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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秘诀
“创新和质量是必须”

Ulrich Turck先生说 12页

三重角色
全新的人机界面控制系统（HMI）
具有PLC功能、可视化和卓越的通信功能

线性领导者
电感传感器家族新产品可替代磁致伸缩直线位移传感

器、电位计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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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开展业务时摒弃当前“全球经济危

机”、“未来几天或几个月又会有什么不幸临

头”等老生常谈。与其在无谓的投机和揣测中

虚度光阴，我们还不如去关注那些真正需要我

们去做的事情。

“时势”让我们有机会检验我们的流程，

进而调整方向，提高效率。所谓正确的方向就

是毫不懈怠地关注您－我们客户－的需求。作

为扎根中国的自动化系统和解决方案的供应

商，我们在市场中保持长盛不衰的唯一坦途就

是能够更加及时准确地了解您的需求。为此我们必须调整创新，使其能够

更好地贴近您的需求。同时我们还要更快、更灵活地去证明这一点。仅仅

创新是不够的，还要求创新正当其时。

为此，图尔克今年推出了一款新的线性位移传感器LI系列。它不需要

磁定位装置，而是通过一个感应式谐振器来检测位置。LI系列为客户带来

了真正的好处，它可以替换任何磁致伸缩或电位器测量解决方案。

我们引进到中国的生产线会为您提供品种丰富、系列齐全的定制接插件

产品。快速提供定制的电缆接插件解决方案可以完美地契合客户的应用。只

要客户需要，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我们的接插件提高到IP67的工业标准。

同样，通过开发适合机械行业的24VDC有源LED照明方案，我们进一

步扩展了LED产品线。其全密封和标准工业外壳能满足工业应用和恶劣环

境的各种要求。

随着新RFID技术的更新，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内置传感器功能的RFID载

码体—智能载码体。结合我们工程公司强大的工程技术能力，我们能够解决

RFID整体应用，并集成到先进的现场总线网络。鉴于我们在此项工艺中的长

期经验和领先技术，我们可以提供目前市场上最先进的创新解决方案。

我希望本期用户专刊能够带给您更多的详细信息。我们训练有素的技

术销售团队也将零距离地为您提供最直接的支持。借此契机，欢迎访问我

们的网站www.turck.com.cn。我们期待着为您服务。

最亲切的问候！

 Frank Rohn 

TTS & TAS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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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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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推出人机界面

应用于液压系统的
        压力传感器

 图尔克集团预计本财年的销

售额是两亿七千万欧元，相比

2008年降低了27%。汉斯图尔

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Chris-

tian Wolf 先生在图尔克年度记

者招待会上称：“今年，公司

在非常重要的汽车和机械制造

业市场上受到的影响较大。我

们还是期待销售额能有比较稳

定的各位数字的稳固增长。尽

管我们受到了无法避免的经济

危机的影响，客户还是可以信

赖图尔克这个自动化行业的方

案解决专家。”

 图尔克新推出了一款多种压力单位可选的

PS300系列压力传感器。抗恶劣环境，具有

IP69K防护等级的测量范围-1到600 bar，

尤其适合于环境恶劣的液压系统。PS300

新开发的高性能压力检测元件将测量信号

进行处理后，以数字形式传输到完全密封

的显示面板上。这种设计具有高度抗电磁

干扰性，开关点精度可以精确到整个压力范

围的0.5%。PS300具有G1/4内螺纹或者是

1/ 4"-NPT和R 1/ 4" 内外螺纹并带有数字

和模拟量输出。良好的密封确保了可靠

的过程连接。新的压力传感器支持IO-

Link通讯协议，可根据客户需要来选

择VDMA 菜单结构。

更光明的前景

 除了传感器、总线、界面、接插件产品，图尔克推出了新的产

品系列-人机界面，第一款型号VT250在纽伦堡SPS/IPC/Drives 

展览会上亮相，其他型号产品将在2010年相继推出。图尔克新

的人机界面产品具有可视化，可控制性，适合不同类型网关的特

点，从而实现总线和以太网之间的实时通讯。VT250被设计成主

从式装置，支持CoDeSys 和 FDT/DTM标准协议，具备良好的通

讯性能，保证为客户提供经济有效的界面解决方案。VT250具有

5.7"TFT触摸屏（QVGA），212*156*50mm小巧外壳。可在背

面插入SD记忆存储条，备用电池，总线端口，支持Profibus 或

CAN协议下的总线

通讯（DeviceNet

或C A N o p e n）。

卖点：提供两种实

时以太端口，用户

可 以 设 置 线 性 拓

扑。通信端口支持

RS323和RS485,另

设USB插口实现多

样化通信包。

温度补偿

 一款新型超声波传感器比

以往的产品具有更精确的检测

距离，具有IP67高防护等级的

T30UX传感器的使检测距离达

到3米，最小盲区可以控制在最

长检测范围的十分之一。这使

得这款传感器可以应用于汽车

厂、造纸厂、制药厂等领域。

 更多请见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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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反射式传感器

 图尔克第一次集成了电磁式和电阻式传感器的技术优势推出了新系

列线性位移传感器产品。LI-Q25系列具有抗干扰性能，测量距离100-

1000mm。模拟量传感器提供1μm分辨率，可以应用在技术含量极高

的领域，例如金属加工机械，轧机厂和注塑机厂。这款IP67等级的传

感器基于谐振器原理。与磁致伸缩和磁感应传感器不同的是，LI-Q25

不需要磁块定位装置，而是通过谐振器电路检测距离。这种工作方

式，使碎片累积对传感器工作的影响大大降低。特别是全封闭外壳具

有防尘、防湿、耐腐蚀等特点。

 图尔克推出新的漫反射式传感器-QS30ELVC-用于检测

计量透明、半透明和非透明物体。该产品由图尔克战略

合作伙伴Banner公司研发，可高效检测不规则物体或表

面反光的物体。500ms响应时间使传感器可以完美地应

用于制药工业，食品工业

（例如感应半透明的塑料

包装），半导体工业和电

子工业。自动化计算装置

使具有IP67防护等级的此

款传感器依然可以应用在

粉尘污染，环境温度变化

的恶劣环境中。这种新型

传感器提供三种可选择阀

门，优化安装方式和检测

范围。传感器的设置与传感器安装同样简单易操作，通

过“teach”按钮可以设定开关点。

  图尔克日前对原有的产

品管理组进行了调整。传感

器 ， 总 线 和 过

程 自 动 化 被 划

分成自动化产品

（负责人Oliver 

Marks）和自动

化系统（负责人 

Norbert Gem-

meke）两个事

业部。基于这种

组织结构，公司

计划大力拓展售

前和售后支持，

整合服务平台，

比如将PA和FA的

特制部分整合到

整个服务平台中

来，并将服务统

一提高到一定程度，由此特定

市场的定制服务将得以优化。

新的组织结构

电感式线性位移传感器

 图尔克新推出高效能接口

模块产品系列，使供电回路隔

离转换器节能32%，每个通道

更加经济。新的产品系列着眼

于信号处理，可提供全部基本

功能，保证高质量的信号

传输。除此之

外 ， 此 系 列

能满足笼式

弹簧端子

和 数 字

记录器

功能等

特殊要

求。

高效能接口模块

Norbert Gemmeke

Oliver Marks 

 更多请见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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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讯系统

 图尔克成功推出应用于工厂和过程自动化市场的工业无线

通讯系统。除了点对点的解决方案DX70，网络版本DX80，自

动化专家新推出了防爆0区等级的DX99系列产品。新的太阳

能电池板设计为外部设备提供能量补充从而完成无线通讯。

无线通讯系列产品由BANNER公司研制，为工业化提供最完

善和灵活的解决方案。最可能的应用包括昂贵的集成远程访

问液位控制系统，替代了旋转开关台上的滑环或应用于无人

操作的传输系统上

的无线通讯。图尔

克的无线通讯系列

产品支持多种信

号类型，从模拟

信号、开关信号

或频率信号到适用

RS232和RS485的

数字协议。

06 新闻_创新

微型电磁感应传感器

 图尔克推出全电子迷你电磁感应传感器，用于小气缸位置

检测。高4.6mm，总长只有18mm的BIM-UNR系列可以完

美地安装到当前所有圆槽型气缸中。此款紧凑型传感器安装

方便：可以轻松从槽上方把传感器按入槽中，使用1.5mm

六角插座螺母，旋转四分之一周固定。防震动安装方式使其

即使在电缆移动的情况下，也不会引起传感器移动。完全侵

入槽中，可以抵御

任何机械干扰。由

于传感器被安装在

槽的底部，最接近

磁块位置，因此可

以确保最优良的感

应特性。紧凑型外

壳丝毫不影响LED

现场开关状态的显

示功能。

 网页代码 more30910c

更大的管径

 Ryan Kromhout 先生被任

命为图尔克过程自动化大客户

管理总监。过程自动化专家们

要为世界各地的大客户们提

供周到的服务是为满足全球

各地PA客户越

来越多的需求

的必然选择。

Kromhout 先生

解释到：“作为

PA 产品专家，

我们实际上要为

全球客户提供整

合性的资源。”

