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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优化装配和测试轨道



产业集成

产业集成 – 工业智能。这是今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主题。

尽管传统人工智能尚未成为大多数自动化专家的日常必需技术，

您仍可在展会上体验未来的人工智能世界。智能解决方案能够有

效收集、传输和评估数据（例如在预见性维护用于状态监控），

它们虽然还不够自主，但已与当今的专业实践息息相关。

在今年4月份的展会上，我们向您展示了人工智能在真实世界

中的样子。我们采用了2块大屏幕展示我们在工业4.0、单件加工或

使用云数据进行预见性维护等主题上的创意。届时您可以进行许

多现场互动，如在带2个Delta机器人的高动态机器上选择巧克力棒

包。展会上使用了若干重要的工业4.0技术，包括从无线RFID识

别、摄像头和传感器解决方案到以太网数据传输及云数据的评

估。通过评估传感器数据，可以获取有关机器当前状态的信息，

从而实施预见性维护。

产业集成还意味着端到端联网和统一的标准。这是图尔克长

期以来一直从事的领域，例如IO-Link和以太网。因此，我们将再次

展示我们IO-Link产品组合的一些最新成果，如全新的PS+压力传感

器。PS+是我们全新流体传感器系列的首款产品，今年我们将陆续

为其扩展温度和流量测量器件。另一款该产品组合的新产品是首

款防护等级达IP67且支持过程工业Pro net S2系统冗余的IO-Link 

master。

本期杂志将详细介绍这些全新产品，并讲述客户与图尔克成

功合作实施的应用。

如果您对图尔克感兴趣，欢迎联系我们或前来参观我们的展

位。期待您的光临！

此致，

Christian Wolf，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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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

访谈：“我们在密集开发专业PLC技术” 10
在接受SPS-Magazin杂志主编Mathis Bayerdörfer的采访时，图尔
克董事长Christian Wolf谈到了图尔克在控制器解决方案、分布式
自动化以及软件和数字化角色方面不断取得的成功

趋势

精确农作：草地上的国际象棋 14
传感器系统是许多精确农作应用的基础，为农民实现高效和环

保的田间栽培提供支持

技术

现场总线技术：两项突破 18
图尔克正通过其率先研发具有Pro  S2系统冗余度的IP 67 I/O
模块为过程自动化的Pr net提供支持，并将陆续推出其他产品
系列

IO-LINK：自然而然 22
支持SIDI（简易的IO-Link设备集成）的IO-Link master可以为
IO-Link设备提供真正的Pro net模块身份，并使其带有自身的
GSDML文件；该功能简化了使用Pro net控制器的项目中IO-Link
设备的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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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Krups Fördertechnik使
用图尔克的 T B E N - L - 
PLC IP67 PLC模块对其

模块化输送系统进行分

布式控制 

应用

系统：小车轨道4.0. 26

Krups Fördersysteme的自驱电动e-Cart输送系统实现了对一家德

国汽车制造商的电池组装配和测试轨道的优化；其中，图尔克

坚固可靠的IP67 PLC被用于输送带模块的分布式运行控制

RFID：标签团队 30

Kirschenhofer Maschinen GmbH结合使用图尔克的RFID标签和

TBEN-S-Ethernet多协议模块以及Labview为Britax Römer开发了

一个生产控制和质量保证系统 – 完全无需使用PLC

RFID：追踪桌子 36

RFID带来的灵活性：UHF读写器和手持设备为一家中国家具制造

商的表面处理环节确保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短的停机时间

传感器/接口技术：保护Ex防爆区域 38 
Wilhelm Niemann Maschinenfabrik通过图尔克安全高效的Ex保护

解决方案（包括精密传感器和快速紧凑的接口设备）确保其机

器的可靠运行

服务

联系方式：快速找到图尔克 42
如何找到我们

联系方式：版本说明 43

30   RFID标签和RFID控制生产并确

保Britax Römer儿童座椅的生产

质量

38   图尔克传感器和接口技术在Wil-
helm Niemann Maschinenfabrik
提供可靠的Ex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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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
的展位

Olaf Ophoff接管自动
化系统业务部

在今年图尔克汉诺威工业博览会2019

的全新展位上，我们保持了一贯对展位的

功能性和设计感的重视。我们设有两块LED

墙和相关的特色展台，可以生动地进行各

种演示，包括在现代工业4.0解决方案中比

重日渐提升的软件。除了能在展位前方快

速瞥见所有展示外，访客还可在宽敞的后

台与我们的专家探讨适合其自动化任务的

特定解决方案。

Olaf Ophoff (53) 将成为图尔克自动化

系统业务部的新任副总裁。而就任近8年的

前任副总裁Oliver Merget则将在3月底离开

公司。Oliver Merget是因为迎接新的职业挑

战而主动提出离任的。图尔克将确保无缝

的职位接替。Olaf Ophoff刚于1年半前加入

图尔克。

带电容触控板的PS+压力
传感器

图尔克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期间正式起售全新的PS+系列压力

传感器。该系列是模块化流体传感器系列，产品均坚固耐用且操

作直观，能实现可靠的测量。目前，PS+系列已荣获iF设计奖。PS+

压力传感器的调试尤为简单。它们支持悬挂安装，并且传感器头

部可在340°范围内旋转。连接后，传感器会自动记录控制器或总

线模块是需要PNP还是NPN，以及电流还是电压信号。

图尔克的简易的IO-Link设备集成 (SIDI) 简化了Profinet工程设

计系统中IO-Link设备的处理。由于设备已经集成在master的GSDML

文件中，用户可以从设备库（例如在TIA Portal中）中选择设备，

并且当设备为模块化I/O系统中的子模块时，可以通过下拉菜单将

其集成至项目中。用户还可以访问纯文本形式的所有设备属性和

参数。测量范围、开关点和脉冲频率可直接从工程设计系统中设

置，无需任何编程或额外的软件。从现在起，TBEN-L、TBEN-S和

FEN20系列的所有图尔克IO-Link master都集成了SIDI功能。

S I D I集成P r o f i n e t中的
IO-Link设备

更多信息见

第6页

更多信息见

第22页

 04新闻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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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食品饮料业的 
factor 1传感器

适用于移动设备的
压力变送器

适用于C型槽气缸的
磁场传感器

图尔克推出了具有耐冲洗特点的全新Q130WD uprox传感器。

该矩形接近开关满足食品饮料业的需求，具有高防护等级 (IP68/

I P 6 9 K )，可在许多场合用于监测饮料和食品易拉罐的生产

流。Q130WD基于图尔克获专利的uprox技术，对于所有金属的检

测都有相同的大开关距离，因此非常适合检测铝制和锡制易拉罐。

为了满足移动设备的应用需求，图尔克进一步扩

展了其压力传感器的产品组合，推出PT1100/2100压力

变送器。移动设备应用包括采矿、林业、农业和建筑

机械。与传统的机器制造相比，移动设备领域的要求

更为严苛，尤其是在超压、振动和冲击以及不断拔高

的EMC性能要求方面。PT1100/2100系列压力传感器专

为满足这些严苛要求而优化设计，适合在移动设备领

域高强度使用。PT1100/2100压力变送器防护等级为

IP67或IP69K。其结构紧凑，满足ISO16750道路车辆标

准的抗冲击和抗振动要求。

图尔克扩展了其磁场传感器产品组合，推出专为

安装SMC C型槽气缸而优化设计的BIM-UNC产品系列。

该系列传感器可单手从侧面装入槽中，无需任何安装

附件。只需旋转螺丝1/4圈即可将传感器紧固至气缸并

且防振动。紧固力矩也仅为0.1 Nm，气缸不会在安装过

程中遭受任何损坏。BIM-UNC系列是物料搬运、自动化

装配或冲压机和工业机器人等应用的理想选择。

具有S2系统冗余度的 
I/O解决方案
图尔克推出其首款具有Profinet S2系统冗余度的现场总线模块

TBEN-L5-8IOL。该IO-Link master防护等级达IP67，是目前同类

产品中唯一支持过程自动化相关的Profinet冗余概念的设备。

经过升级，该block I/O模块可以通过单个连接建立与主控制器

和备用控制器的通信。这样，该master模块可以集成位置指

示器、阀组、I/O集线器和传感器等现有IO-Link设备的主机，

打造高可用性系统。Profinet S2系统冗余将很快成为图尔克整

个现场总线产品组合的标准。更多信息见第18页。

05more@TURCK 2 | 2019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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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阅读

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图尔克将展出其首个全

新流体传感器系列PS+系列压力传感器。PS+系列

兼具强大的功能性与斩获设计大奖的外观。其操

作面板采用电容触控板，操作无比简单。由于不

含机械操作元件，传感器更加坚固，并有助于满

足 I S O防护等级 I P 6 K 6 K、 I P 6 K 7和 I P 6 K 9 K的要

求。PS+还具有安装灵活的特点（支持悬挂安装，

头部可旋转340°），测量范围达600 bar，具有广

泛的应用领域。未来数月，图尔克流体传感器平

台将推出具有相同外观和触感的温度和流量传 

感器。

支持IO-Link协议的压力 
传感器

封面故事  传感器技术

简单、直观、可靠 – 全新PS+系列压力传感器支持通过IO-Link 1.1访问其所有参数

悬挂安装。该系列传感器可自动检测控制器或总线模

块是需要PNP还是NPN信号，此外也能检测评估模拟输

出信号时是需要电流还是电压信号，以此实现日常的

即插即用。

PS+系列压力传感器的另一大特点是在IO-Link系统

内独特的兼容模式。它们不仅支持图尔克的数据配置

文件以方便集成，还可仿真其他常见的配置文件，这

意味着传感器的更换可以在对控制器无扰的情况下 

完成。

在工业环境中，功能性相比产品外观有更高的重

要性。而且更好的是，如果产品既能让客户受益于其

功能又有出色的外观，就会让客户觉得：它们不仅美

观，而且实用。图尔克全新的PS+系列压力传感器正是

这样的产品。该系列不仅荣获了著名的iF设计大奖，还

拥有出色的技术优势。产品系列名称Plus代表两大核心

优势：简单的调试和高级别的工厂可用性保障。

PS+系列压力传感器历经数年的研发，其中顺利无

误的安装和让用户快速熟悉的菜单结构是其中关键的

需求。技术参数包括适用标准过程连接和电气输出以

及高达600 bar的压力范围。传感器的安装非常灵活，

其本体上部可自由旋转340°，而且显示可以倒置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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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智能手机触控技术一样的操控

