURCK Singapore 
(+65) 65628716 ı singapore@turck.com
BULGARIA ı Sensomat Ltd. 
(+359) (58) 603023 ı info@sensomat.info

L  CANADA ı TURCK Chartwell Canada Inc. 
(+1) (905) 5137100 ı sales@chartwell.ca 
CHILE ı Seiman S.A. 
(+56) (32) 2699310 ı ventas@seiman.cl
CHILE ı Ega�ow S.P.A. 
(+56) (9) 866 19642 ı info@ega�ow.cl
CHINA ı TURCK (Tianjin) Sensor Co. Ltd. 
(+86) (22) 83988188 ı china@turck.com

COLOMBIA ı Dakora S.A.S. 
(+571) 8630669 ı ventas@dakora.com.co
COSTA RICA ı TURCK USA 
(+1) (763) 5539224 ı usa@turck.com
CROATIA ı Tipteh Zagreb d.o.o. 
(+385) (1) 3816574 ı tipteh@tipteh.hr 
CYPRUS ı AGF Trading & Engineering Ltd. 
(+357) (22) 313900 ı agf@agfelect.com    
CZECH REPUBLIC ı TURCK s.r.o. 
(+420) 495 518 766 ı czech@turck.com

L  DENMARK ı Hans Folsgaard A/S 
(+45) (43) 208600 ı hf@hf.dk
 Dominican Republic ı TURCK USA 
(+1) (763) 553-7300 ı usa@turck.com

L  ECUADOR ı Bracero & Bracero Ingenieros 
(+593) (9) 7707610 ı bracero@bracero-ingenieros.com
EGYPT ı Electric Technology 
(+20) 3 4248224 ı electech@electech.com.eg
EL SALVADOR ı Elektro S.A. de C.V.  
(+502) 7952-5640 ı info@elektroelsalvador.com
ESTONIA ı Osauhing “System Test” 
(+37) (2) 6405423 ı systemtest@systemtest.eem

L  FINLAND ı Sarlin Oy Ab 
(+358) (10) 5504000 ı info@sarlin.com
 FRANCE ı TURCK BANNER S.A.S.  
(+33) (0) 160436088 ı info@turckbanner.fr

L  GREAT BRITAIN ı TURCK BANNER LIMITED 
(+44) (1268) 578888 ı enquiries@turckbanner.com
GREECE ı Athanassios Greg. Manias 
(+30) (210) 9349903 ı info@manias.gr  
GUATEMALA ı Prysa 
(+502) 2268-2800 ı info@prysaguatemala.com

L  HONDURAS ı TURCK USA 
(+1) (763) 5539224 ı usa@turck.com

	 HONG KONG ı Hilford Trading Ltd. 
 (+852) 26245956 ı hilford@netvigator.com

HUNGARY ı TURCK Hungary Kft. 
(+36) (1) 4770740 ı hungary@turck.com

L  ICELAND ı Km Stal HF 
(+352) 5678939 ı kalli@kmstal.is
INDIA ı TURCK India Automation Pvt. Ltd. 
(+91) 7768933005 ı india@turck.com
INDONESIA ı TURCK Singapore Pte. Ltd. 
(+65) 65628716 ı singapore@turck.com

IRELAND ı Tektron Electrical 
(+353) (21) 4313331 ı webenquiry@tektron.ie
ISRAEL ı Robkon Industrial Control & Automation Ltd. 
(+972) (3) 6732821 ı robkonfr@inter.net.il
ISRAEL ı Nisko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System Ltd. 
(+972) (8) 9257355 ı joseph.shapira@niskoeng.com
ITALY ı TURCK BANNER S.R.L. 
(+39) 2 90364291 ı info@turckbanner.it

L  JAPAN ı TURCK Japan O�ce 
(+81) (3) 52982128 ı japan@turck.com 
 JORDAN ı Technology Integration 
(+962) 6 464 4571 ı info@ti.jo

L  KENYA ı Westlink Limited 
(+254) (53) 2062372 ı sales@westlinkltd.co.ke

 KOREA ı TURCK Korea Co. Ltd. 
 (+82) (2) 20831630 ı korea@turck.com

 KUWAIT ı Warba National Contracting 
(+965) 24763981 ı sales.wncc@warbagroup.com 

L  LATVIA ı Will Sensors   
(+37) (1) 67718678 ı info@willsensors.lv
LEBANON ı Industrial Technologies (ITEC) 
(+961) 1 491161 ı support@iteclive.com
LITHUANIA ı Hidroteka 
(+370) (37) 352195 ı hidroteka@hidroteka.lt
LUXEMBOURG ı Multiprox N. V. (TURCK) 
(+32) (53) 766566 ı mail@multiprox.be 

