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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图尔克集团客户的杂志

无与伦比的
    中距离传感技术
新型超声波传感器减少了感应距离为300cm以下的

传感器的库存种类和数量

改造翻新 
图尔克的HMI/PCL VT250为旧
车床带来了最新的技术

本期焦点
Jürgen Grabow：“我们将依托
专业的细分市场管理开发新市
场。”

防护
图尔克的RFID技术能够识别
每个进入防爆区的微气体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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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福特（Henry Ford）曾简要地用“不创新，即灭

亡”来描述过成功的基础。墨守成规，只能止步不前。任

何一个企业或个人，若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有所突破。

对于图尔克，这样一个正值变革发展中的公司来说，也正

是如此。

保守是舒适的产物，而创新是慧眼独具的探险。自蒸

汽机诞生以来，工业发展历经变化，如今以智能工厂和智

能生产为主题的“工业4.0”，也正从概念逐步走向现实。

将行业创新与技术发展整合到工业生产中，实现从机器传

感器到IT通讯的无缝对接，形成信息技术与制造工业相融

合的一体化网络，已成为未来工业发展的趋势。而企业要

保持竞争力，不仅要更快速地反应市场，还要确保生产流程具有最大灵活

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和定制需求。

着眼未来，图尔克在过去的几年内进行了巨额投资。仅从2012年起至

2016年间，图尔克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流程优化的IT系统升级的投入累计

达6千万欧元。新的ERP/CRM系统将为销售和客户服务提供更大的便利性及

灵活度，增加流程的透明度和效率，提高企业生产力。而在中国，仅去年

我们在生产设备与产能扩容上的投资已达500万元人民币。此外，我们还着

力扩展服务团队、大力开拓垂直化市场、强化发展工程和系统集成业务，

以富于创新及客户导向的面貌，以更加快捷、高效的方式，为全球客户提

供优质服务，成为客户心目中值得信赖的全系列自动化合作伙伴。

秉承专注与不断创新，每年的自动化展会都成为我们向您呈现一年努

力的成果之机。因此，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光临5月7日-9日在北京举行的国际

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IA Beijing），我们的展位号是2-42。届时，您将

能以最直观的方式了解图尔克最新的技术革新及行业解决方案。多款革新产

品、甚至是世界首创产品也将逐一展现，它们包括：世界首个提供高分辨

率、无磨损、抗磁场干扰的非接触通用型电感式编码器产品QR24，TBIL系列

具有IO-Link协议的分线盒产品，以及能兼容多种通讯协议并实现自动切换的

工业以太网模块Block I/O系列产品。该模块同时支持webserver功能，可以通

过Web浏览器方便、直观的实现诊断、设置IP地址等功能，易于操作。

亲爱的读者们，衷心期待您能亲临展览会现场，了解图尔克的创新与

服务，并和我们的工程师一道，深入探讨自动化行业的最新趋势和应用方

案，共同领略最新尖端技术的风采！

Ling Chi Liu

Vice President Marketing & Product Management

副总裁 市场及产品管理

着眼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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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超声波
传感器