PS+系列传感器的操作与智能手机完全相同。其触

敏键盘还可以通过穿戴不同类型的手套（无需额外加

力）甚至使用小工具完成操作，并且可以直观地引导

用户使用纯文本菜单。菜单结构可以根据图尔克或

VDMA标准进行设置。无机械操作元件是该传感器的另

一大优势，这意味着其不会发生以往的磨损、防渗透

性降低等情况。

传感器设计时已经考虑了不同应用环境的实际情

况，这包括快速调试以及防止操作错误。PS+系列具有

锁定机制，可以防止意外启动。可以通过滑动解锁操

作或在必要时输入密码来启动设备。状态LED灯可以持

续指示工作状态和故障，而显示器上由绿变红（或相

反）的可编程颜色变化则可指示是否超出了自定义的

开关点。

重型负载的金属压力元件

传感器的操作理念展现了设计和功能性是如何做

到相互独立的。即使如此，高可用性的重要性也是高

于用户友好性的，因为压力传感器需要进行连续多年

测量和监测工作。PS+系列采用特殊的密封设计，因此

无比坚固，完全满足 ISO防护等级 IP6K6K、 IP6K7和

IP6K9K的要求。其材料还防UV辐射和盐雾，因此室外

应用毫无问题。

液压机上的压力监测：

丰富的安装选项使得PS+
传感器能优化安装，并

安装在任意位置

广受好评：PS+系列压力传感器是图尔克全

新流体传感器平台的首款产品；其创新的操

作理念令iF设计奖的评委尤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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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系列压力传感器包括采用久经考验的陶瓷测量

元件 (PS310) 或全焊接金属测量元件 (PS510) 两种类

型。这些全焊接测量元件耐过压能力高达额定压力的7

倍。必要时，传感器也可安装峰值压力孔。由于可以

读取测量值和最小、最大压力，可以实现类似具有长

期存储功能的数字式指针压力计的功能。该功能在状

态监测应用中非常重要，例如在预见性维护中连续监

测机器时。与先前的型号相比，研发人员通过免去胶

注封装设计的需求，减轻了压力传感器的重量。

模块化系列扩展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展出的该压力传感器代表了

代际变迁的开始。凭借该全新流体传感器产品组合，

图尔克正在实施一种平台战略，未来数月将继续推出

基于该平台的温度和流量传感器。液位测量的设备则

会在更晚的时间推出。模块化设计使得所有流体系列

传感器具有统一的外观和相同的操作理念。客户只需

针对单一操作理念对其员工进行培训，从而轻松完成

工厂设备的扩展或维护。平台理念已在汽车工业中应

用成熟，可以为用户带来其他优势：有助于创造广泛

的产品型号，缩短交付周期，从而在数天内制造出可

满足特殊要求的传感器。

封面故事  传感器技术

Your Global Automation Partner

www.turck.com.cn

面临压力？

面向工业4.0的

压力传感器

 
 

用户友好：通过IO-Link 1.1访问所有传感器参数，可变的数据映射和NPN/PNP
自动检测。

可靠：全焊接金属测量元件，集成压力尖峰孔，高抗振动性和EMC，防护
等级IP6K6K/6K7/6K9K。

简单：通过触屏显示器直观操作，可180°倒置的多色显示器以及全方位可
视的LED。

面向工业 4 . 0 的通信理念

凭借独特的通信理念，PS+传感器成为图尔克打造

工业4.0的另一大基石。图尔克是数据采集、传输

和处理的专家，传感器数据的一致性和透明性是

其核心要求。因此图尔克支持IO-Link 1.1等开放标

准，而PS+系列正是通过这些标准实现与控制器的

双向通信。这使得传感器不仅能发送数字量过程

值，还能接收开关点等参数。PS+系列是唯一一种

可以提供不同IO-Link过程数据配置文件的压力传

感器，可以灵活集成至现有系统，并对现有设备

（甚至是第三方厂商的设备）进行1:1更换。这免

去了针对控制器环境的复杂调整需求。

结论

图尔克销售流体传感器已有20多年，而PS+系列压

力传感器是对其现有产品范围的一次重大扩展。该设

备为快速直接的调试而设计，具有灵活的安装选项、

智能系统集成设备和支持智能手机触控技术的创新键

盘，并且对外部影响及挑战性应用影响（压力尖峰）

的抵御能力更高。PS+系列预示着未来广泛产品开发的

开始，产品的改进将无需额外成本且产品将具有更加

令人印象深刻的设计。

作者 | Dr. Bruno Gries，图尔克流体传感器产品管理总监

信息 | www.turck.com/ps+
网页代码 | more11900e

PS+采用电容触控板操

作，不仅方便使用，

而且完全杜绝了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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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Global Automation Partner

www.turck.com.cn

面临压力？

面向工业4.0的

压力传感器

 
 

用户友好：通过IO-Link 1.1访问所有传感器参数，可变的数据映射和NPN/PNP
自动检测。

可靠：全焊接金属测量元件，集成压力尖峰孔，高抗振动性和EMC，防护
等级IP6K6K/6K7/6K9K。

简单：通过触屏显示器直观操作，可180°倒置的多色显示器以及全方位可
视的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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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科技生产解决方案中，自动化与

工业软件提供的功能范围正在稳步增长。

那么，Wolf先生，这种数字化的增长趋势

对于您的公司意味着什么？

对于图尔克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文

化和沟通问题。IT和自动化领域正在越来越

多地相互融合，企业组织也必须为此提供

相应支持。我们最近招聘的IT专家让我们学

到了很多。然而，他们也必须理解自动化

领域的运转方式以及自动化技术如何发

展。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两个领域的最佳融

合，而这正是我们的战略。

所以图尔克不会变成纯粹的IT公司，

是吗？

是的。图尔克永远也不会只专注于软

件。毕竟，硬件不能由软件来替代。然

而，软件确实能更好更轻松地满足不同自

动化组件的需求，并且对于未来的个人和

定制解决方案，这同样适用。我们需要能

发挥最佳作用的模块化战略，而它将总是

基于硬件。但仅凭硬件制造商已经不能再

供应完整的解决方案，而 I T供应商同样 

如此。

 10

»尽管我们仍在继续专注于IP67
领域的控制技术，但我们还在
密集开发专业PLC技术。«  
Christian Wolf | 董事长  

作为米尔海姆的自动化供应商，图尔克正在控制器解决方案上逐步取得成功。在接

受SPS-Magazin杂志主编Mathis Bayerdörfer的采访时，图尔克董事长Christian Wolf
对此进行了强调。两人就分布式自动化解决方案、软件和数字化角色、重要的未来

市场以及平等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然而，某些市场参与者仍在推动这样

一种思维，即软件是工业4.0所有问题的答

案。

我们正在有意避免这么做。试想对于

过去数十年来推动公司成功的客户和员工

而言，那种思维会带来什么样的信号？相

反，我们着眼于激励我们的硬件专家与IT专

家合作，打造下一代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成功吗？

完全正确。我们正在全公司范围（从

开发到销售）推广这个理念：毕竟，所有

的相关员工显然也同样有必要认识到软件

带来的增值。只有这样，举例来说，销售

工程师才会愿意与软件专家一同前往客户

场所，打造全面的解决方案。

内部  访谈

“去年我们面向分布式应用的现场总线技术的增长

率超过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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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图尔克与工业通信技术相关

的业务增长速度超过传感器业务。这是因

为技术变革吗？

主要是因为我们凭借传统的位置和接

近开关类传感器已经在目标市场发展得较

为成熟，而在复杂的传感器及通信和控制

技术方面影响力仍有限。总之，在任何情

况下，我们的战略都并非局限于单个产品

类别进行思考。

具体来说是什么战略呢？

我们不是销售单独的传感器或通信模

块，而是采用全局性的思考，着眼于在初

期与机器制造商就他们的目标和新一代机

器进行讨论。这将使我们能充分利用我们

的产品组合，打造更加高效、全面的解决

方案。

客户对此认同吗？

是的。在上一财年，图尔克的解决方

案业务增长率超过了所有业务的平均增长

率。我们为客户提供了整体自动化理念，

包括极具价值的咨询服务。若客户满意，

则不会有任何理由来采购其他供应商的组

件。事实情况也是如此，因为每次选用新

供应商都会额外消耗时间和成本。

当前图尔克解决方案业务与传统组件

业务的比例是多少？

当前，整体集团公司的组件业务占比

约为70%，解决方案业务约为30%。然而，

在某些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该比例已

经是50比50。我认为这个比例是我们未来

的一个很不错的目标。

图尔克PLC技术的增长非常显著，原因

是什么？

尽管我们仍在继续专注于IP67领域的

控制技术，但我们还在密集开发专业的PLC

技术。凭借该策略，图尔克已经成功占得

机器制造领域的特定细分市场。目前，我

们正受益于这种成功。

现场级别的智能化趋势是否有助于该

战略的实施？

我们注意到许多领域都在加速从IP20

转向IP67。因此，去年我们面向分布式应用

的现场总线技术的增长率超过了30%。在许

多应用中，控制柜都在变得更小，甚至被

完全移除。随着IT技术的微型化发展，非常

强大的控制技术也可应用于小空间，例如

我们的TBEN-S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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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提得好。我认为中期来看，