大客户管理

  图尔克最近推出应用于

气体检测的防爆型流量开

关。 F C S 加长型探头长度

有 1 0 0 ， 1 4 0 和 2 2 0 m m 可

以使传感器安装管径达到

440mm，IP67防护等级不锈

钢传感器通过了爆炸性气体1

区防爆认证，可通过三通接头

安装到管道上。根据热交换原

理，传感器可以通过测量加热

电阻与感应介质温度电阻的温

差来可靠地检测气体介质（例

如空气）流速状态。

Ryan Krom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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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25通过谐振器

定位装置探测物体

前，线性位移传感器大多为以

下两类：价格低廉但是易磨

损（电位计产品）；或者耐磨

损，检测精度高但价格昂贵（磁致伸缩测量

系统）。虽然测量方式呈多样化，从模拟量

目

线性传感器的领导者
图尔克电感传感器家族新产品可替代昂贵的磁致伸缩直线位移传感器、电位计等产

品，达到更完美的解决方案

作者

André Brauers  
德国图尔克

商业拓展经理

网页代码 | more30900c

传感器、增量测量设备到数字开关；但实际

上没有一款线性位移传感器可以有效地同时

满足应用于短距离和长距离检测。图尔克新

近推出的基于电感谐振器原理的LI系列线性

位移传感器系列可以有效地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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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谐振电路原理，图尔克新开发的直线位移传感器能够

适用于不同位置检测的应用中，比现有的解决方案效率更高。

 快速阅读
这款新的传感器可提供1μm分辨率，

而价格比传统传感器更低。无论检测范围为

100mm还是1000mm，传感器都能灵活地

应用在各种领域中。例如在传感器磁块和外

部磁场极易干扰的环境中工作的注塑机厂，

金属加工厂等场合。在注塑机厂的应用中，

需要操作者确定锁定装置运动，定位喷射装

置，检测喷射器运动，检测机械张力以及对

产品无磨损的要求，图尔克产品全部适应这

些要求，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丰富的LI系列产品帮助客户优化应用，

提高机器工作效率。这款传感器可应用于焊

接机械，因为传感器能够抵抗在焊接过程中

产生的磁场干扰。基于这种特性，传感器也

可广泛地应用于机床、模压机、滚压机、压

铸机、折弯机、贴合机、配料系统、混合机

组、包装机、风力发电机组、直线行程测量

控制系统等多种场合。

谐振器定位装置

与磁致伸缩或传统电感传感器使用磁

块定位不同，LI-Q25通过谐振器定位装置

探测物体。工作原理：IP67外壳防护等级

LI系列提供以下四钟格式的信号输出：0-10V, 4-20mA, IO-Link, SSI

1_2010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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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简便：此款IP67传感器具有很好的抗潮湿、耐腐蚀性

的发射端线圈产生高频率的交变磁场，激

励谐振器实现定位检测。当发射端停止传

输，谐振器会在传感器两个接收线圈产生

电压。电压值根据定位装置与接收线圈的

重叠位置改变。16字节的处理器以不同形

式（0-10v, 4-20Ma, IO-Link）发出相应比

例的输出信号。

与磁致伸缩传感器不同，谐振器原理

的应用使其完全抵御电磁场干扰，本身没

有磁块设计因此不会使磁场影响传感器工作

性能。与电阻式传感器不同，由于全密封包

装，不会受到灰尘和潮湿的干扰。此外，线

圈的特殊设计保证输出信号不受传感器和定

位装置之间距离的影响。由此，轻微偏斜所

产生的测量误差也会有效减小。

易于应用

基于抗干扰性，高精确度和耐磨性的优

良特性，LI传感器可以代替电阻式和磁致伸

缩传感器，并应用在不同领域。传感器背部

是铝性材质结合不锈钢配件使其安装灵活简

便。每一边30mm的盲区在-25到70度的温

度范围内通过设定程序传感器能够检测到不

同的距离。这使得用户仅仅使用一支传感器

便可检测到100-1000mm的距离，从而降低

仓储成本。

用户可以信任图尔克线性位移产品

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新家族产品真正响应

了“Sense it, Connect it, Bus it, Solve it”

的宣传口号，灵活的输出配置使传感器巧妙

地融入自动化解决方案。IO-Link或SSI、模

拟量输出方式，使用标准的M12×1 接插件

可把传感器连接到图尔克多种总线产品上，

如BL20，BL60和BL Compact 等系列产

品。尤值得一提的是，IO-Link可为系统的

试车，维护，仓储提供了便利。

三线制技术优势

基于应用广泛的三线技术，IO-Link 协

议使用户快速运行现场装置，维护更加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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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测试：

四个图尔克LI传感

器在一个注塑机上

应用

“ 图尔克新款传感器

完全达到了我们期望的

要求 „Markus Hühn,
Escha 

便。仅仅使用一根电缆就可以完成数据传

输和能量供给，IO-Link 协议简化了连接程

序，减少电缆投入。而且，允许用户从一个

传感器下载设置的参数提供给替换的传感器

产品，因此不再需要携带笨重的操作手册到

现场进行设置。由于IO-Link 传感器通过组

合工艺/配置数据通道传输诊断信号，使现

场操作人员可以快速诊断错误，降低机器失

灵损耗。

图尔克为LI-Q25 产品提供设备类型

管理器，DTM。通过访问非版权软件工具

PACTware, 仅需拖动鼠标便可以轻松完成

传感器的参数设置。

实验成功

德国接插件生产商Escha, 几个月前已

投入使用LI系列产品。在恶劣的使用环境

中，传感器运行正常，表现出色。在机械

工程师的配合下，传感器产品专家在一台机

器上用LI换下了现行的电阻式传感器。通过

观测，传感器可以准确的定位锁定装置，注

射、喷射装置，及机械张力。Escha 公司

生产部主管Markus Hühn先生称“IP67防

护等级最大的优势是抗潮湿、耐腐蚀。非接

触传感器易于维护，此款传感器可以完全满

足客户需要”。

缩小差距

根据谐振器电路原理，新款的电感式传

感器应用领域广泛，可出色检测长短距离，

克服安装限制和外部干扰。这款传感器可以

在多种应用领域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真正

突破了以往电阻式和磁致伸缩式传感器工作

的局限性。

1_2010more@



12 深度透视_访谈

们有能力开发RFID系统。BL ident系

统是使我们从产品供应商成为解决

方案供应商的关键一步。另一步是

可编程网关，它对现场总线的节点

进行控制。此外，我们的下一个目

标将是人机界面系统（HMIs）。

请问贵公司何时采取下一步行动？

我们在SPS/IPC/Drives 展会

上首次推出了HMI模型VT250。我

们的HMI不仅提供可视化和控制功

图尔克最早是传感器技术的供

应商，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

了许多新产品，从界面技术到

连接解决方案，再到现场总线

技术和可编程网关，接下来将

会是什么呢？

我们仍旧致力于在传感器市场

获得更大的份额，除了这些产品我

们也为工厂自动化和过程自动化市

场成功开发了界面和现场总线解决

方案。对这些领域的全面了解使我

“家族企业的单一组织结构

固然是创新的坚实基础。”  
—Ulrich Turck

“创新与质量的重要性”
Ulrich Turck先生与IEE杂志总编Harald Wollstadt先生就家族企业的成功与挑战进行的讨论

能，而且还在现场总线和实时以太

网之间提供良好的通信。最终，它

将成为用户对图尔克新的期待。无

论是通讯方向或是标准协议上（如

CoDeSys或FDT/DTM），VT250都

拥有良好的性能，以保证德国的开

放界面解决方案。

您是否认为成为综合的方案供应

商是成功的标准？

能提供带来额外利益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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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但

无论我们是否开发元件产品或全面

的解决方案，创新与质量都十分重

要。这就是我们不断开发新的传感

器解决方案的原因。在SPS/IPC/

Drivers展会上的另一个亮点是我们

推出了新的线性位移传感器。它能

全面替代现有的磁致伸缩或电位测

量仪的解决方案。这类传感器不依

赖磁定位器，而是基于谐振原理。

这一原则能确保即使在金属碎片环

境下也能无故障检测。

 