L  MACEDONIA ı Tipteh d.o.o. Skopje 
(+389) 70399474 ı tipteh@on.net.mk 

 MALAYSIA ı TURCK Singapore Pte. Ltd. 
 (+65) 65628716 ı singapore@turck.com

MEXICO ı TURCK Comercial, S. de RL de CV 
(+52) 844 4116650 ı mexico@turck.com   

L  NEW ZEALAND ı CSE-W Arthur Fisher Ltd. 
(+64) (9) 2713810 ı sales@cse-waf.co.nz
NETHERLANDS ı TURCK B. V. 
(+31) (38) 4227750 ı netherlands@turck.com
NICARAGUA ı Iprocen S.A.
(+505) 22442214 ı ingenieria@iprocen.com
NIGERIA ı Milat Nigeria Ltd. 
(+234) (80) 37236262 ı commercial@milat.net
NORWAY ı HF Danyko A/S 
(+47) 37090940 ı danyko@hf.net

L  OMAN ı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velopment LLC 
(+968) 24487147 ı ibd@ibdoman.com

L PAKISTAN ı Speedy Automation 
 (+92) 51 4861901 ı speedyisb@speedy.com.pk
 PANAMA ı TURCK USA 
 (+1) (763) 5539224 ı usa@turck.com

PERU ı NPI Peru S.A.C. 
(+51) (1) 2731166 ı npiperu@npiperu.com
PHILIPPINES ı TURCK Singapore Pte. Ltd. 
(+65) 65628716 ı singapore@turck.com
POLAND ı TURCK sp.z o.o. 
(+48) (77) 4434800 ı poland@turck.com
PORTUGAL ı Bresimar Automação S.A. 
(+351) 234303320 ı bresimar@bresimar.pt
PUERTO RICO ı TURCK USA 
(+1) (763) 5539224 ı usa@turck.com

L  QATAR ı Doha Motors & Trading Company WLL
(+974) 4651441 ı dohmotor@qatar.net.qa

L  ROMANIA ı TURCK Automation Romania SRL 
(+40) (21) 2300279 ı romania@turck.com
RUSSIA ı O.O.O. TURCK Rus 
(+7) ( 495) 2342661 ı russia@turck.com

L  SAUDI-ARABIA ı Binzagr Factory 
(+966) 3 8640980 ı avig@b�m.com.sa 
SERBIA ı Tipteh d.o.o. Beograd 
(+381) (11) 3131057 ı damir.vecerka@tipteh.rs
SINGAPORE ı TURCK Singapore Pte. Ltd. 
(+65) 65628716 ı singapore@turck.com
SLOVAKIA ı Marpex s.r.o. 
(+421) (42) 4440010 ı marpex@marpex.sk

SLOWENIA ı Tipteh d.o.o. 
(+386) (1) 2005150 ı info@tipteh.si
SPAIN ı Elion S.A. 
(+34) 932982000 ı elion@elion.es
SOUTH AFRICA ı R.E.T. Automation Controls (Pty.) Ltd. 
(+27) (11) 4532468 ı sales@retautomation.com
SWEDEN ı TURCK O�ce Sweden 
(+46) 10 4471600 ı sweden@turck.com
SWITZERLAND ı Bachofen AG 
(+41) (44) 9441111 ı info@bachofen.ch

L  TAIWAN ı Taiwan R.O.C. E-Sensors & Automation Int‘l 
Corp. 
(+886) 7 7323606 ı ez-corp@umail.hinet.net
TAIWAN ı Jach Yi International Co. Ltd. 
(+886) 2 27312820 ı james.yuan@jachyi.com 
THAILAND ı TURCK Singapore Pte. Ltd. 
(+65) 65628716 ı singapore@turck.com
TRINIDAD AND TOBAGO ı TURCK USA 
(+1) (763) 5539224 ı usa@turck.com
TURKEY ı TURCK Otomasyon Tic. Ltd. Ști. 
(+90) (216) 5722177 ı turkey@turck.com

L  Ukraine ı SKIF Control Ltd.    
(+380) (44) 5685237 ı d.startsew@skifcontrol.com.ua

	 	UNITED ARAB EMIRATES ı TURCK Middle East S.P.C. 
(+973) 77 082882 ı bahrain@turck.com
URUGUAY ı Fidemar S.A. 
(+598) 2 402 1717 ı info@�demar.com.uy
USA ı TURCK Inc. 
(+1) (763) 553-7300 ı usa@turck.com

L  VENEZUELA ı CADECI C.A. 
(+58) (241) 8345667 ı cadeci@cantv.net 
VIETNAM ı TURCK Singapore Pte. Ltd. 
(+65) 65628716 ı singapore@turck.com

中国

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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