图尔克不会失去该领域的优势。最终，我

们都需具备将各种标准，甚至包括新标

准，灵活集成至自动化环境的能力。即使

在OPC UA和TSN时代，客户仍会面临选择不

同协议的问题。所有通信层级不可能只使

用一种标准。因此，我们将继续保持多样

化的通信协议范围，并致力于成为纳入新

标准的先驱。

未来OPC UA和TSN会在何时立足市

场？

人们在谈论工业以太网许多年后，供

应商才开始大量销售相关设备。OPC UA和

TSN也同样会如此。考虑到现有系统架构，

用户采纳这些新标准的时间会显著晚于其

在发布会或展会上的亮相时间。因此，我

不期望初期OPC UA产品能实现数百万的销

量，尽管它未来肯定会发展成为很不错的

市场。我们需要的是耐心。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你们与邦纳的合

作。双方的合作重点经常在工业4.0的讨论

上。图尔克希望将与邦纳合作的经验带到

其他区域或技术领域，如IoT吗？

我确信我们之间的合作非常密切。邦

纳和图尔克已经合作数十年，这种程度的

合作意味着双方通过合作高峰和低谷已对

彼此有了全面的认识。因此，我们可以证

明我们的合作能力以及相应的优势：许多

与我们合作的公司都意识到我们寻求的是

平等合作，而不论哪个公司规模更大，我

们也不会单方面设立条款，而是致力于寻

找解决方案。我们虽然有明确的期望，但

双方可以通过妥协达成共识。独来独往的

企业在未来必定难以立足：真正的合作最

终将是一个学习过程，而且该过程通常并

不简单。

大型IT企业正逐渐致力于渗透进自动

化市场，与他们合作的可能性有多大？

自动化和IT仍需进一步共同成长。然

而，我们SME与大型 IT企业相处得并不算

好。毕竟，这些企业不会将合作的重要性

置于首位，更多的是想着主导市场。目前

双方的较量大抵如此。我们需要等待时

机，直到存在发展成平等合作伙伴的可

能。然而，我确信未来这些障碍都会被扫

除。因此，我总是恳请SPS展会的参展商委

员会邀请大型IT企业参展。将他们排除在外

永远都是错误的，我们不希望通过操纵的

方式赢得用户。因此，最终他们将成为促

成自动化与IT领域合作谈判的一方。

作者 | Mathis Bayerdorfer，SPS-Magazin技术杂志

主编

网页 | www.sps-magazin.de
网页代码 | more11930e

提到现场级别的智能，lO-Link就是现

成的例子。目前您怎么评价它的成功？

lO-Link正在逐渐普及，因此我们产品

组合中相关产品的销量也在增长。其

中，lO-Link master的销量就是一个很好的

体现，近年来图尔克该产品的销售已经获

得了显著增长。标准化基本是正确的，虽

然lO-Link当然无法为所有传感器类型和形

状提供真正的增值。例如，lO-Link在简单

的接近传感器中潜力巨大，但在压力、温

度或流量传感器中则完全不同，对于一些

全新领域如雷达传感器而言同样如此。在

这些领域，通过lO-Link进行数据评估可以

生成有价值的信息。

图尔克不局限于单一的通信协议，而

是可以符合多种不同的标准，例如通过使

用多协议模块。

该产品类别是以前开发的。当我们在

美国业务比例占据40%时，我们就考虑不仅

仅是提供Profibus和Profinet，还要提供

Devi-ceNet和Ethernet/IP。正因如此，我们

成为首个提供具有真正即插即用能力的多

协议解决方案的供应商。该专业知识不仅

已在美洲地区站稳脚跟，还为亚洲和欧洲

的国际客户带来巨大利益。

未来还会专注于该策略吗？在S P S 

2018展会上，几乎所有当今的协议竞争对

手都宣称要致力于结合OPC UA和Ethernet 

TSN。

内部  访谈

“许多与我们合作的公司都意识到我们寻求的是平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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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Global Automation Partner

铁人
检测距离达2米的

坚固型直线位移传感器

性能可靠：新一代Li-Q25电感式直线位移传感器在运行时可耐受高达200 g的冲击！

高速测量：响应时间仅150 µs，可在5 kHz扫描频率下实现高速模拟控制。

外形紧凑：采用长度100到2000 mm的IP67铝制外壳，即使在狭窄的安装条件下也能

确保可靠的位置测量。 www.turc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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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上的国际象棋

趋势  精确农作

传感器系统是许多精确农作应用的基础，为农民实现高效和环保的

田间栽培提供支持

时全球人口预计达到90亿的增长并同时跟上自然保护

的需求，农业领域必须在许多地区耕地面积逐年减小

的同时实现产量逐年增长。

现代数字技术可以在此发挥重大作用。当今的测

量仪器可以采集土壤状况的数据，使农民能够轻松完

成评估。而这反过来又可以使农业机械的操作更加高

效和自主。农业领域代表已经对这方面的潜力进行了

探讨，并讨论了精确农作、智能农业或精准农业的可

能。在许多研究中，该经济领域的数字化被描述为可

能是以环保方式实现尽可能高作物产量的关键手段。

尽管如此，人们努力争取更精准、损失更少的农业生

产的历史与农业本身一样悠久。然而，在工业4.0的背

景下，农业正处在具有诸多全新可能的发展阶段。

与其他商业环境不同，农业领域受不断变化的外

部因素影响。去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包含长期干旱和

短时暴雨的极端气候，为此进行了很好的证明。许多

农民的收成因此遭受了巨大损失。

为了实现2050年的全球粮食保障目标，农业企业

正面临严峻的优化生产压力。简单来说，为了弥补届

快速阅读

农业领域的下一发展阶段是由数据驱动的，需要在农田中使用稳固的

传感器技术。图尔克产品可实现使用驾驶员辅助系统进行操作，从而

开启完全自动化的农作。在线控转向系统中，QR20编码器测量车轴

的转向角，或协助打开大田喷雾机的喷臂。超声波传感器和倾角计则

适合对齐喷杆的位置，同时紧凑的TM18光栅可以监测联合收割机的

谷物升降机的物料流。

传感器既要支持农业机械的转向，

又要支持大田喷雾机的对齐 – 喷杆

有时宽达30多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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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田间栽培的表面分析

在高科技农作过程中，农民越来越多地充当计划

主管的角色，而不是持续负责机械的所有控制操作。

通常，该过程的开端是基于在非均质的农田中建立均

质区域的理念，进行土壤分析。其中，某个区域可以

由于具有更多的地下水资源而更节俭地灌水，而其他

区域则可能需要施更多的肥。这种优化的土壤和作物

栽培方法通过准确的土壤改造实现，从而可以根据相

似的需求进行分区，并逐步获得具有不同信息的地

图，农民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根据特定分区的需求培养

土壤。

该过程会用到许多小型的辅助组件。现代拖拉机

和收割机已经配备智能的驾驶辅助系统，有时可以自

动完成某些操作。利用手机的GPS定位和位置数据，可

使机械准确遵循设定的路径，从而防止重复使用杀虫

剂或肥料等。另一大好处是减少油耗。作为可能已经

实现自动化控制的驾驶操作的一部分，紧凑且坚固的

传感器已被广泛用于各种应用，例如低磨损转向、大

田喷雾机的对齐以及物料流的监测。

利用传感器实现高性能

线控转向技术被视为未来自主驾驶系统的成熟引

导技术，可以以相同的方式使用操纵杆进行控制。方

向命令不再通过机械方式给出，而是通过电气方式传

输给执行器。图尔克的非接触式编码器可测量该系统

中车轴的转向角，并同时耐受湿度（防护等级达

IP68/69k）和冲击。必要时，它们甚至可以完全安装在

车轴内。

电感式编码器完全采用非接触式操作，因此完全

无磨损，这对于农业通常较短的时间窗口及机械故障

风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优势。QR20编码器还能可靠用

于测量大田喷雾机的角度。传感器测量投射角，从而

使喷臂一直处于正确的位置。这再次证明了目前使用

测量传感器而不是限位开关进行连续位置测量的趋

势。

与作物间的距离决定喷杆的高度。超声波传感器

可用于提供该距离信息，因此可以使用图尔克紧凑且

带PTFE涂层的超声波换能器。这些传感器的检测范围

从30 cm到3 m不等。集成的温度补偿功能可使测量数

据在-40到+70摄氏度的整个范围内保持恒定，确保用

户能准确对齐喷臂。根据应用需要，还可通过示教按

钮或示教电缆个性化设置参数。

土壤分析的数据用作精

确农作的基础。这可将

农田划分为具有相似需

求的不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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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性带来财务和环境双重效益

所述应用展示了智能传感器在精确农作领域的重

要先驱作用。它们使得农民可以更高效地使用肥料和

杀虫剂，从而有助于节省资源并同时保护土壤。该组

合是进行农业数字化和自动化投资的核心驱动力。通

过更精准的田间栽培，专家希望实现更切实的生态效

益，例如防止直接污染河水、减少土壤中化学品的使

用以及节省油耗。

另一方面，对于农场而言，这些解决方案可实现

更高的利润。未来，自驱动机械尤其将开辟新的解决

方案，包括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准时的操作。以前，

农民只是无需手动控制前进操作，但仍需手动完成转

向操作。然而，现在借助角度传感器，这类运动也可

准确完成。

图尔克产品可以越来越多地为自动操作的控制系

统提供更大的支持，用于测量和传输参数；凭借坚固

的设计，它们甚至适用于腐蚀性液体、极端温度或粗

糙表面可能影响技术组件的严苛应用环境。

作者 | Nils Watermann，图尔克移动设备销售经理

信息 | www.turck.com/farming
网页代码 | more11905e

可靠的倾角测量

无论农民在使用大田喷雾机喷洒杀虫剂或液体肥

料，还是操作联合收割机，在大多数农业机械中，车

辆的倾角都是一个重要的信息点。例如，若脱粒装置

总是需要在不平整的地面上水平工作，则图尔克坚固

的倾角传感器可检测和传输横向偏差及运动方向上的

偏差。由于配置单独可调节的过滤器，操作过程中的

一些振动和不可预见的冲击也不会影响测量值。

一旦脱粒装置将小麦与外壳分离，升降机将收获

的谷粒输送到谷粒罐中。该物料流可由光电传感器进

行监测。TM18光电传感器防护等级达IP67和IP69k，可

以在此安装用于空间受限位置，并快速与接收器对

齐。与其他传感器不同，TM18通过螺钉固定至带螺纹

镜头的谷粒升降机中，从而使设计师无需设计复杂且

易出错的带偏转反射镜的配件。检测到的谷粒数量相

关的数据用于确定谷粒升降机的操作。播种机的种子

也可以类似方式检测，使用非接触式电容传感器提供

物位信息。

趋势  精确农作

用于分配电缆的定制插头连接器

为了喷洒正确数量的作物杀虫剂，CAN阀门经常被用于调节大田喷雾机

的喷雾量。图尔克的预装配Y型电缆等可以实现这些阀门的单独且无问题

的连接。完全模压成型的CAN分配电缆耐受腐蚀性喷洒介质。电缆护

套、夹紧装置和注塑包封完全由耐用的热塑性聚氨酯 (TPU) 制成。Super-

seal连接器可保证可靠的连接，甚至在存在剧烈振动的情况下。如若电缆

仍然损坏，只需更换损坏的分配器，从而节省时间和维护成本。

www.turck.com.cn

您的自动化
合作伙伴
移动设备

 

 

Your Global Automation Partner

无磨损电感式传感器对路径和角度进行非接触式测量。

凭借带密封电子器件的抗冲击和抗振动传感器打造的坚固IP67/IP69K解决方案。

更高的EMC强度，尤其适用于车载网络及车辆特定的连接（如Deutsch或AMP）。

图尔克带PTFE涂层的超声波传感器测量喷臂与农田

或作物间的距离，并且耐受常用的作物杀虫剂

QR20等非接触式无磨损编码器适合用作大田喷雾机

喷臂的角度传感器或线控转向解决方案的组件

图尔克的预装配Y型分配器可按模块组合使用，用

于连接喷雾阀，Superseal插头连接器则确保即使在

振动情况下也能可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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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rck.com.cn

您的自动化
合作伙伴
移动设备

 

 