德国的传感器技术在世界范围内

都是一流的，请问成功的秘诀何

在？

德国的传感器企业在美国市

场有很大优势，同时在中国和印度

的市场也在不断增长。如果能从德

国四大传感器制造商那里抢占市场

份额，则会增加大量市场。在美国

和中国，图尔克是电感传感器的领

导者，正是由于我们的技术和与客

户的紧密联系才能使我们取得这样

的成功。十五年前，图尔克在市场

上首次推出衰减系数为1的传感器

uprox,其特点是为所有金属提供同

样的开关距离。它可以使客户使用

单个传感器进行不同的应用。你无

法轻易复制这种创新产品，这就是

德国的制造商仍非常成功的原因。  

产品的开发能力和培训对成功是

所贡献？

对技术的每个细节都需要精确

掌握。一方面，高精度低偏差的产

品是必要的。例如，轻微的更改外

壳材料的组成就能产生不同的反应

结果。同样，无论员工们是否是工

程师或机械操作者，都需要不断更

新技术知识，产品质量和员工的技

术保证了图尔克的成功。

图尔克在研发方面投入多少？

为了保持产品推陈出新以满足

客户的需求，我们花费近10%的营

业额用于研究和开发。

 

顾客是促进发展的直接动力吗？ 

新产品的思路80%以上来源于

我们和客户的紧密接触。通过不断

开发新产品来帮助客户是我们的目

标，它能使我们提高为顾客提供解

决方案的能力。由此我们研发了现

场总线技术。在1988年我们与福特

合作研发了第一个专有的总线系统

Sensorplex。现在我们为每一个总

线协议提供四类产品系列。

图尔克分两大产品领域——工厂

自动化与过程自动化，这两种产

品的销售比是怎样的？

这两大领域中，工厂自动化占

主导地位，拥有近75%的销售额，

而过程自动化占销售的25%。当

然，目前情况下过程自动化也保持

着较高的增长率。

 

在未来十年您希望在哪些行业取

得新发展？

我们在三个领域拥有很大的

潜力。尽管如此，我们同样注重国

家特定行业的发展，如中国的烟草

行业，我们的营业额还十分显著。

对图尔克来说，中国和印度的纺织

市场也很重要。除了要基于公司的

战略，我们还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

性。为顾客开发应用性的解决方案

是图尔克的优势，同时我们还要加

强在某些特定市场的领导地位。

您如何处理金融和经济危机？ 

我们正在用智能的办法应对危

机，它能使我们赢得新的市场机会，

例如化学和制药工业。创新意味着拥

有新的想法和思路。只有提高顾客收

益的思想才能称为创新。我们家族企

业的这种结构恰好能为这种新思想提

供坚实的基础。只有能为客户收益

增长提供新的标准的想法才能被称

为“创新”。 

“新产品的思路80%以上来源于

我们和客户的紧密接触。”                        Ulrich Turck

作者

Harald Wollstadt  
德国IEE杂志
主编

www.all-electronics.de

网页代码 | more30930c

“在美国和中国，图尔克是电感

传感器的领导者，正是由于我们

的技术和与客户的紧密联系才能

使我们取得这样的成功。”Ulrich Turck

1_2010more@



14 全球_荷兰

这栋别墅是图尔克最漂亮

的驻地之一

天然气与奶酪
TURCK B.V.公司作为解决方案的合作伙伴， TURCK B.V.公司在荷兰已拥有20年

的历史，尤其是在石油天然气和食品工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作者

Frank de Jong  
荷兰图尔克

市场经理

网页代码 | more3094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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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的街道，高大的树木，美丽的

花园和建于1862年的别墅，这

些很像浪漫的老电影中出现的场

景，但事实上它是位于Zwolle的图尔克在荷兰

子公司——图尔克B.V 公司。十二年来，常务

董事Wim Landman和他的26位员工在这所别

墅工作，这里曾经是一座旅馆，接待过蒙哥马

利将军和伯恩哈德亲王。

作为创始成员之一，Landman先生对图

尔克B.V 公司的成功影响深远。子公司实际成

立于1990年，从1975年Landman先生作为一

名经销商公司的销售负责推广图尔克的解决方

案。连同第一常务董事Bertus Moerland先生

与其个人助理，Landman先生在九十年代早

期创建图尔克B.V 公司，从2001年开始Land-

man先生担任常务董事。

开始，图尔克B.V公司第一年的营业额只

达到了100.000欧元，但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

成功的子公司，营业额占图尔克2009年总营

业额中的七百多万欧元。尽管全球经历市场危

机，但图尔克B.V 公司的销售额的下降程度也

比其他子公司的跌幅小。

成功的秘诀：灵活性

图尔克B.V公司主要在食品行业为顾客服

务，尽管石油天然气行业同样非常重要。荷兰

子公司长期以来就与食品行业保持紧密的联

系，特别是在奶酪乳品店和乳制品厂。早在20

世纪80年代，Landman先生就提供创新传感

器解决方案，而许多竞争对手几年后才开始提

供。“事实上，每一个来自荷兰的奶酪产品的

生产都得益于图尔克的帮助。”Landman先

生说到。“荷兰的动物饲料厂、肉类加工厂、

机械和发动机制造商和各种啤酒厂也同样依靠

图尔克的创新产品。”

安

“客户信任我们，

很多客户已经和我

们合作25年了„
Wim Landman,
Turck B.V.

荷兰——拥有41.500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并且四分之一

的土地位于海平面以下——她并非是一个大国。然而，她确

是世界上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其中相当多的产品都是在图

尔克产品的帮助下生产的——感谢图尔克荷兰子公司图尔克

B.V.公司的全体员工。

 快速阅读

1_2010more@



超过60%的订单都可以直接通过图尔克荷兰子公司的仓库中供货

图尔克B.V公司的灵活性对子公司的成功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26位员工，不仅能提

供图尔克的传感器、现场总线或界面解决方

案，同时也对图尔克的战略伙伴邦纳的光电

传感器和视觉技术，Escha的接插件解决方

案提供咨询、服务和产品销售。图尔克B.V公

司的客户群非常广泛，大到国际公司小到街

道拐角处的工程顾问公司。八名员工组成一

个销售队伍，其中三名产品经理提供咨询服

务，其中一名负责邦纳产品，两名负责自动

化产品。 

确保快速的服务

图尔克B.V公司能对需求做出快速的反应，

超过60%的订单都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仓库中供

应。正因为出货，顾客可以在发出订单后一到

两天内收到产品。Landman先生说：“我们的

服务流程和标准使客户感受到附加的价值。”

他解释到：“客户信任我们，很多客户已经和

我们合作25年了，客户可以依赖我们，即使在

很小的问题上我们也为之所想，并愿意与之交

流以帮助他们找到解决方案。”另外，舒适的

工作环境也能促进与客户间的友好互动。“事

实上，员工们之间相处融洽也积极地影响着我

们的客户。”Landman先生说。当然，别墅的

历史氛围也令员工满意，同时也非常适合一个

家族企业。

RFID与无线技术

尽管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功，总经理Land-

man先生对图尔克B.V公司的未来仍有很高的

目标。公司的产品线不断增加，图尔克B.V公

司已经从产品供应商发展成为解决方案的提供

商。他说：“尽管在某些产品线，如传感器、

接口技术我们有很好的市场份额，但对于某些

新产品，如RFID技术还需要获得更好的立足

点。我们已经有RFID系统，BLident的客户，

但我们仍需要向更多的客户介绍该系统的功

能。这同样适用于无线技术：我们拥有为世界

范围的工业行业应用的最全面、最灵活的解决

方案。这就是我坚信我们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获

得更多新客户的原因。” 

16 全球_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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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克的RFID系统——BL ident和