Your Global Automation Partner

无磨损电感式传感器对路径和角度进行非接触式测量。

凭借带密封电子器件的抗冲击和抗振动传感器打造的坚固IP67/IP69K解决方案。

更高的EMC强度，尤其适用于车载网络及车辆特定的连接（如Deutsch或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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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突破

技术  现场总线技术

图尔克正通过其率先研发具有Profinet S2系统冗余度的IP 67 I/O模

块为过程自动化的Profinet提供支持，并将陆续推出其他产品系列

Profinet已成为工厂自动化常用的通信标准。许多

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已经碰到过该领域的用户，并作

为早期采纳者已经连续多年证明该基于工业以太网的

通信系统的实用性。目前，Profinet用户数量正在快速

增长，因为机器制造商非常看重它强大的实时传输能

力。该技术不仅为公司提供了Profibus协议的优势，还

为网络结构的设计带来了更高的灵活性。这种上升趋

借助具有Profinet S2系统冗余度的I/O系

统，可以更可靠地防止化学和制药工业

中设备的停机

势已经不可阻挡，PNO用户组织预计未来数月将会有超

过2200万个节点。

随着当前Profinet在过程自动化中的应用，预计其

在未来会实现进一步增长。然而，该领域有一些特殊

要求需要控制器和现场设备去满足。图尔克引领高可

用性系统中Profinet集成趋势的产品可大幅提高现场总

线产品的功能，使其实现S2系统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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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阅读

Profinet正对过程自动化工业变得越来越有吸引

力，而拥有系统冗余的新配置为防爆和非防爆区

带来的高设备可用性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图尔

克正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展出其首款防护等级

达IP67且支持S2系统冗余的IO-Link master模块

TBEN-L5-8IOL。该master可建立与多个控制器相关

的逻辑通信，并通过现场的IO-Link技术同时实现

高可用性和广泛的应用可能。未来数月，图尔克

将推出带新配置扩展的其他I/O设备，包括来自

TBEN-L、TBEN-S、FEN20、BL20、BL67以及excom

系列的产品。

防止化学和制药工业中设备的停机需要付出相当

大的努力。与注重更高设备数量和更短周期时间的工

厂自动化相比，连续生产的中断可能会导致巨大的财

政损失。并且，处理危险性液体或气体物质会涉及到

遵守严格的安全预防措施，尤其是在防爆区域中。因

此，作为预防措施，企业首先要在防止潜在点火源上

投资，其次是高可用性的系统架构。为了确保安全的

设备运行，现场的控制器和I/O模块通常配备冗余。如

果某个设备或连接失效，则会启用其他未激活的备用

解决方案。规划人员会根据相关要求（包括物理设备

层和基础的编程逻辑）来实施这类复杂或有限的冗余

系统。

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首次亮相：

图尔克的TBEN-L5-8IOL IP67 block
模块是首个支持 S 2系统冗余的

IO-Link master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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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制器 备用控制器

同步

环形拓扑结构

中的PROFINET

使用系统冗余配置可使

Profinet现场设备与高

可用性控制器系统通信

高可用性CPU

冗余原则：S1是简单连接，即无冗余；若Profinet设备通过该连接与主控制器及备用控制器通

信，则属于S2连接 – 仅R1和R2系统冗余可实现较高的可用性，但它们同样需要现场侧有双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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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为现场带来高可用性

西门子较早地实施采用冗余配置的Profinet，并将

其控制器系统设计为支持冗余基础设施。之前，Prof-

inet设备并不支持S2系统冗余。现在，图尔克针对这些

需求提供了广泛的功能扩展。

亮相于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TBEN-L5-8IOL将成为首

款支持S2系统冗余并提供IP67和IP69K防护等级（采用

完全密封的电子器件）的IO-Link master模块。由于同

时结合了工业以太网和IO-Link技术，该模块可以实现

最后一米连接的数字化。此外，TBEN-L5-8IOL还配有额

外的TCP/IP接口，可以读取设备数据，从而收集所有重

要的数字信息。因此，状态监控、资产管理和预见性

维护都可以毫无限制地实施。

图尔克还提供SIDI（简易的IO-Link设备集成）功

能，这可能是在Profinet项目中集成IO-Link的简易方

式。支持SIDI的IO-Link master可以为IO-Link设备提供

真正的Profinet模块身份，并使其带有自身的GSDML文

件。由于无需额外软件即可从工程系统访问所有参数

和设备属性，该功能显著简化了使用Profinet控制器的

项目中IO-Link设备的工程设计。

S2系统冗余备受推崇

我们为Profinet体系建立了具有系统冗余的新标

准。相应的术语基于自动化系统防故障能力所对应的

等级。若控制器和现场设备仅通过单一连接进行通

信，则属于无冗余 (S1)。然而，若Profinet设备支持通

过单一连接进行与主控制器及备用控制器的通信，则

属于S2。当主控器失效时，将无扰动地切换至备用控

制器。为此，现场的I/O系统和I/O模块必须维持与2个

在空间上完全隔离的控制器的逻辑双连接。S2解决方

案满足许多应用的需求，成为实际应用中的首选方

案。即使该方案又被称为“简易系统冗余”，也无法

掩盖这个事实。

较高的可用性仅可通过R1或R2系统冗余实现。这

涉及到在现场设备上额外部署冗余的通信接口，通常

与远程I/O结合使用。R2采用4通连接，是一种最为复杂

的系统冗余。设备的2个接口分别可以建立与主控制器

及其冗余备份的通信联系。但这种交叉防故障的方式

极为罕见。

技术  现场总线技术

图尔克面向高可用性系统的全面

解决方案：S2系统冗余和l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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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控制器

高可用性CPU

标准信号通过TBIL-M和

TBIL-S系列的IO-Link IO集

线器高效处理

 
IO-Link设备类型非常广泛，包括RFID
收发器，压力、温度和液位传感器等

IO-Link远不只是一个传感

器接口。阀门控制器、位

置指示器和阀门歧管都是

监控阀门的典型设备

使用TL50和K50系列的RGB指示

灯，甚至可以指示复杂的状态

除了通过Profinet与控制器通信，图尔克还

为所有系统层级提供连接SCADA和云系统的

接口和解决方案

图尔克TCG20系列的云网关采集现场

的数据并通过不同的接口传输数据

图尔克防护等级IP67/IP69K和IP20的IO-Link master
是Profinet与IO-Link的桥梁，它们带4或8个IO-Link 
master端口，拥有卓越的性能，尤其是出色的

Profinet集成、增强的诊断能力以及高坚固性

TBEN-L-8IOL
IO-Link master

8端口，防护等级 
IP67/IP69K

TBEN-S2-4IOL
IO-Link master

4端口，防护等级 
IP67/IP69K

FEN20-4IOL 
IO-Link Master 

4端口，防护等级I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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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TBEN-L5-8IOL模块将很快在美国的一家生物制

药公司部署，该公司未来将采用Profinet系统冗余和

IO-Link管理生产。由于大多数产品都是敏感且成本密

集型的，因此高可用性对于产品处理必不可少。另

外，一家清管技术领域的集成商发现针对IP67设备的额

外配置支持同样重要。该公司的客户来自化工、制药

和矿物油领域。现在，具有高防护等级的TBEN现场设

备可以简化这些领域的系统规划。客户可以设计分布

式和模块化网络架构，从而显著减少控制柜所需的 

空间。

在多个系列产品中的首次亮相

IO-Link master是升级为S2系统冗余的众多产品中

的首个产品。今年，图尔克将为其他多协议设备提供

额外功能，然后是TBEN系列模块以及用于FEN20、BL20

和excom系列控制柜的IO系统。因此，防爆区和非防爆

区向支持广泛信号类型的Profinet转换可以毫无障碍地

实施。

作者 | Aurel Buda，图尔克工厂自动化系统产品经理

网页代码 | more11970e

M R P和系统冗余

有关Profinet体系的冗余话题已被讨论多年。然而，这里仍须对两种

冗余类型进行区分。第一种是介质冗余，又称MRP（协议英文名称的

缩写）。该概念存在已久，表示的是通过环形拓扑进行的控制器与

Profinet设备之间的连接。所有系统都仅提供一次，然而当其中一条

线路失效时，可通过环网的备用线路确保设备运行。第二种是系统冗

余，表示控制器与Profinet模块之间的多重通信联系，它不需要对物

理连接进行扩展。例如S2系统冗余，控制器层通过添加备用控制器

实现冗余。得益于最近的配置扩展，图尔克的TBEN-8IO-Link master

可支持这种逻辑双连接。简言之，MRP和系统冗余是可以优化结合使

用的不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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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阅读

Profinet设备的工作站描述文件使其可以集成至控制器的工程系统

中，这样就可以从单一系统建立、维护控制器网络的所有设备和参

数并相应进行保存。然而，该系统并不能深度集成IO-Link设备，除

非使用制造商特定的软件或通过控制器编程相应的解决方案，但这

需要大量的编程工作。现在，图尔克的SIDI可以为此提供帮助：该全

新功能来自图尔克的IO-Link master，可以使IO-Link设备直接集成在

Profinet工程软件，例如TIA Portal中，同时支持显示所有设备属性和

纯文本的设备参数。

自然而然

技术  I O - L I N K

支持SIDI（简易的IO-Link设备集成）的IO-Link master可以为

IO-Link设备提供真正的Profinet模块身份，并使其带有自身的

GSDML文件；由于无需额外软件即可从工程系统访问所有参

数和设备属性，该功能简化了使用Profinet控制器的项目中

IO-Link设备的工程设计

站描述标记语言），从而使控制器编程人员在项目真

正与网络和相连设备集成前，能对设备进行离线（通

常在TIA Portal中）规划和参数设置。这2个过程可在

初期独立执行，尤其是在大型项目中。

IO-Link设备制造商并不为IO-Link设备提供GSDML

文件，设备描述采用的是IODD（IO-Link设备额描述）

的形式。因此，Profinet工程软件不能直接检测到设

备。截至目前，用户通常手动强制输入设备类别或制

造商ID等属性。而测量范围和输出信号等参数需要通

过其他软件编程或设置。

IODD“翻译”软件适用性有限

如同在其他软件工具中使用一样，IODD通过这些

额外软件进行“翻译”才能用于其他系统。IO-Link设

备可使用这些程序进行必要的设置，然后再集成至

Profinet项目。然而，该解决方案并不令人满意，尤其

是在大型项目中。为了集成所有制造商的不同设

备，PLC编程人员必须使用大量的软件工具。因此，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选择困难模式，即在控制器环境中

手动编程IO-Link设备。除了消耗大量时间并需要大量

相应的专业知识外，该解决方案还易出错。因此更不

用提维修技术员在处理使用不同软件工具配置的项目

时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IO-Link已经获得人们无数次的赞誉。现在，双向

数字通信相较于传统模拟和数字接口的优势已经在全

球范围内获得认可。低成本的布线、诊断功能、参数

化选项、智能数据保留、简化的电子规划以及无供应

商偏好的标准支持，给设计师、电子规划师和PLC编

程人员等众多群体留下深刻印象。因此，IO-Link在全

球范围内获得成功且普及度越来越高，目前已有上千

万台设备投入使用。

通缉：IO-Link集成助手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赞词中未提及IO-Link也有自身

的限制？最突出的一点便是IO-Link设备在Profinet系统

中的集成。每个Profinet设备都有GSDML文件（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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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I将lO-Link设备集成在GSDML文件中

图尔克很早就发现 lO-Link的这个弱点并已研究

SIDI功能多年。IO-Link设备在IO-Link master的GSDML

中作为Profinet子模块输入。作为首批IO-Link会员之

一，图尔克现在将其IO-Link master设计成具有SIDI功

能的block模块（防护等级IP20和IP67）。只要在Profi-

bus项目中集成这些IO-Link master的任意一个，就可

立即将相连的IO-Link设备用作Profinet模块。

图尔克将其所有专有的 IO-Link设备及合作伙伴

Banner的光电传感器都集成到SIDI库中，并且还集成了

首个来自第三方制造商的IO-Link设备。未来，图尔克

将继续集成其他制造商的更多设备。因此，为了确保

顺利运行及方便使用，每个待集成的设备都必须先接

受严格的测试。应要求，图尔克也非常乐意集成第三

方制造商的设备，尤其是自动化专家产品组合尚未涵

盖的设备。SIDI的开发得益于图尔克同时作为IO-Link 

master和IO-Link设备制造商的身份。这种双重专业在自

动化领域非常罕见。

IO-Link设备在Profinet项目的下拉菜单中

若相连的设备在SIDI GSDML中，PLC编程人员可在

编程环境中从设备目录选择。这时，可以查看这些设

备的所有相关 IO-Link属性并在纯文本字段中修改参

数，例如测量范围、输出信号或脉冲率等。

使用SIDI进行离线工程设计节省大量时间

与之前可能碰到大量问题的解决方案相比，SIDI在

大型项目中的优势非常明显。首先，大型设备和机器

通常可作为项目输入。

SIDI使得 lO-Link设备

可直接集成在Profinet
工程软件，例如 T I A 
Portal中。该软件现在

可 用 在 图 尔 克 的

TBEN-S和TBEN-L IP67 
IO -Link master以及

IP20防护等级的FEN20
型号

SIDI允许从硬件目录中选择IO-Link设备，与Profinet模块的操作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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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SIDI集成IO-Link节省大量时间。而且，纯IO-Link项目

的接线对于安装人员和电子技术员轻而易举。

维护简单：即插即用的设备更换

除了工程设计外，SIDI还支持维护。由于master和

设备的所有设备属性和参数都可从控制器的中央项目

位置获取，因此可以轻松无误地进行自动设备更换 – 包

括IO-Link master和设备。只有Profinet名称需要设置。

通过使用带拓扑信息的Profinet，该操作甚至也可以自

动完成。对于已使用过的设备，无需再对测量范围和

其他参数进行设置。

造福两大领域

通过扫除在Profinet体系中对IO-Link设施进行工程

设计的障碍，自动化制造商图尔克正使得IO-Link标准

对Profinet死忠粉具有吸引力。然而无论如何，成本节

省优势对IO-Link设施也同样适用。通过这种方式，SIDI

有望重新点燃人们讨论电子规划、设计和采购的 

激情。

作者 | Aurel Buda，图尔克工厂自动化系统产品经理

网页代码 | more11971e

Profinet节点在设备树中添加，并通常从TIA Portal

库中选择。IO-Link设备现在也完全可以进行离线工程

设计。此外，编程人员无需提前在笔记本上访问各个

设备并使用USB适配器输入必要设置。因此，对于大型

项目而言，统一在办公桌上访问设备数据可以比不使

技术  I O - L I N K

- 直接在Profinet工程系统中实现对IO-Link设备的全面配置

- 无需额外软件即可配置IO-Link

- 操作直观，以纯文本的形式输入

- 所有设备位于同一个项目位置

- 通过离线工程设计，快速调试大型项目

- 所有参数都保持在控制器中，因此更换master和设备时无需进行配置

S I D I 概述

由于基于标准的

Profinet机制， 
SIDI支持不同的工

程系统

lO-Link设备的参数可直接在工程系统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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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Global Automation Partner

面向物联网的多用
途工具
支持UHF RFID技术的读

写头

功能强大：可控输出功率高达2W的高性能UHF RFID读写头，必要时可选择

使用外部天线。

支持工业4.0：OPC UA符合AIM配套规范，可直接集成至更高级别的系统。

应用优化：提供带OPC UA、Linux、Windows、CODESYS控制器、以太网供

电、DXP触发信号的多种型号。 www.turc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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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车轨道4.0
应用  系统

Krups Fördersysteme的自驱电动e-Cart输送系统实现了对一家德国汽车制造商的

电池组装配和测试轨道的优化；其中，图尔克坚固可靠的IP67 PLC被用于输送带模

块的分布式运行控制

Krups最近推出了一款突破性（或标杆性）的高可

用性输送系统。公司第二代领导人Philipp Krups这样解

释它的基本理念：“传统的滚轮输送系统驱动器位于

输送轨道上。因此，轨道上会有大量机械部件，并且

还会发生磨损。这对于永久安装的系统而言，长期存

在维护的问题。因此，我们希望改进系统，免去轨道

维护的工作。现在，整个技术和电气系统都位于小

车，即所谓的e-Cart上。这些电动小车具有自诊断功

能，可以在需要进行预见性维护时从轨道取下，从而

缩短了停机时间并维持轨道的运行。这还使得以后对

输送生产线的扩展更加简单。另外，e-Cart系统还支持

灵活进行小批量生产。我们甚至可以说，e-Cart就是工

业4.0输送系统。”
e-Cart输送系统无需驱

动器从而无需对输送

轨道进行维护，因而

实现了尽可能高的可

用性

在许多地方，汽车制造商或1级供应商的生产大厅

都采用类似于时钟的机制。每个工作站的机器和工人

的操作步骤都紧密同步，使得被处理的对象可以返回

工作流中。然而，若有任何环节出现卡壳，尤其是生

产输送系统，则整个工厂都会杂乱无章。

尽可能高的可用性和灵活性是客户最重要的要

求。这迫使输送系统制造商努力创新。他们需要提供

免维护且更灵活的输送系统，能快速简单地集成，同

时比替代解决方案成本更低（包括所有直接成本和间

接成本）且能更快投入使用。Krups是一家装配和测试

自动化领域的市场领导者之一，其总厂位于Dernbach 

Rhineland-Pfalz。该公司专门生产可高效连接装配和测

试工作站的自动化系统。其全新的e-Cart系统配有可旋

转、提升、夹紧或倾斜工件的主动供电式智能工件 

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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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art改变了电动交通的物料搬运模式

Krups将新推出的输送系统命名为  “LOGO!MAT 

e-Cart”。除了汽车工业外，还能有哪个领域会最先用到

这种输送系统？毕竟，汽车领域是最早采纳工业自动

化的。而由于Krups近95%的销售都来自汽车工业，因

此新输送系统相当于是其主营业务。Krups的部分客户

是为汽车制造商供应完整系统的集成商，另有部分客

户本身就是汽车制造商的集成商。因此，未来主流的

德国汽车制造商将会在电动汽车电池生产设施中使用

e-Cart系统。

为了避免彻底改造车轮，K r u p s采用模块化理

念。e-Cart系统包含多个标准模块：旋转模块、移动托

盘模块、止动器模块和分割器。这些模块根据不同客

户的需求按不同的布局进行组合，并与工厂的现场控

制系统相连。输送系统可为客户的生产系统提供报告

数据，并支持布置双向通信接口。

模块化输送系统的分布式控制

“以前总是有一个主控制器，所有信号都会经过

这里。这会涉及到部分的点对点接线，但分布式I/O设

备的接线也逐渐增多。这就造成了编程问题。工厂编

程人员通常按特定的顺序编程所有设备。然而，若在

通电时或发生紧急情况后出现序列以外的状况，则用

户 必 须 手 动 移 动 对 应 设 备 ， 才 能 恢 复 正 常 顺

序。”Krups的控制开发员Christian Mies解释道：“为

了避免手动干预，必须以不同方式编程输送系统。此

外，还必须定义适合所有情形的条件和适当措施。”

若模块通过中央控制器控制，则客户进行某些更改时

必须会中断整个流程。若以后发生故障，问题还是回

归到Krups，尽管Krups并不承担任何责任。这种经验让

Krups学到了一点：理想情况下，每个模块应能自主 

控制。

快速阅读

为了满足现代装配和测试自动化领域对安全性、低维护和通信方面日益增长

的需求，Krups Fördersysteme推出了e-Cart输送系统。该系统采用免维护轨道

和智能自驱动小车，并结合了具有标准控制器的分布式系统组件，可以确保

灵活、安全的装配自动化，从而提高可用性并可实现灵活的小批量生产。轨

道的各个模块由图尔克的TBEN-L-PLC自主控制。这是一种支持多协议的IP67 

PLC，可为Krups的各个组件提供标准和优化的控制序列。因此，可以缩短客

户所需的布线和调试时间，并实现轻松扩展系统。

图尔克的TBEN-L-PLC控制Krups输送系统模块 – 通过CAN与外设通信，通过Profinet或Ethernet/IP与主控制器通信

“长期来看，我们不想

只是成为机械系统供应

商，而是希望成为即插

即用的输送系统的供应

商，这种智能系统应能

自我控制，并只需一个

更高层级的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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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制造电路板、装配外壳并完成所有接线。尽

管我们成功生产出控制器，但整个过程非常费力。”