一级方程式赛车有一个共同的显

著特点：都需要不断提高以达到

最强的性能。图尔克创新的智能数据载码体

不仅为RFID数据提供存储空间，同时也集

成了传感器的功能。在SPS/IPC/Drives展会

上，图尔克首次推出了一系列模型，一个载

码体集成一个温度传感器，一个载码体集成

一个电感式接近开关。与其他传感器组合的

RFID载码体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推出。

新的传感器式载码体意义重大，它扩展

了RFID系统的功效，可以实现各种各样现有

解决方案不能有效解决的新的应用。例如，当

新的电感式传感器载码体被黏附在冲压机或传

送带上时，它不仅可以进行识别，而且可以进

行位置检测，并且不需要额外的布线。例如，

粘贴有载码体的挡块安装在设备上，电感式

RFID传感器可以根据相应的ID精确检测正确

挡块的到位和锁定。温度传感器载码体也拥有

许多新的应用，如食品和动物饲料行业。这

种新型的载码体能帮助用户检测正确的过程

温度并按照程序验证温度变化。

图尔克新的传感器式载码体的供电可以

选择性的被整合在一起。发送和接收信号通

过高频波段（13.56MHz）。无需电池供电

的载码体直接从电磁场获取能量，被整合

供电的载码体甚至可以被用作数据记录器。

它们可以被指定用于一个广阔的温度范围

（-40至+105℃），而且短期在环境温度低

于+130℃且高压环境下的操作也不会损坏

载码体。 

图
图尔克推出带有传感器功能的RFID载码体

特殊的标签组

图尔克扩展了它的RFID系统——BL ident，推出了新的数

据载体，它将用于RFID数据的内存空间和传感器功能整合到

一起。新型载码体带有额外的接近开关功能，整合的温度传感

器功能将被在12月启动研发。拥有其他功能的传感器将在不久

之后逐个发布。

 快速阅读

粘贴有载码体的挡块安

装在设备上，电感式

RFID传感器可以根据

相应的ID精确检测正确

挡块的到位和锁定

作者

Walter Hein  
德国图尔克

RFID产品经理

网页代码 | more30971c

1_2010more@



18 趋势_高压下的RFID

温，潮湿和高压都不是电子元件

理想的工作环境。事实上，高压

灭菌器是食品与动物饲料行业的

众多具有挑战性的应用之一。原因是，高压灭

菌器烹调食物和饲料非常有效，并且能同时保

存耗材。只有一套合适的追踪系统提供每个生

产步骤的信息，才能确保用户将这种挑战性的

应用完全整合到他们的生产链中。而只有一套

坚固的万能的识别系统解决方案才能确保跟踪

系统的应用。

为了能随时确切的清楚每一个中间产品

或最终产品的位置，使用户能执行相应的处理

步骤，他们通常使用传统的光学识别方法，如

条形码或矩阵码。这两种识别系统使用户能够

识别不同处理步骤之间的批次，并做出相应处

理。但这两个系统都有缺点。首先，贴在外表

的印刷标签暴露在高温、潮湿、灰尘的环境下

可能无法使用。其次，条形码或矩阵码无法提

供除了批次以外的其他信息。这样，自动识别

和产品控制仍没有完全统一。

优势：RFID技术

这是一个基于射频的识别系统，RFID，

拥有更多优点。有别于传统的识别系统，

载码体可以提供更多的产品过程信息。采用

EEPROM或FRAM技术的载码体拥有高达几

高

作者 

Walter Hein  
德国图尔克

RFID产品经理

网页代码 | more30905c

粘 附 在 容 器 或 电 车

上，载码体可以在整

个生产过程中随同被

检测物体一起移动

高压环境下的RFID
RFID系统具有坚固耐用的载码体，它能确保用户在食品和动物饲料行业的加工过程

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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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字节的存储容量可以为单一物体提供独有的

ID号,以及大多数处理步骤信息和控制数据。

例如，这些数据可以被自动读取，载码体可以

被重复写入100亿次而不受时间滞后和内存类

型的影响。

另一个无线射频识别的优势：信息的传

递通过电磁无线电波，所以不易受到环境的影

响。印刷的标签容易受到高压灭菌这样的恶劣

环境的影响，而特殊的RFID载码体和强壮可移

动的读取设备确保了恶劣环境下的有效识别。

追踪系统

符合欧盟条例178/2002的明确规定：“食

物源、饲料、可食用性动物和所有用于制造食

品的物质都必须建立生产、加工、分配工序

的追溯系统，操作者必须应用适合的系统和规

范。”图尔克能为RFID系统——BL ident提供

合适的元件。

除了玻璃外壳载码体（TW-R4-22-B128）

可以在140℃高温环境下工作，BL ident产品

拥有坚固的读写头（即可以在冲淋环境下使

用）。以及用于食品安全的产品，相应总线

产品和装入控制柜内（BL20）,或直接外置

（BL67）的接口解决方案.这样，这种综合的

识别系统能确保食品和饲料工业的用户随时

识别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而无需考虑环境

影响。

完善的包装

BL ident产品不仅能帮助用户使独立的处理

步骤更为有效，而且简化了追踪概念，从而减

少停机时间和总成本。粘附在容器或电车上，

达到IP68防护等级的载码体可以在整个生产

过程中随同被检测物体一起移动。相关

数据可以在每一工序之前、之后或在

生产链的末端自动存储和提取。因此

用户可以访问一个复杂的处理协议以验证

全部的生产过程。这样，在读写头、载码体、

上位控制机之间的自动化信息传输使整个生产

链更加安全可靠。

最后，因为模块化的总线系统支持多种总

线协议，如Profibus、DeviceNet、Ethernet/

I P和不同的信号类型，例如数字量 I / O , 

RS232/422/485或高速计数器，因此测量仪器

或控制系统能很容易地与BL ident 产品集成在

一起使用。 

玻璃外壳载码体（TW 

- R4 - 22 - B1 28）可

以在潮湿高压高温环境

下工作

凭借RFID系统——BL ident产品，图尔克为客户提供了一个万能的识别解决方

案，即使在高压灭菌这样恶劣的环境，也能放心使用。坚固、可重复读取的载码体

使处理工序和追踪系统更简便、高效——显著提高了机器的运行时间从而挖掘出精

简工序的潜能。

 快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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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250可以结合  Profi-
bus, Profinet, DeviceNet,  
Ethernet/IP, Modbus-TCP, 

CANopen 和 EtherCAT

机界面系统（HMI），即人与机

器间的通讯设备系统，能为有

效的系统操作发挥极其重要的

作用。

过去，笨重的开关和指示灯面板是人与机

器间的沟通交互的渠道。现如今，大多数用户

则采用基于现代计算机屏幕技术的HMI系统。

这样做的优点是：集成了PLC功能的触摸屏具

有极大地灵活性，并且使新程序的升级得到极

大的简单化，甚至现场的一些简单信号发生器

也能由小而灵活的HMI取代，而这些正是基于功

能强大的微处理器价格的下降所带来的。

几十年来，图尔克一直致力于研发能使

传感器、现场总线系统和PLC共同协作的现场

技术。在此期间。图尔克研发了各类传感器、

各类接口技术、基于CoDeSys技术具有PLC功

能的可编程网关等现场总线产品。此项技术能

在现场直接执行特定的工作，例如RFID载码

体的读写功能。这些PLC功能支持集成的自动

化概念。在这种强烈的市场需求下，图尔克决

人

作者 

Jörg Kuhlmann  
德国图尔克

总线事业部

产品管理总监

网页代码 | more30970c

三重角色
图尔克全新的人机界面系统（HMI）集成了具有PLC功能可视化和卓越的通信功

能，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图尔克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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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推出不仅能提供控制与可视化功能，并且同

时拥有卓越的通讯功能的新型HMI系列。新型

HMI——Vt250系列将在SPS/IPC/Drives展会

推出。其他型号也将在2010年以后陆续推出。

多功能接口 

VT250在紧凑的塑料外壳上有一个5.7英寸

薄膜晶体管触摸屏（QVGA）。它的标准化装

配尺寸（212mm×156mm×50mm）保障用户

三重角色

可以在任何时间安装新的HMI。并且其精密设计

的背面也有很强的实用性。与许多传统的HMI不

同，VT250允许在外壳应用SD存储卡和备份电

池，所以用户可以无障碍的更换这两个组件。

良好保护的总线接口支持DeviceNet，

CANopen和Profibus，可以使用和DB9针接插

电缆一样的其他的电缆去准确链接。HMI底部有

有24v电源供电，通讯接口支持RS232和RS485

（允许集成条码阅读器和遮光板等）和USB端

口，该端口可用于安装新的固件。

全能的netX

图尔克的新型HMI的又一亮点是提供了

两个实时以太网端口，VT250使用户能够轻

松建立线性拓扑，市场上只有少数HMI能够做

到。Hilscher的netX系列控制器仅需一个集成

电路就可为几乎每一个总线和实时以太网系

统提供足够的动力。netX控制器支持Profibus, 

Profinet, DeviceNet, Ethernet/IP, Modbus-

TCP, CANopen和EtherCAT, 如果需要还可以

集成Powerlink, Sercos系统。另一个例子也

能说明控制器的灵活性：VT250可以作为Pro-

fibus的主站和Profinet的从站，也能与几乎所

有其他的现场总线和以太网协议组合使用。

220MHz/32Bit RISC处理器不仅能提供强

大的处理能力，而且还能为可视化和控制软件

提供足够处理能力，同样该软件也运行在图尔

克新的HMI上。Hilscher的可视化软件QVIS很

适合这一硬件，因此可以充分利用控制器的运

算能力。QVIS能使用户创建和编排图形用户

界面，并且提供现代可视化系统的所有功能，

例如报警处理、组件管理、密码保护、历史趋

势分析和模拟量显示等。适用CoDeSys控制器

的多种接口也同样适用于VT250，两者可完美

结合，尤其像CoDeSys SP运行系统也已经应

用到网络控制器中。

在当今的市场中能够提供人机界面的供应商屈指可数，

然而图尔克正在将自己的产品系列拓展到这一领域，推出了全

新的人机界面控制系统（HMI）具有控制、可视和卓越的通信

功能，从而极大的满足了客户对对于总线方案的要求。

 快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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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I底部有有24v

电源供电，通讯接

口支持R S 2 3 2和

RS485（允许集成

条码阅读器和遮光

板等）和USB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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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验证的控制方案