高管Peter Krups在解释内部研发模块控制器时说道。

自图尔克数年前推出其TBEN-L-PLC block控制器以

来，Krups省去了许多构建系统的工作量。除了e-Cart系

统外，他们还在许多其他机型中使用这款IP67控制器。

每个输送系统元件的控制系统都在Codesys中编写。该

控制器与驱动器、阀组以及模块其他组件的通信通过

总线接口实现，而与主控制器的通信则大多通过Prof-

inet实现。“这款控制器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优势。现在

模块可以立即部署，无需任何其他现场编程设备，例

如更换、插入、数据备份等。理想情况下，客户只需

连接24 V电源的7/8英寸的插头连接器和总线连接的以

太网连接器。”Mies在解释用户获益时说道。对于

Krups这样的跨国公司而言，该紧凑型控制器仅凭借其

提供的多种协议就收回了成本。IT经理Mies表示：“正

如混合使用不同协议的欧洲和亚洲市场，我们可以同

样的方式用Ethernet/IP服务美国市场。当前，我们主要

使用Ethernet/IP和Profinet，但若客户需要，原则上我

们也可以提供Modbus TCP。另一个令人兴奋的点是图

尔克设备包含了所有Codesys许可证。无论客户使用哪

种现场总线，我们都有相应的许可证可以使用。甚至

有时我们需要小型主控制器时也可以使用许可证，因

为图尔克设备还提供master许可证。”Mies在描述

TBEN-L-PLC在不同场景部署时说道。

自主控制提升过程安全

如今，对于外界，每个模块都作为黑箱工作，只

需通过总线连接与中央控制器进行双向通信。它们通

过运行程序来执行特定任务：旋转、传输、交通监控

以及报告模块状态。因此，每个模块都完全根据开发

设计进行控制，并完美实施所有可能的序列。工厂控

制器安装在更高的层级，并控制整个工作流。然而，

实际定位序列和状态监控由模块的各控制器负责。

Krups不再需要干预整个工厂的控制，同时工厂操

作员也不需要控制输送系统模块。仅需实施底部层级

的一般控制器与模块间的通信。Krups在内部将这些具

备智能的输送系统模块称为智能模块。因此，他们在

十年前就开始寻找可以直接安装在模块上的自主控 

制器。

自主生产的IP67控制器

“当时我们已经在寻找IP67防护等级的紧凑型控

制器了。然而，市场上并没有我们想要的。”Christian 

Mies说道。Krups因此只能先自力更生：“我们自己生

产了安装了所有M12插头连接器并将所有部件囊括在外

壳内的板载控制器。外壳必须钻孔，并带有气动系统

和显示器。这些都是大的部件，并且相对难以生产。

应用  系统

在止动器和其他功能

模块，e-Cart通过NFC
与小车通信

前后对比：Krups独立

生产的控制器（左）运

转良好，但明显比图尔

克的TBEN-L模块（右）

更大、安装更复杂，此

外只能用于Profinet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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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art系统在电池生产中节能

电池生产中使用的e-Cart输送系统的规格明确显示

了制造商将其用于电动交通的意图。在1米的输送轨道

上共有130个自驱动小车，这已不再是小批量生产的阶

段了。Krups在轨道上安装了70个转盘和大约140个止

动器。每10个止动器共用一个TBEN-L-PLC作为客户主控

制器的网关。这大大减少了客户所需的总线节点 

数量。

如要更改方向，可以使用传输装置将小车移动到

平行轨道，或使用转盘更改方向。不同于大多数传统

系统，TBEN-L-PLC能够与e-Cart系统的小车通信。止动

器上装有NFC（近场通信）单元，以便使用TBEN-L-PLC

作为网关来实现主控制器与小车间的通信。通过这种

e-Cart系统不仅是节能和防故障的，还可以实现工

业4.0应用场景中强调的更灵活的流程，并且已经成功

实施。通过与工件载体的通信，可以支持更多的产品

类型，如另一应用示例所示：类似于汽车工业，e-Cart

输送系统可以输送2种型号的车桥。然而，小车可以在

生产过程中移动140种不同的车桥。主动驱动式工件载

体可以实现轻松激活或移除不同的生产步骤，从而尽

可能缩短等待时间，并可在工作站上为小车设定不同

的速度。

在现场使用具有智能控制技术的e-Cart系统有助于

确保顺利和高效地执行灵活的生产流程。从这个角度

看，高度同步的时钟机制带来的生产景象也可以通过

不同的时间来实现。即使生产4.0要求不同环节相互协

»仅仅是将24V电缆和信号连接到止动器
的12个控制器上，然后贴上标签就已经
是非常耗费人力的工作了。TBEN-L-PLC
仅通过这项节省就可以轻松收回成
本。«

Christian Mies |  Krups Fördersysteme GmbH

方式，小车可以根据其状态或者是否存在警告消息来

移除。另一大优势是：当小车等待时，不会消耗任何

电力。而传统滚轮输送系统中的驱动器即使在未移动

任何纸箱的情况下也会继续运行。

BL compact通过CAN提供额外I/O

模块的传感器和执行器直接连接至TBEN-L-PLC。 

block控制器共有4个插槽，提供8个通用通道，可以根

据配置需要自动设置为输入或输出。若需要其他

I/O，Krups可以使用BL compact I/O模块通过CAN总线扩

展所需信号数量。BL compact模块同样设计为IP67防护

等级，并直接安装在设备上。

IP67节省接线

K r u p s认识到通过 I P 6 7技术可以大大减轻工作

量。“仅仅是将24V电缆和信号连接到止动器的12个控

制器上，然后贴上标签就已经是非常耗费人力的工作

了。TBEN-L-PLC仅通过这项节省就可以轻松收回成

本。”IT经理Christian Mies赞赏道。

调，生产4.0的时钟也应该像萨尔瓦多•达利的绘画作品

一样灵活多变。

作者 | Frank Paluch，图尔克销售专家

客户 | www.krups-online.de/en
网页代码 | more1195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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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底部拇指指甲大小

的标签今后将控制、保

存和记录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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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阅读

工业4.0理念如何在特定项目中实施？Kirschen-

hofer Maschinen GmbH最近在Britax Römer Kinder-

sicherheit GmbH的一个项目中进行了相应展示。 

Kirschenhofer实施了一个针对儿童座椅的追踪系

统，无需任何高级控制器或中央数据库，而是使

用产品上的RFID标签作为数据池。该标签包含装

配工作站的序列，并记录了所有的生产步骤，从

而确保质量并实现后续即使在包装过程中也能进

行快速简单的产品识别 – 无论在什么位置，且完

全无需访问数据库。该成功项目基于Kirschen-

hofer实施的从图尔克的TBEN-S多协议RFID I/O模块

到美国国家仪器公司的Labview系统开发软件的 

连接。

标签团队
Kirschenhofer Maschinen GmbH结合使用图尔克的RFID标签和

TBEN-S-Ethernet多协议模块以及Labview为Britax Römer开发了一个

生产控制和质量保证系统 – 完全无需使用PLC

任何曾经不得不在汽车上安装儿童安全座椅的人

都会感激Isofix标准带来的便利。只需2次卡扣操作就能

将座椅可靠固定在带Isofix固定点的任何汽车上。创

意：座椅有2个永久固定的锚定装置，可以通过它们将

座椅扣入汽车上的Isofix锚点。Isofix接口简化了座椅的

结构并提高了安全性。该标准最终由儿童座椅制造商

Britax Römer和大众通过合作变成了现实。自此之后， 

Isofix才成为私家车和儿童座椅必须满足的国际要求。

客户和制造商对自行车座、头盔、手推车、汽车

座椅等保护儿童的产品安全性尤其重视。生产故障是

零容忍的，必须尽可能排除。但这通常不受制造商控

制，尤其是在故障部件由供应商提供时。因此，次要

手段为确保快速顺利进行产品召回。

基于Labview的改良系统节省成本

在建设Advansafix IV儿童座椅的生产线前，Britax 

R ö m e r 咨 询 了 自 动 化 专 家 和 特 殊 机 器 制 造 商

Kirschenhofer Maschinen GmbH。两家公司都位于Ulm

附近，相互之间只有数分钟的车程。因此，双方合作

非常紧密。很快，各自代表就对如何通过自动化方式

确保大部分是手动完成的全新儿童座椅生产的安全性

达成了一致。系统的控制将基于Labview，并使用RFID

标签用于数据池。其中，Labview是用于测量、仪器和

控制应用的使用最广泛的系统开发软件环境。获

益：Britax Römer在重要的生产转换及基础设施投资上

实现了成本节省。

Advansafix IV的生产过程包括16个步骤。每个步骤

都需检查一项特点。首先是建造座椅的底部，最后是

将座椅包装至纸板箱中。每个成功完成的生产步骤都

必须记录为“没问题 (OK)”。若某个工作站缺失或无

法成功完成，则该特点记录为“有问题 (NOK)”。

无需PLC和数据库的追踪系统

Britax Römer负责该项目的过程工程师Nico Dreher

想要一个支持移动使用且能简化经销商处座椅识别的

系统。Kirschenhofer开发了一个全新的系统方法可以同

时满足这两项要求：使用将所有数据存储在产品标签

上的RFID系统进行过程控制。这种想法最初听起来并不

惊艳，但是这种生产追踪系统以前还从未实施过。 

»通过使用不带PLC的解决方案，
我们在返修工作站上节省了数千
欧元的成本。«
Craig Craill | Kirschenhofer Maschinen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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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字节内存的粘性标签

Kirschenhofer在图尔克这里找到了正确的标签。

由于标签必须粘贴在座椅上，因此不能过大。标签还

必须相对廉价，因为它需要保留在产品上。图尔克可

提供满足所有这些要求的TW-L36-18-F-B320智能标签。

该拇指指甲大小的标签内存为320字节，高于所要求的

最小内存，因此无论后续是需要添加设定测量范围还

是更多工作站，都可以轻松应对。

不带PLC的改良解决方案

这类追踪和测试系统无需PLC，过程时效性不强，

并且也可使用传统办公硬件记录。然而，这种情况下

接口通常会成为问题。RFID接口通常设计用于连接工业

以太网网络，因此无法轻松与PC应用或移动终端设备

进行通信。

Kirschenhofer的管理合伙人兼PLC编程人员Craig 

Craill寻求无需PLC也能运行RFID系统的解决方案。返修

工作站是其中的关键点。操作员将在平板电脑上查看

这里的所有必要信息。它会显示哪些特点是错误的，

并附上最终系统装配状态的参考图片。该系统基于标

准软件，因此Britax可以加入图片和文字，无需任何额

外的集成成本。Kirschenhofer在返修工作站使用Lab-

view软件。然而，该软件无法连接RFID系统，因此必须

找到应对方案。

追踪系统通常使用标签ID并将相关的生产数据保存在数

据库中，从而可以从所有相关的过程点访问。然

而，Kirschenhofer希望为客户省去这种类型的服务器基

础设施。毕竟，每家经销商都应能访问数据库。无永

久数据链路且不带PLC的分布式系统有其特定的优势：

首先，提供了移动性和独立性；其次，降低了成本。

标签的存储容量虽然有限，但这只是一个小限制。只

有相关的信息和特点需要保存。

验证理念的五大核心过程步骤

一旦框架制备完毕，就需要在试点系统中实施16

步骤生产线中的5个关键步骤来验证理念。第一个工作

站将标签粘贴在后续座椅的底板上。RFID读写头会通过

读取新粘贴的标签内容并使用过程图片写入来检查其位

置是否正确。机器人测试站被选择为第二个工作站。该

工作站对大体上已完工的座椅的16项生产特点进行目视

检查。若座椅某些特点需稍后测试，则测试机器人可以

通过座椅上的标签选择测试其他的特点。第三个工作站

检查Isofix功能。在完工的座椅打包前，第四个工作站

检查所有先前过程步骤是否在标签上记录为OK。第五

个工作站是返修工作站，标记为N O K的座椅将在此 

返修。

整个过程会保存在RFID标签中。验证生产步骤的

顺序只有一个。系统通过在4个工作站的每个都成功完

成装配过程后设置OK来确保观察到正确的序列。因

此，工作站2只能紧跟工作站1（粘贴标签）。针对当

前座椅先前工作站1的步骤是否成功完成的检查在工作

站2执行。检查完成后才能继续。

应用  R F I D

在给座椅粘贴包含序列号的橙色标签之前，

系统会检查座椅上的所有过程工作站是否都

标记为OK

图尔克的TBEN-S-RFID
接口既可通过Profinet
与Siemens PLC通信，又

可作为接口通过Ether-
net/IP与返修工作站的

Labview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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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成功感到满意：Kirschenhofer 
Maschinen GmbH的Craig Craill和Bri-
tax Römer Kindersicherheit GmbH的

Nico Dreher（右）

more@TURCK 2 | 2019

编程Labview与Ethernet/IP之间的接口

Kirschenhofer为Britax Römer系统选择了紧凑型的

TBEN-S-RFID接口，并根据工作站的情况选择图尔克的

不同读写头。TBEN-S模块可通过Profinet、Ethernet/IP

或Modbus TCP将预过滤的读写头的RFID数据输出至更

高层级的系统（通常为控制器）。为了避免通过控制

器间接传输数据，Craill决定编程Labview与Ethernet/IP

间 的 直 接 接 口 。 他 希 望 对 协 议 进 行 积 极 开

发：“Ethernet/IP潜力巨大，因为它有工业以太网网络

的优势，同时又不同于Profinet，它是完全开放的，且

运行无需许可费。”程序同样非常注重Ethernet/IP与

Labview之间接口的潜力，因为Labview软件几乎是试

验台的行业标准。Craig Craill和Kirschenhofer的同事连

续数月钻研了900多页手册，学习Ethernet/IP代码，并

最终开发出了适合Labview的设备描述文件，该文件与

驱动程序类似。根据先前处理试点系统的经验，确认

了接口能够可靠运行，并可为Kirschenhofer的后续项目

提供灵活度。

该系统的另一大优势是Britax Römer可以自行定义

额外的特点，将其添加至标签并进行检查。系统的开

放度非常高，即使无需任何编程知识也可进行扩展。

座椅制造商的员工也可针对扩展生产流程、不同座椅

型号的生产甚至不同产品的生产进行调整。

基于标签的系统节省了PLC和资金

Craig Craill对PLC解决方案与Windows平板解决方

案的价格进行了粗略对比：“不使用PLC的解决方案使

我们在返修工作站上能节省数千欧元的成本。该解决

方案使用Windows Surface平板电脑替代PLC、屏幕和管

理数据库的额外IPC。”在当前的扩展阶段，测试机器

人仍然由PLC控制。Crail l也可以想象下这里也不用

PLC。“由于安全信号原因，这在当前还不可实现。但

我已经测试了图尔克的TBPN安全模块。它可以在无需

PLC的情况下用于控制测试机器人。”

更高的返修安全性

然而，该项目不只是在成本方面出色。其涵盖的

过程，尤其是返修，比以往更加高效和安全。“以前

需要在测试后通过写入操作记录产品的错误，或检查

返修工作站本身的各项特点。现在，只需将座椅放置

在工作站上，就可以查看哪项特点存在问题。这是非

常大的优势，因为比以前更加快速和安全。”对该解

决方案印象深刻的Dreher说道。Kirschenhofer为返修工

作站选择的是细长的TNLR-Q80L400读写头，因为座椅

不提供固定锚点，因此读写头需要有更大的检测范围。 

将测试结果写入座椅底部标签的TTN-Q14读写头，

安装在座椅下方的金属底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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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机器人测试站中使用该模块的Profinet，或

在返修工作站使用Ethernet/IP等 – 无论哪种情况，我们

总能使用正确的设备。读写头和标签的产品范围也让

我们印象深刻。”

作者 | Ralf Moder，图尔克销售专家

客户 | www.kirschenhofer-maschinen-gmbh.de
用户 | www.britax-roemer.de/en
网页代码 | more11951e

“长读写头可确保在所有位置都能可靠检测标签。工

作站还支持移动使用并可检测封闭包装箱中的座

椅。”Craig Craill在解释选用80 x 400 mm RFID读写器时

说道。 

高效的产品物流

返修成功的座椅最终与其他座椅一样放置在生产

线末端工作站上。在这里会执行最终检查，确认所有

特点是否都OK。确认无误后才会为座椅粘贴带独特序

列号的认证标签。之后，座椅将包装进纸箱中，包装

完成后无需打开纸箱即可读取标签。“我们甚至可以

自己建立移动的返修工作站。为此，需要另一台平板

电脑、读写器、交换机和Labview许可证。这样，我们

便可在出现错误时驱车前往经销商处并检查座椅。与

以往相比，这会更加高效。”Nico Dreher说道。在这

种情况下，以前我们需要在经销商处取出所有包装箱

内的座椅，并逐一识别。然后将每个座椅放回其最初

的包装箱。无论是对经销商还是我们自己的仓库（若

装运前需要检查座椅），这都非常耗费精力。

结论

试点系统5个工作站的运行证明了Kirschenhofer实

施图尔克BL ident RFID解决方案理念的有效性。该项目

现在将在其他工作站中应用。这不是Craig Craill对图尔

克组件印象深刻的第一个项目。“Kirschenhofer已经使

用TBEN-S模块很长时间。我们既是第一批测试这些I/O

模块的人，也是第一批使用RFID模块的人。多协议概念

让我们印象深刻，因为它使我们只需库存一种模块。

应用  R F I D

使用合适的RFID读写器

可以识别封闭包装箱中

的座椅 – 这是一项巨大

的优势，此外也在产品

召回中使用

概览：返修工作站的平板电脑 
（右）通过Labview显示需要到哪

个工作站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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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Global Automation Partner

www.turck.com.cn

图尔克提供众多支持PROFINET且具备系统冗余S2和PROFIsafe的产品
组合。

PROFINET I/O系统包括防护等级达IP20和IP67的模块化或block I/O系
统以及防护等级达IP67的PROFIsafe混合模块。

COCODESYS-PROFINET控制器包括带PROFINET控制器的HMI、带
PROFINET控制器和设备的IP67 PLC以及带PROFINET设备且防护等级
达IP20和IP67的模块化I/O系统。

支持PROFINET
的全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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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桌子
RFID带来的灵活性：UHF读写器和手持

设备为一家中国家具制造商的表面处理

环节确保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短的停机

时间

生活标准的不断提高正在推动消费品业务的快速

发展。中国家具行业同样如此。除了海外订单外，近

年来国内市场的订单也在不断增长，并且对多样化和

高质量的产品提出了要求。家具制造商必须紧跟这些

需求。传统工作密集型流程越来越多地面临现代化高

度协调的生产和逻辑流程的竞争，因而有望推动企业

实施更灵活的生产。

为了实现定制化大批量生产的目标，越来越多的

企业正在使用RFID技术，这是工业4.0最重要的核心工

具之一。一家中国企业通过使用由图尔克（天津）工

程控制系统有限公司提供的带有模块的BL ident RFID完

整系统，证明了实现效率提升的可行性。

未来工业生产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消费者所喜

好的不同形状和颜色。对生产过程要求的差异与对工

件特征和要求同样重要。任何参与批量生产的人员都

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各种工作站中不同工作负荷的挑

战。若无智能系统支持，将绝对无法确保机械、员工

和设备的经济部署。这家中国客户寻求的是全面而强

大的生产物流管理系统。这尤其包括对不同工作流程

平滑和高效地协调，包括输送系统和喷涂机器人。公

司希望得到这种系统，来逐渐替代困难的手工操作。

读写头传输产品代码

现在，RFID产品控制这家家具制造商表面处理过

程中的重要操作。一旦生产完成，输送机系统就将桌

子、椅子和碗柜输送至喷涂生产线。各工件都配有RFID

标签，用于存储特定的产品代码。这非常重要，因为

输送带上的工件必须接收该数据。只有这样，家具部

件才能随后被运输到正确的过程位置中。在这里，使

用Q175-UHF读写器将每个工件的产品ID传输至工件载

体，工件载体随后被推送至可移动的运输模块。该模

块同样配有UHF读写器。家具部件的下一步动作取决于

所采集的信息，该信息也被喷涂机器人访问，根据设

置进行移动。

图尔克的U H F读写头

将产品信息传输至运

输载体的RFID标签

应用  R F I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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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阅读

只有借助智能系统，才能高效完成针对广泛产品

范围的混合生产流程。一家中国制造商在这种项

目中使用图尔克全面的BL ident RFID解决方

案。Q175读写头可传输产品代码，并确保每个工

件得到了正确的喷涂。在最终检查中，员工使用

UHF手持设备将整个系统中的检查结果记录到载

码体中。

接下来，通过RFID技术通知员工已经到达生产末

端的工件数量。这里的数据可使用UHF手持设备手动扫

描。生产完成后，另一个UHF读写器采集工件的数据，

并将其传输至生产系统，然后将检验结果写入标签。

定制的信号强度

针对工件载体和家具部件上标签的不同读写范

围，要求使用UHF RFID技术。高频RFID (HF) 不能满足要

求，并且安装过于复杂且使用不灵活。由于检测范围

更大，UHF读写头可以沿生产路线轻松安装。手持设备

同样具有长检测范围，使得员工可以从方便返回的位

置快速读取数据。然而，为了排除能量过冲或无效

点，系统集成商适当减小了Q175的发射功率。此外，

对工件载体上的电子产品代码也进行了设计，使其与

家具组件的RFID标签信息相区分。这可防止读取错误的

可能，因为读写器仅过滤过程中与本地相关的数据。

在家具制造商的生产大厅中，直接可见图尔克BL 

ident RFID系统的读写头和UHF手持设备。在控制柜

中，客户还在其BL20 I/O系统中使用RFID-S扩展模块。

该网关兼容其他模块，因此RFID读写器和其他来源的信

号可以同时传输。

耐久的UHF标签带来业务机会

RFID技术使得这家中国家具制造商不仅提高了表

面处理过程的效率，还缩短了停机时间。工件可以实

时追踪，且可获得大量关于客户产品状况的信息。今

后几年，UHF标签在家具中的使用还将实现其他两项用

途：首先是防止产品伪造；其次是实现长期质量追

踪。每个销售的产品都将使用可供永久识别的合适的

迷你标签。因此，家具行业将大幅受益于RFID技术，并

更接近“中国制造2025”的预定目标。

作者 | 林强，图尔克中国RFID产品经理

网页代码 | more11952e

移动的导轨运输装置

使用Q175读写器找

到待装配的单独部件

中国家具市场正在快速发

展，并对制造商提出了更

高要求

RFID芯片是面向复杂

过程链的低成本数据

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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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阅读