与可编程网关一样，图尔克提供BL20

和BL67的分布式 I /O系统，新的HMI能完

全支持CoDeSys软件。与硬件独立的应用

软件能使用户创造他们自己的控制解决方

案。根据国际标准的 IEC61131-3, CoD-

eSys支持所有符合这一标准的编程语言并

提供适用于所有处理器类型的软件架构。这

样，CoDeSys可以为几乎所有硬件创造软

件应用程序。

VT250是最早支持CoDeSys V3的自

动化解决方案之一。该版本结合如面向对

象的PLC编程一样的所有成熟品牌的软件功

能。CoDeSys V3可视化应用平台采用Win-

dows CE系统。Hilscher的rcX执行系统为实

现更复杂的控制任务提供了可能。

解决方案的诀窍

随着新的HMI系列产品的推出，图尔克再

次加强了提供全面解决方案的理念。首个型

号VT250的特点是灵活性和优越的通讯性能。

它几乎能为所有的总线系统和实时以太网之

间的通讯提供强大的可视化控制功能。新的

HMI在通讯等许多方面都拥有强大的功能。与

Hilscher这样的强大的商业伙伴合作同时配合

CoDeSys这样的广泛标准软件（FDT/DTM随

后应用），确保了为您提供来自德国的最具有

成本效益的人机接口解决方案。

QVIS软件提供了现代可视化系统的所有功能 CoDeSys V3提供可靠的新功能和选项，例如面向对象

的PLC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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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ülsken 公司每小时从莱茵

河下游平原开采出成百吨的

沙子和砾石，开采过程只有

在自动化传输系统控制下得

以顺利进行

作者 

Bert Kinzius
 德国图尔克

销售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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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无磨损，

高开关距离的抗腐

蚀uprox传感器用

于检测蝶阀的末端

位置

25

子和砾石是现代建筑和工业建设

的重要原材料。从毫米到厘米大

小的颗粒对于建筑物、道路、桥

梁、公园的建设至关重要。

莱茵河下游所发现的大规模的砾石坑由

Taunus, Hunsrück, Sauerland 和Eifel地区的

沉积物堆积而成。在这富饶的地域，Hülsken 

每小时从莱茵河漫滩和内沿开采出800吨的沙

子和砾石。使用多斗式挖掘机在莱茵河下游

平原开采出的沉积物未经分割立即由传送带

运往加工设备并被暂时存放在天然砾石储矿

堆中。然后，大小不同形状的颗粒，经过冲

洗，沥干，七道筛选的处理后被运送到巨大

地窖里的混合设备中。在地窖中，砾石混合

沙

图尔克衰减系数为1的电感式传感器，转速监控器和旋转位置检测传感器实现了莱

茵河下游砾石坑的有效开采控制

有价值的开采

物按照要求被再次加工成用于建筑物的工程

砾石或铺路用的混凝土。Hülsken的电子设计

总监Hermann Kerkenpass先生称 ：“我们的

产品在德国和邻国的整个建设工业都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并根据客户的要求，将颗粒加

工成0.05至32mm大小。”

坐落在德国莱茵博格附近的Hülsken 

公司每小时从莱茵河下游平原开采出成

百吨的沙子和砾石。图尔克传感器为恶

劣环境下的砾石运输、加工、储存过程

提供安全有效的解决方案。

 快速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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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ülsken 公司使用图

尔克传感器有效地实

现了一英里长的传输

系统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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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里长的传输系统

一英里长的传输系统在自动化过程控制

下仅由22名工人轮班工作制操作。沙子和砾

石由传送带输往每一个加工站-从砾石坑到天

然砾石储矿堆再到冲洗沥干设备然后到12个

地窖最终装船。

传输系统和每个加工站需要被实时监

控，因为任何一个传送带的故障会影响整

个生产过程。Hülsken公司选用了图尔克传

感器以保证即使在石头撞击产生高机械应力

以及传送带潮湿的情况下，生产仍可顺利进

行。使用大约150支uprox传感器来监控地窖

供给单元，地下给料站和驱动液位系统的全

部机械部件的末端位置。

衰减系数为1的传感器不包含铁氧体芯线

圈，因此检测所有种类的金属都具有相同的

开关距离，这使得它们完全适用于蝶阀。传

感器可以保证不同大小的砾石颗粒被运送相

应的地窖中。最终，沙土和砾石按量加至传

送带上进行地下给料站中的精确混合处理。

电感式传感器通过检测金属被测物

进入或离开检测范围来确定蝶阀的位置

（开/关）。看似简单的任务由于苛刻的环

境限制，需要传感器提供最可靠的解决方

案。Kerkenpass称：“为了保证传感器在

高机械应力条件下正常工作，选择合适的开

关距离是至关重要的，越小的开关距离，越

容易造成损坏。”

高灵活性

图尔克uprox传感器具有灵活的齐平、

非齐平和嵌入式安装方式，不带铁氧体芯线

圈的传感器达到了250%高开关距离。灵活

的安装方式 、抗磁场干扰和EMC的防护特

性使其在一些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Hülsken充分相信M30×1.5铜镀铬材质

的电感式传感器能实现可靠的位置监测功能

从而为工厂减少仓储量和维护费用。图尔克

旋转速度监控器很快体现出了自身的优良特

性。Hülsken使用转速监控型的电感式传感



圆柱螺纹型电感式传感

器（左上）和旋转位置

传感器（右下）可持续

监控交通系统以及自动

混合流程

器通过检测金属突出物来达到检测驱动轮转

速的目的。将采集的脉冲值与给定的参照值

实时比较。由于旋转频率与传输带速度是呈

线性的，因此可用若干转速监控器检测传送

带的速度。

此传感器的另一优势是：在传感器后端

有LED状态灯和电位计，用户可直接在现场

通过调整电位计来设定报警点。Kerkenpass

说：“用户可以直接在现场使用螺丝刀来设

置传感器不必移开外壳保护罩。LED具有防

尘性，由于水平安装使得电位计不会与水接

触。”

更宽的工作范围

具有0.05-50Hz工作范围的转速监控器

可以设置多种参数，IP67防护等级确保在

恶劣环境中传感器不会产生误动作。尤其

在冬天，水结冰影响转轮性能的情况下，

传感器仍能正常工作。传送带运转过快或

过慢都会影响搅拌过程的精确度，但转速

监控器反映灵敏，快速应急的特性能很好

地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保证系统正常运行Hülsken在电感

式转速监控器的基础上增加了增量型旋转

位置传感器应用在地下供给单元。传感器

为整个传送带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以保证

搅拌过程精确度。它与末端位置监控系统

配合被应用到供给单元，这些旋转位置监

控器保证了Hülsken原材料开采加工的自动

化可靠性。

愉快合作

Hülsken使用图尔克产品已有5年之

久，从未遇到任何问题。Kerkenpass欣赏

的不仅仅是产品的良好品质而是图尔克所

提供的全方位系统服务。他说：“当采购

其他生产商产品时一旦遇到问题，会被告

知找经销商解决。即使是遇到停电这样不

可预知的情况，图尔克也会及时为客户提

供完美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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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合适的开

关距离是至关重要

的，越小的开关距

离，越容易造成损

坏 。„
Hermann Kerkenpass, 
Hülskens

1_2010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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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梯现场装配图

名的蒂森克虏伯电梯（Thys-

senKrupp Elevator）公司是世

界最领先的电梯公司之一，提

供全方位乘客运输系统。该集团正活跃在包

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蒂森克虏伯电梯为

商务建筑、综合居住楼、宾馆饭店、商场超

市以及火车站、机场等公共交通设施提供电

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机场的旅客登

机桥、以及无障碍解决方案如无障碍升降机

和平台升降机、家用别墅梯等等。并且为所

有的产品系列提供新梯安装、更新改造和维

修保养服务。 

客户需求 

由于客户生产的各类扶梯对升降速度

的平稳性有极高的要求，即在扶梯运行过程

中，扶梯的升降速度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内。客户在生产调试自动扶梯过程中，无论

安全稳定的选择
图尔克传感器在扶梯行业的应用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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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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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扶梯超速或者是慢速的情况下，都需要有

报警信号输出，从而达到扶梯运行平稳的要

求。 需要检测电机的速度。

客户现场使用电机带动扶梯运行，可以

通过监测电机的转速从而达到监测扶梯运行

速度。由于现场的安装空间比较狭窄，这样

对传感器的检测距离有一定的要求，既要保

证在正常运行过程中不会对产品造成损坏。

客户要求监测元件不仅产品性能稳定、运行

可靠、质量一流，而且还要便于安装、调

试、维护，适合于各种应用场合。 

TURCK解决方案

TURCK公司技术人员根据客户的要

求以及现场的工况条件，推荐客户使用

TURCK公司的电感式传感器，来解决这个

问题。 

由于客户现场使用电机带动扶梯运

行，可以在电机上安装铸铁转盘，并且在

转盘下面按照要求的尺寸打孔，而TURCK

公司的电感式传感器则安装在转盘下面。

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带动转盘旋转，这样

电感式传感器会有一定的频率输出。客户

可以通过采集传感器的频率信号，以达到

监测扶梯升降速度的目的。 

 

TURCK公司传感器确保了客户的产品

品质 

对于电梯领域来说运行速度平稳、运行

安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TURCK公司

的电感式传感器可以十分准确的监测电梯的

升降速度。 

第一，TURCK电感式传感器具有各种

不同的外形，规格齐全，可以满足客户不

同安装位置和安装尺寸的要求。本次应用中

根据现场客户订购的铸铁转盘的大小和转盘

下面打孔的尺寸，为客户选用圆柱形直径为

8mm的传感器，以达到准确监测的目的。

并且此种传感器具有IP67的防护等级，可以

完全满足现场的工况环境。 

安全稳定的选择
图尔克传感器在扶梯行业的应用

第二，TURCK电感式传感器具有不同

的输出形式，通用性强。现场为客户选用接

插件输出形式的传感器，这样对客户安装、

以后改造及维护提供了便利，降低了客户的

使用成本。 

第三，TURCK电感式传感器具有极高

的开关频率，分辨率、精确度都很高。客户

现场使用的传感器具有3kHz的开关频率，可

以更精确的反应出现场扶梯的升降速度。 

由于TURCK电感式传感器具有以上显

著的优点，完全可以满足在电梯领域对升降

速度的监测，并且具有运行稳定可靠、安装

方便、监测准确的特点，在电梯行业有广阔

的应用空间。 

扶梯电机安装

位置

电感式传感器用

于检测电机速度

“ TURCK是蒂森

克虏伯公司多年的

合作伙伴，有不同

型号的产品应用于

蒂森扶梯和登机

桥，TURCK产品

质量的稳定性、可

靠性，及良好的售

后服务是蒂森产品

重要的品质保证之

一。 „
陈卫红

质量管理部工程师

1_2010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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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成为世界上港口吞吐量和

集装箱吞吐量最多、增长速度

最快的国家。从货类布局上，

中国初步形成了围绕煤炭、石油、铁矿石和

集装箱四大货物的专业化、高效运输系统。

而从规划上讲，中国将形成环渤海、长江

三角洲、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西南沿

海等5个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港口

群体。太仓地处长江出海口南岸，通江达

海，是“江海联运”的最佳结点。为满足长

作者

王鹏

图尔克中国

总线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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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矿石堆场喷洒水枪及

控制柜

港口堆场的中枢神经
—— BL20经济型产品在港口的应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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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沿线和长三角地区日益增长的铁矿石进口

需求，缓解长江沿线的运输压力，进一步完

善进口铁矿石运输系统，2003年8月，宁波

港集团与武汉钢铁集团、中外运集团强强合

作，合资成立了太仓武港码头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20万吨级、15万吨级两个矿石卸船

泊位和相关装船系统。该工程使用长江岸线

1095米，总投资18.36亿元，建设20万吨级

（兼靠25万吨级）和15万吨级矿石卸船泊

位各1个、5000吨级长江分节驳装船泊位4

个和相应的设备及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

3000万吨。太仓武港码头建成投用后，将

与宁波港北仑矿石码头互相衔接配合，为长

江中下游及京杭大运河沿线钢铁企业提供铁

矿石中转服务。

客户需求

在太仓港武港码头的散装物料堆场

中，使用大型斗轮式取料机作为散装物料

（铁矿石）堆取设备。在物料堆取的过程

中产生的大量灰尘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污

染，所以一般在堆场都会要求安装喷水装

置以降低灰尘对环境的影响。太仓武港码

头料场拥有四个物料堆场，即需要四列喷

水枪装置。每列21台水枪分布在总长度约

800米左右，以覆盖到整个堆场区域。在

传统的控制方式中，一般采用两种方案实

现控制要求。一、将每台水枪的控制信号

通过电缆传至一台主控PLC即集中控制；

二、每台水枪配置一台小型PLC实现分布

控制。第一种方案会耗费大量电缆以及桥

架、接线端子和控制柜，从而导致系统成

太仓武港码头

1_2010more@



本的大幅度提高，并且在系统的设计、施

工以及维护中也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人

力。第二种方法虽然解决了电缆的问题，

但大量的小型PLC也会造成成本费用的增

加。同时，对每一个小型PLC的独立编程

和调试也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Turck解决方案

针对现场存在I/O信号非常分散且距离

较远的问题，选用了具有结构紧凑、体积小

巧、连接方便的特点的BL20系列现场总线

产品作为远程I/O节点，通过一根通讯电缆

总线将所有的BL20节点连接至系统主控制

器。BL20节点由耦合器和I/O模块构成，其

中丰富多样的I/O模块型号方便用户根据需

要灵活组合，真正适用于I/O信号分散的控

制系统。

武港码头现场中使用了PROFIBUS DP

现场总线，该总线的通讯距离单段最长能达

到1200米，扩展一个中继器，可将通讯距

离扩展一倍。这就可以满足每列水枪800米

的长度以覆盖整个堆场区域。此外，BL20

现场总线产品的每个耦合器都有一个独立的

诊断端口，用户可以通过TURCK的诊断软

件在从站未连接主站时进行打点调试，避免

了在中控室进行打点调试的繁琐工作，大大

缩短了调试周期。

Turck产品为客户增值

针对港口行业，基于现场总线技术的

紧凑小巧型BL20产品有着更广阔的应用空

间。 BL20产品方便用户根据需要灵活组

合，真正适用于I/O信号分散的控制系统。

通过使用BL20产品，用户节省了大量电

缆、桥架、接线端子和控制柜，节省了调

试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使过去臃肿的

电缆沟变得简洁，也为日后的维护工作提

供了便捷。

使用现场总线的诊断功能，用户“足

不出户”，即可轻松了解到现场从站的各

种状态。如果现场出现问题，通过诊断功

能也可以迅速地进行故障排查，将停机时

间降至最低。

TURCK提供I/O-ASSISTANT软件用于

参数设置以及从站调试，大大调高了调试的

工作效率。此外，基于FDT/DTM技术的I/O-

ASSISTANT软件也为用户进行设备集成和

资产管理提供了标准的软件平台。

得益于BL20总线产品卓越的性能和总

线显著的特点，太仓武港散料堆场的环保洒

水系统在调试和使用过程中效能和稳定性、

可靠性被进一步提升，达到了提高效率、节

省成本的效果。 

通过BL20经济

型现场总线模

块控制水枪，

通过TURCK中

继器进行现场

总线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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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封装：DCC的零压积

累传送机使用电源供应

前，许多食品和饮料制造商都

需要能传送产品的系统，这就

是乳品传送公司（简称DCC）

的需求所在。位于纽约布鲁斯特的DCC公

司已经为乳制品、柑橘、果汁和冷冻食品

行业设计、制造并安装这种传送系统有近

50的历史了。DCC的应用工程师丹尼斯 ·

斯科特先生说到只有拥有高效稳定的传送

系统才能拥有市场。他还说：“通常情况

下，在我们所服务的客户中，需要不锈钢

系统的食品导向型行业需要更高效、更持

久的解决方案。”

DCC成功的关键在于这种不锈钢传送

系统能应用在食品行业的碱性、高温、高压

冲洗环境。DCC通过引进一个零压积累传

送带使不锈钢系统更加完善。零压积累是一

种能使产品在传送带上传送而不会造成产品

堆积的方法。此方法在20年前投入市场使

用。当物品在传送系统上传送时，它能起到

控制物品前进与后退的作用。为了防止产品

堆积，它还可以利用产品间的间隔使产品停

止，根据传送带上的产品流动情况继续释放

产品。因此传送带上的产品不会出现拥堵情

况。而缺点是这种方法需要的部件大都易磨

损，而且安装成本较高。现在，零压积累法

采用耐磨损的电力设备取代了原来的机械设

备。以DCC的水压区系列为例，它还可以

在应用在冲洗环境下使用。

当

外形小，功能强
采用图尔克IP67防护等级电源模块的高性能传输系统可承受高压冲洗而且无需外壳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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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的电源模