Wilhelm Niemann Maschinenfabrik是一家专为油

漆、清漆和化工行业生产混合器和磨机的公司。

客户几乎只在爆炸危险区域使用这些产品。这家

位于M e l l e的制造商在控制柜中安装了图尔克

IMX12接口系列中节省空间的隔离开关放大器和温

度测量放大器。它们可将操作按钮的信号发送到

现场，并传输本质安全的数字和模拟输入信

号。Niemann多年来还一直使用IM36电位计放大

器来确定齿盘的高度。带Namur输出的图尔克电

感启动器使用时间更长，并且以其大开关距离给

Niemann留下深刻的印象。

应用  传感器 / 接口技术

为了检测液压油缸的

高度，Niemann在其

机器的立柱中安装了

图尔克的电感式接近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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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Ex防爆区域
Wilhelm Niemann Maschinenfabrik通过图尔克安全高效的Ex保护解决方案

（包括精密传感器和快速紧凑的接口设备）确保其机器的可靠运行

需要使用PLC。这同样适用于90%左右的蝴蝶溶解器的

使用。封装的Profinet或Profibus电缆可以从控制柜中的

PLC连接到操作元件。

然而，有些企业无法利用PLC编程人员的专业知

识，而其他企业甚至不需要总线技术。没有PLC的第二

种型号需要硬接线。它通过图尔克的IMX12隔离开关放

大器将操作按钮的信号发送到现场。如果客户需要从

爆炸危险区域传送特定的数字或模拟值，也可以使用

IMX12接口系列的产品。因此，接近传感器的数据或温

度值可作为本安信号传输至控制柜。

新采购的隔离开关放大器必须外形纤薄且带电源

导轨。最终，图尔克IMX12系列产品被选中，这不仅是

因为它们宽仅12.5mm，还因为它们通过电桥供电。因

此，单个产品的外壳通过DIN导轨馈送至控制柜内，从

而无需面板制造商进行任何费力的桥接设计。IMX12同

样无需独立的电源，因为一个插头连接器已经足够用

于耦合使用的产品系列。

“表里如一”– 这是Wilhelm Niemann Maschinen-

fabrik尤为重视的格言。从特殊螺钉到气缸，这家总部

位于Lower Saxony的公司生产大量工业和实验室设备用

的组件。他们大部分客户都是全球各地的油漆、清

漆、粘合剂或硅树脂生产商。“我们秉承‘德国制

造，Niemann生产’的准则。”电气工程部门车间经理

兼项目经理Hendrik Werges说道。

Niemann生产的机器类型之广，在外行人乍看起

来并不明显，尤其是Melle-Neuenkirchen仅生产三种基

本类型的机器。其中，溶解器适用于混合流程和分配

流程 – 旋转齿盘将固体物料分解成液体，然后进行研磨

并混合。成品可以是墙面涂料等。篮式砂磨机可以对

预分散的物料进行更精细的研磨。通过抽吸泵盘，可

以使用汽车漆生产商特有的动作将产品从装满陶瓷珠

的篮中吸出。

定制机器

对设备的要求随着产品粘度的增大而提升。“有

些产品的粘度很高，溶解器盘只能钻出孔。”过程工

程师Michael Diddens解释道。为了同时移动容器内的物

料，Niemann的第三个机器系列“蝴蝶”Kreis溶解器采

用安装在正中位置的蝴蝶工具，而刮刀则安装在外

侧。例如，该机器的缓慢圆周运动可以确保物料混合

并用于密封材料的生产，然后将其输送至其他溶解器

齿盘的分配区域。

根据产品要求的不同，客户会选择其中一种基本

类型，但在实际过程中会对机器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

求。这家家族运营企业的技术团队必须根据现场客户

的本地需求绘制项目图纸。例如，是否因为室内高度

有限，需要使用5000升的容器；或者，是否要在混合

罐的冷却回路中加入加热系统，以便生产特殊产

品。Niemann还提供采用标准设计或顶部安装设计的溶

解器，用于安装在钢制平台或吊顶中。

受限空间中的安全性

这些机器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用于爆炸危险

区域中。因此，对于1区外的控制柜也必须考虑到这一

点。为此，Niemann一般遵循2个系统，具体取决于是

否需要复杂的控制器。机器的触控面板毫无例外地都

从Melle走向世界：Niemann为其Kreis溶解器等机器配备图尔克的传感器和接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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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闭，并配有全方位可视的LED，使用特殊螺钉夹紧

在槽中。

专门设计的电感式传感器可以承受驱动器的磨

损，从而可在苛刻的环境中扫描开关接线片。背景：

顶部安装的溶解器体积达15,000升，在加注过程中，其

刮刀必须不能位于球阀下方，以防止沉积物的形成。

因此，设计师定义了容器刮刀的停留位置，并在顶部

链传动装置中安装了检测板，由传感器监测。

IM36通过了速度测试

齿盘在外壳内的位置由电缆传感器确定。它通过

测量电缆的触点提供电阻值，并且必须作为模拟值提

供。电位计放大器可将其快速转换成本质安全的4-20 

mA电流值，以便连接的系统可以稳定地调节高度。

三种环境，三种启动器

在接口设备之前，Niemann就已经使用图尔克传

感器技术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接口模块还可转换

部分由现场启动器提供的信号。“图尔克传感器的开

关距离比市场上常见产品大1到2毫米。”Hendr ik 

Werges说道。这种差异可以实现许多简化。例如，Nie-

mann的技术人员在其机器的立柱中安装了M18电感式

接近开关用于检测高度。立柱中含有用于提升机器的

液压油缸。然而，液压油缸不能超出特定范围，以便

齿盘仅在储罐内运行或保持在盖子上。为了限制行程

并实现安全相关回路，在适当的位置安装了用于监测

中间油缸的传感器。安装这些传感器变得更加困难，

因为会在油缸底部末端造成大约4毫米厚的加强环，并

且必须不能被启动器堵塞。无论距离如何，该传感器

都必须检测到气缸和活塞环。这证明了带NAMUR输出

的图尔克NI10-G18接近开关的优势。该开关适用于Ex 0

区和20区，并且已被Niemann广泛应用于大量产品。

任何想要在Niemann机器中找到最小的图尔克组

件的人都必须非常仔细。BIM-UNT-AY1X磁场传感器的

外壳长度仅有31mm，高度仅6mm，被隐藏在油箱加油

口的盖铰链中。该微型传感器可以检测盖子是打开还

应用  传感器 / 接口技术

»图尔克传感器的开关距离比市
场上常见产品大1到2毫米«
Hendrik Werges | Wilhelm Niemann Maschinenfabrik

IMX12和IM36放大器

保障Ex环境下的安全

信号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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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该过程在五年前仍然有时会造成问题，Werg-

es回忆道：“客户在配置文件中指定齿盘必须移动的特

定高度。如果转换时间过长，机器将错过关键位置几

厘米，然后不断振荡。”这需要一种循环时间小于700

毫秒的换能器作为解决方案。因此，Niemann当时将目

光转向了图尔克接口技术。准确地说，IM36放大器可

在30毫秒内完成转换，因此能够在滞后范围内定位齿

盘。

作为高速模拟转换的专家， IM36目前已安装在

Niemann机械的控制柜中很长时间，并在近期迎来了

新“邻居”——纤薄的IMX12放大器。这家位于Lower 

Saxony的机器制造商当前正在使用图尔克的传感器技

术测试另一个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需要使用启动器

来替代以前限制旧式驱动器速度的解决方案。“我们

现在讨论的是备件业务。”Hendrik Werges解释道。当

前的机器由变频器控制，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控制面板

中的电位计调节机器的速度。这种触觉控制长期受到

客户的广泛认可。

作者 | Joachim Ricker，图尔克销售专家

客户 | www.niemann.de
网页代码 | more11953e 

电桥系统通过DIN导轨连接

馈电，从而简化了IMX12设
备的电源

在生产过程中，容器的双吸盘在设定高度下旋转

紧凑的BIM-UNT磁场传

感器隐藏在加油口中



服务  联系方式

展会
在众多国内和国际展会中，图尔克将向您介绍用于工厂和过程自动化

的当前产品创新和可靠解决方案。欢迎您参观我们的展位并亲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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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尔克产品网站和

产品数据库中，您可以找

到图尔克产品、技术、系

统和工业解决方案的所有

相关信息，包括从成功案

例、数据表，再到CAD数

据的下载。

日期  展会 城市，国家

01.04. – 05.04.2019 Hannover Messe Hanover, Germany
02.04. – 04.04.2019 RFID live Phoenix, USA
08.04. – 11.04.2019 Pro Mat Chicago, USA
09.04. – 10.04.2019 ISA/AEC Calgary, Canada
09.04. – 11.04.2019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Celje, Slovenia
15.04. – 18.04.2019 Oil & Gas Moscow, Russia
07.05. – 09.05.2019 Fabtech Monterrey, Mexico
08.05. – 10.05.2019 中国（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动力传动与自动化展览会 北京，中国

14.05. – 16.05.2019 Smart Automation  Linz, Austria
14.05. – 17.05.2019 Industry Days  Budapest, Hungaria 
15.05. – 18.05.2019 Metaltech-Automex  Kuala Lumpur, Malaysia 
21.05. – 24.05.2019 Elosys Nitra, Slovakia
28.05. – 30.05.2019 SPS IPC Drives Italia Parma, Italy
04.06. – 06.06.2019 Africa Automation Fair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11.06. – 13.06.2019 Expo Pack Guadalajara, Mexico
18.06. – 21.06.2019 ROSUpack Moscow, Russia
09.07. – 11.07.2019 Semicon San Francisco, USA
17.09. – 21.09.2019 工业自动化展IAS 上海，中国

01.10. – 03.10.2019 HI Industri Herning  Herning, Denmark
22.10. – 25.10.2019 Congreso Internacional Minero Acapulco, Mexico
23.10. – 26.10.2019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CeMAT 上海，中国

11.11. – 14.11.2019 Fabtech   Chicago, USA
26.11. – 28.11.2019 SPS Nuremberg,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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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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