块有三分之一都

进行密封

DCC的水区系统由一系列抗冲洗具有车

载逻辑功能的的电子视觉传感器组成。机载

逻辑能对积累区进行检测和控制，系统还能

根据产品流的情况在特定的积累区域使产品

运输或停止。水区模块不仅检测自身的区域

情况而且还能检测下一个区域。根据检测到

的信息，模块能根据不同的区域长度分别提

供不同的驱动力。

区的概念

当监测到物品在A区堆积后，A区的模

块将给B区的模块发送输出信号，当产品

进入B区，驱动力解除，产品停在B区，同

时，B区模块给C区模块发送信号，由此可

见这种积累过程不断延续。当产品从A区流

走，A区模块将停止发往B区的信号输出，此

时，B区的驱动力被激活。当B区产品传送完

毕后，B区的模块向C区发送信号，所以区域

释放过程也不断重复。为了推广DCC水区系

统在冲洗和高度潮湿环境下的应用，首先要

保证所有系统部件也同样能安全使用，他们

选择了图尔克，“对于我们的不锈钢零压积

累传送机，我们需要一个高品质、结构紧凑

的24V电源供应，它无需进行封装处理，可

直接暴露在潮湿的环境下工作。”Scott先生

说到。

DCC的水区系统采用图尔克IP67防护等

级的电源供电。图尔克可以满足DCC的所有

电力要求，电源安装在传送带下面，传送带

起到防水防喷溅的作用。即使传送带系统被

安装到高处时，工厂人员也可以对电源实行

监测，这种情况通常用于食品行业。斯科特

先生还说：“DCC注重质量和性能，因此我

们成为顾客的首选。图尔克的创新型设计满

足我们系统的高标准要求。”

“如果不是选择了图尔克产品，我们

就要选择需要进行封装的NAMA12不防水电

源。而图尔克不仅节省了我们的封装成本，

还无需担心漏电问题或由于安装不当而造成

的麻烦。因为图尔克的电源模块有三分之一

都进行密封，我们只需将其安装在顾客方便

进入的区域。”

食品和饮料制造商必须严格遵守标准以保障产品的安全。设备需要经常进行高压冲

洗以保证其安全卫生，所以系统的性能要求很高。考虑到许多电子设备并不适用于潮湿

的环境，我们的产品能拥有如此抗冲洗功能绝非易事。

 快速阅读

“如果不是选择了

图尔克产品，我们

就要选择需要进行

封装的NAMA12不
防水电源。而图尔

克不仅节省了我们

的封装成本，还无

需担心漏电问题或

由于安装不当而造

成的麻烦 „
Dennis Scott,
DCC

1_2010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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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公司（简称“广州分公司”）是

华南地区最大的现代化石油化工

企业之一。该公司由炼油、乙烯主业组成，

现有年炼油1300万吨、生产乙烯22万吨的

能力，石油化工主要生产装置50套。广州

分公司现为国内首家全部加工进口原油企

业。主要产品有汽油、柴油、航空煤油、石

脑油、重油、溶剂油、液化气、道路沥青、

石油焦、硫磺、甲苯、二甲苯、工业气体等

60多种。2008年，广州分公司全年加工原

油1160万吨，生产乙烯22万吨。

客户需求

广州分公司收转车间的罐区由老罐区

和新增的30几个原油罐组成。原有的罐区

监控系统普遍采用的是非标准化I\O模块，

不便于维护。系统只有一级控制，可靠性和

安全性都很差，系统不具有网络功能，数据

不能共享。由于采用的是传统的控制体系结

构，系统不易于扩展。针对上述问题，广州

分公司决定改造罐区监控系统，要求新系统

必须满足长远发展的要求，从规模上讲，要

能够达到75个罐的控制和管理，系统必须

便于扩展，软件上必须便于重新组态开发。

作者

田军

图尔克中国

过程自动化

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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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区实貌

远程I/O技术、安全栅技术

与总线技术的完美结合
——Excom远程I/O系统在中石化广州分公司罐区监控系统中的应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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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所选用的软硬件必须是标准化的产品，

而且要便于维护。系统必须是耳机控制，以

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现场仪表尽量

选配本安型的产品。

Turck解决方案

Turck公司技术人员针对以上要求和工

况，经过现场深入交流，采用了以下的解决

方案：

首先为其选配了两台DELL的工业PC机

作为冗余配置的操作站，并且在操作站上安

装了WINCC监控软件作为人机界面，通过

直观的画面，方便用户的操作。在控制室，

为其选配了一套冗余配置的西门子S7300型

PLC作为控制站，负责整个工艺流程的处理

工作。为其选配了5套冗余配置的Excom系

统作为I/O接口。针对不同的现场仪表，我

们选配了包括处理温度信号的TI40Ex温度

模块，处理4-20mA输入信号的AI40Ex模块

和处理开关信号的DM80Ex模块等等。每个

Excom系统都配备了一个高防护等级的带

有观察窗口的防护箱。通过从控制室引出的

两条外部总线将这些Excom串接在一起，

实现了总线电缆的冗余配置。

Turck产品为客户增值

因为我们的系统具有如下优势：

结构小巧紧凑，节省空间，系统的安放

非常简单方便；

内/外总线、网关及电源均可冗余配置，

全面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所有模块均可在线插拔；

支持HART协议的传输；

无需DCS/PLC的I/O模块，由于Excom

系统起到了控制系统（DCS/PLC）远程I/O

的作用，因此在构建控制系统时，就不再需

要DCS/PLC的I/O模块；

可连接传统的变送器、传感器、执行器等

现场设备，无需改变传统的现场安装方式；

具有多种诊断与自诊断功。

所以用户对我们的方案从技术先进性

到经济性都非常满意。而且，我们的方案给

了用户一个意外的惊喜：如果这次改造仍按

照传统的做法，由于老控制室的面积过小，

用户原打算在新罐区再建一个新的大一点的

控制室，约计需要费用几十万（包括装修，

铺设电缆等工作的材料及人工费用）。采用

了我们的方案后，不仅不需要再建一个控制

室，而且现在的控制室还为以后装置扩建留

出了余地。主控画面

系统框图

1_2010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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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豪森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是集科

研开发、技术设计、生产制造于

一体的科技先导型企业，先后为

汽车动力总成行业提供了大量的发动机、变

速箱装配线及专用机床，机床辅机等设备。

公司为了不断的提高技术水平、增强企业的

自身实力，曾先后与英国SOLARTRON；

法国ATEQ 公司；德国 JW-FROEHLICH 公

司等国际水平公司进行了广泛的技术合作，

在装配、测量等领域为用户提供了一批技术

先进、性能可靠的替代进口产品。公司主要

业务包括：自动装配机及装配线的设计和制

造，在线专用测量机的设计和制造，大流量

冷却液切屑集中处理系统，密封性能试验机

（俗称试漏机）的设计和制造，电动螺栓拧

紧机的设计和制造。

客户需求

在豪森设备的汽车发动机，变速箱装配

线以及发动机检测生产线的组装过程中使用

了总线产品，长距离检测电感式接近开关，

光电传感器，应用在汽缸上的磁感应传感器

以及电磁阀执行器等装置。

因此需要配合M12 预铸型线缆，由于使

用过程中传感器要安装在旋转工件或机械手

臂上，因此需要线缆的材质必须能够满足一

定机械强度，而且要保证较高的柔韧度。在

此基础之上客户要求在施工过程中，为了提

灵活多样的选择
——接插件系统在发动机装配线的应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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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缩短工作时间，希望能够有一种接

插件，可以根据现场环境的需要来选择合适

的线缆长度以及线缆的材质，并且能保证极

高的防护等级，即在使用过程中不被水，机

油或者其他腐蚀性液体的侵蚀。

由于生产线组装完成后，需要将部分零

件拆卸下来再交付客户，因此在运输及使用

过程中机器的震动以及人为操作，可能会导

致接插件接头处松动，脱落等问题，因此也

要考虑稳固及可靠性的因素。

Turck 解决方案

Turck 公司技术人员来到豪森设备生产车

间，了解现场设备的装配情况，与相关技术

人员进行交流，最后提出了接插件及线缆的

解决方案。

针对于现场使用了大量的接近开关和光

电传感器，可以使用M12×1Eurofast 的预铸

型接插件。考虑到部分接插件应用在旋转工

件及机械手臂上，技术人员选用了具有高柔

特性的线缆，这样既解决了旋转和拖拽过程

中产生的巨大扭力，又保证了线缆的高弯折

次数。在气缸上由于使用了很多磁感应传感

器，接口处多为M8×1 的螺纹标准，因此选

用了M8×1 的预铸型接插件，除此之外还为

需要阀控制的工位配备了带LED 指示灯的阀

式连接器。

客户现场使用了大量的总线模块，需要适

配7/8" 的接插件, 由于现场站点间距是不同的，

如果选用线缆长度标准的接插件，就会造成线

缆长度的浪费，因此技术人员选用了7/8" Mini-

fast的现场式接插件，这样就可以根据现场站

点间距离的需要来自由的选择线缆的长度，

使用拧接技术的连接技术使得安装变得十分的

简便和省时省力。同时，具有反码的Eurofast 

M12×1, B-code 针式和M12×1, B-code 孔式

接插件可以适配于总线I/O的连接。

Turck 接插件系统为客户带来便利

TURCK 为大连豪森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提供了整套的接插件系统连接解决方案。在

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为客户带来了便利。

• 全系列的预铸型接插件，满足客户现

场连接端口的需要。

• 根据现场机械强度和环境的需要，选

择特殊线缆的材质，可定制不同长度的线缆。

• 即插即用的现场快速连接方式，减少

接线时间，降低施工难度。

• 适配各种网络协议的电源线缆和I/O 

通讯线缆。

• 接插件均具有IP67 及以上的高防护

等级，坚固可靠，防尘防水，可以抵抗油及

腐蚀性液体的侵蚀。

• 牢固的密封圈和防护环设计，能够有

效抵抗机械振动所产生的冲击。

TURCK 全系列接插件产品为您提供了系

统化连接方案。可以简化布线复杂程度，减

少布线时间和强度，降低安装和调试成本，

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及时的供货周期。

丰富的现场接插

件类型

接插件的整体化

应用

1_2010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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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传感器技术原理不同，超

声波检测原理不依赖于被测物

材质和物料状态，物体表面属

性更为重要。越光滑越坚硬的表面越能更好

的反射超声波，从而扩大工作范围。液态表

面与坚固光滑表面具有相同的反射能力。高

于0.15mm的扇形皱褶表面对超声波检测不

会产生影响，但是并不要求精确调整传感器

与被测物之间的位置。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与

金属材质：图尔克是

首家提供全不锈钢材

质 超 声 波 圆 形 传 感

器，M25U，应用于无

菌环境监测的生产商

作者

Markus Bregulla 
图尔克德国

光电与超声波传感器

产品经理

网页代码 | more30972c

超声波传感器如何工作
超声波传感器的主要功能原理及应用

是被测物的温度，表面温度高的反射优于温

度低的反射。被测物的环境温度和湿度也会

影响传感器的工作范围。被测物的颜色不会

影响反射，像玻璃和塑料这种透明材质的物

体也能被检测。

超声波传感器在漫反射模式下工作。通

过部分发射声波的反射来检测被测物，在发

射与接收的过程中产生开关量输出，声波发

生器探测到被测物与传感器之间的超声波反



图尔克为特殊应

用场合研发了带

有外部超声发生

器的传感器

由于集成了温度补

偿功能，新一代

T30UX传感器比起

同类产品有更高的

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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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屏蔽振荡，所需要

的时间是由传感器的盲区来决定的。盲区在

声波发生器的前方，由于间隔的传输时间不

能被检测到，这就是在工作期间盲区应该一

直保持清晰的原因。

超声波传感器具有对射式和直反式检测

模式。对射式检测模式包含一个发射端和一

个接收端，由接收端来接收发射端的声波。

当有被测物处于发射和接收端之间，传感器

将会产生开关量信号。

超声波传感器的测量范围取决于声波长

度和频率大小。声波越长，频率越短，测量

范围就越大。几毫米波长的紧凑型传感器的

测量范围能达到300-500mm，大约5毫米波

长的传感器的检测距离大于8米。除了波长因

素，影响传感器精度的因素还包括由于温度

改变而造成声音传播速度的改变。因此大多

数传感器具有温度补偿功能。这使得模拟量

型Q45传感器的重复精度可以达到0.6mm。

综合产品系列

图尔克全系列超声波产品包括许多类型

传感器，由其战略合作伙伴世界知名光电传

感器生产商Banner公司研制。开关量输出

的传感器具有各种外壳类型。有些传感器具

备两路开关量输出，适用于高低液位控制。

有些传感器还具有电流模拟量和电压模拟量

输出。M18/30和Q30型号具有很窄的测量

波形角度6度。因此这类传感器适合小体积

物体的精确检测。测量波形角度为12和15

度的Q45和Q30，可以检测体积相对大的物

体。CP40的扇形波角度为60度。这些产品

可以检测大范围区域，光滑，平放或倾斜的

物体。有些传感器的声波发生器和电子元件

位于独立的紧凑外壳内，这种结构尤其适合

于安装空间狭小的场合。

大多数超声波传感器可以调节开关距离

或测量距离的上限或下限。在测量范围外的

物体不会被检测到，有些传感器的参数是可

以调整的，例如响应时间，回波缺失状态性

能，或者与泵连接时的直接操作参数。由其

外部编程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设定滞后和实

时响应参数来提高精度，并可通过调整平均

值来使用户在一定的响应时间上提高精度，

反之亦可。

抑制噪声

传感器特有的频率范围和专利抑噪电

路设计使其在金属撞击等噪声下仍能正常工

作。大多数传感器具有同步以及并排安装互

不干扰的优势。大部分传感器通过连接同步

线来实现自我同步，同步传感器同时发出超

声波，如果安装正确，多个传感器能实现更

大检测角度，这种原理被应用于停车控制系

统中。

非接触性，无磨损超声波传感器通过超声波检测物体、

可检测透明的、半透明、金属、非金属、固体、液体或粉末

等被测物，也适用于雾霭，尘土或暴雨的恶劣环境。

 快速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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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D数据：在我们的网络

产品数据库中，你可以方便的

下载到具有80多种格式输出的

2D到3D的图片，这完全是免

费的，甚至根本不需要注册。

图尔克展会
在众多的国内外展览会上，图尔克将向您展示先进的创新产品和

适用于工厂及过程自动化领域的可靠解决方案。欢迎您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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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检索 您是否正在搜索一个产品的

名称，一个已知的编号代码或一项特殊功

能？您只需在网页左侧上方的搜索框内输

入相关内容即可。

 层级检索  您是否正在搜索某一类产

品，如汽缸用电感式传感器。您只需要点

击网页左侧的目录菜单即可。

 详细检索 您是否正在搜索满足特殊参

数需要的某种产品？请使用Power Search
的特征搜索来寻找适合您的解决方案。

日期  展会名称 城市/国家

27.01. - 29.01.2010 IFAM Celje, Slovenia
25.02. - 28.02.2010 World of Industry Istanbul, Turkey
03.02. - 05.02.2010 Expo Solar & PV Ilsan, South Korea 
03.03. - 06.03.2010 Aimex, IBS, Robotis, Weltek Seoul, South Korea
08.03. - 11.03.2010 SIAF Guangzhou, China
17.03. - 20.03.2010 CWIEME   Xi'an China
23.03. - 26.03.2010 Automaticon Warsaw, Poland
13.04. - 16.04.2010 Amper Prague, Czech Republic
14.04. - 15.04.2010 ISA Edmonton, Canada
19.04. - 23.04.2010 Hannover Messe Hanover, Germany
25.05. - 28.05.2010 MSV Nitra, Slovakia
11.05. - 15.05.2010 Technical Fair Belgrade, Serbia
25.05. - 28.05.2010 Kofas Chungwon, South Korea
31.05. - 03.06.2010 Eliaden Lillestrøm, Norway 
02.06. - 04.06.2010 IAC, TME + Sensor Shanghai, China 
08.06. - 10.06.2010 Rax  Tel Aviv, Israel
13.09. - 17.09.2010 MSV Brno, Czech Republic
22.06. - 25.06.2010  Expo Pack  Mexico City, Mexico
28.09. - 30.09.2010 Assembly Technology Expo Rosemount, USA
19.10. - 21.10.2010 ISA Houston, USA
12.10. - 15.10.2010 Vienna-Tec Vienna, Austria
13.10. - 16.10.2010 EloSys Trencín, Slovakia
31.10. - 03.11.2010 Pack Expo Chicago, USA
02.11. - 04.11.2010 Metalform Atlanta, USA
23.11. - 25.11.2010 SPS/IPC/Drives Nuremberg, Germany

图尔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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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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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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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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mon & Cia. Lda. 
(+351) (21) 3920130 ı salmon@salmon.pt
PUErTo rICo ı TUrCk USa 
(+1) (763) 5539224 ı mailbag@turck.com

L  QaTar ı TUrCk Middle East SPC 
(+973) 17 570 376 ı turckmiddleeast@tur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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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Ck Middle East SPC 
(+973) 17814920 ı turckmiddleeast@turck.com
SErBIa anD MonTEnEG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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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6986 ı marpex@marpex.sk
SLoWEnIa ı Tipteh d.o.o. 
(+386) (1) 2005150 ı damijan.jag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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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etauto.co.za
SWEDEn ı TUrCk office Sweden 
(+46) (31) 47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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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0371 ı ez-corp@umail.hinet.net
ThaILanD ı TUrCk Singapore Pte. Ltd. 
(+65) 65628716 ı singapore@turck.com
TUrkEY ı TUrCk Consulting office Turkey 
(+90) (216) 5722177 ı onur.celik@turck.com

L Ukraine ı SkIF Control Ltd.    
 (+380) (44) 5685237 ı d.startsew@skifcontrol.com.ua
  UnITED araB EMIraTES ı TUrCk Middle East SPC 

(+973) 17 570 376 ı turckmiddleeast@turck.com
UrUGUaY ı Dreghal S.a. 
(+598) (2) 9031616 ı cratti@dreghal.com.uy
USa ı TUrCk Inc. 
(+1) (763) 553-7300 ı turcku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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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页代码 more30980c

www.turc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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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
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兴华四支路18号 
(300381)
022-83988188/8199
www.turck.com.cn
marketing@tur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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