 图尔克2013财年的营业额增长

5%。正如图尔克董事总经理Chri-

stian Wolf去年在杜塞尔多夫新闻

发布会上所说，公司预计集团的

合并营业额在年底将达到约4.5亿

欧元。图尔克集团在全球27个地

区的员工总数增加了150人，总人

数达到了3350人。在德国，目前

图尔克在鲁尔区米尔海姆(Mülheim 

an der Ruhr)、哈尔沃(Halver)、比

勒菲尔德(Beierfeld)和代特莫尔德

(Detmold)四个地区的员工总数为

1670人，其中包括86名实习生。

为了实现可持续增长，图尔克在过

去的几年内进行了巨额投资。基础

设施项目，特别是新建筑和用于流

程优化的IT系统仅仅在2012至2016

年之间就将达到6千万欧元。“除

了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外，我们

过去和现在都很关注员工和产品研

发的持续发展，同时还关注我们的

销售和服务。只有通过创新及客户

导向型组织结构才能让我们实现作

为一个全面自动化合作伙伴对全球

客户的承诺”，Wolf先生表示。

2013年图尔克业

绩增长5%

 图尔克新型RU-U超声波传感器系列精简了传感器类型，但仍

然可涵盖很大的传感范围。图尔克超声波传感器采用了M18和

M30外壳类型，从而有效地减少了需要库存的产品型号数目。这

是凭借传感器盲区小、传感范围广的特性而实现的，例如，传感

范围为40厘米的传感器，其盲区仅有2.5厘米。为了给每个应用

提供最适宜的传感器，图尔克增加了单个型号的功能，因而非常

紧凑的RU40和RU100模块通过一个示教适配器就可以使用户设置

漫射模式、相反模式、

常开及常闭开关输出。

标准传感器还可以通过

示教适配器或直接通过

传感器上的示教开关设

置开关窗口，即设置两

个独立的开关点。高端

产品还可以用作开关或

模拟传感器。

04 新闻_创新

QR24非接触式编码器
 RI360P-QR24非接触感应式编码器系列又新增加了两种输出类型产品：

一种类型采用增量输出，另一种采用0-10 V或4-20 mA模拟量输出方式。具

有高分辨率、无磨损且抗磁场干扰能力强等特性的全新编码器可广泛应

用于各类场合。与其它QR24产品相同，传感器本体和定位元件全都

完全密封，同时在设计上完全独立，从而可以有效的承受机械上

的振动和冲击。所以机器不会因为机械磨损而停机或导致长时

间维护。RI360P-QR24

结合了光电编码器和

磁性编码器两者的优

势。高达IP69K防护等

级且真正完全密封设

计的编码器可通过改

变变径环实现智能安

装，可安装于直径20

毫米以内的所有标准

轴上。 

QR24编码器荣膺

自动化大奖

  专家评委提名图尔克非接触感

应式编码器RI360P-QR24为2013十

佳最具创新产品。此“自动化奖”

每年由elektro Automation杂志在

纽伦堡的SPS IPC Drives（纽伦堡电

气自动化系统及元器件展）展会上

颁发。在展会期间，由观众投票选

出最受观众喜爱的产品。

  更多信息详见第8页 



05

more@ 1 _ 2 0 1 4

可通信温度传感器
 图尔克扩展了TTM温度传感器

产品线：新型传感器采用紧凑的

塑料或不锈钢外壳设计，并且其

中一路输出可由用户独立设置。

除了具有两线电路模拟量输出

(4-20 mA)的功能外，该新型传感

器还提供了一个开关量输出，同

时还可以通过IO-Link进行通信。

对于需要使用多种不同参数温度

传感器的用户，这种新型传感器

可以有效地减少设备类型的库存种类。由于采用了模块化设计概念，所以

产品更加简单：与固定探头温度传感器一样，新型的传感器按照安装形式

的要求也可以通过M12接插件安装一个探头。与其它TTM系列传感器类似，

集成电子电路的新型传感器与一个M12接插件的大小类似。

  图尔克开发了新一代 - 4 0至+ 7 0° C宽温 I / O模块。T B E N（以太网）和

TBDP（Profibus DP总线）模块系列几乎可在任何其它I/O模块无法使用的应用中

使用。所有的新一代模块将I/O通道分为两种电隔离组，即“可切换I/O”和“不

可切换I/O”。这就能够通过紧急停止电路实现安全地切断独立单元，即使是使

用柔性的16DXP型产品也可以。与旧产品类似，TBEN I/O模块是一种支持多协议

的设备，它的协议自检功能使其能够用于Profinet、Ethernet/IP和Modbus TCP网

络。在Profinet和Ethernet/IP网络中，模块还可以支持总线冗余（MRP和DLR）以

及快速启动（FSU和QC）。这两种设备系列的数字量输出都是2A电流开关量输

出，从而减少了需要支持不同种类输出电流的库存产品类型。所有的设备都支

持标准接地，不需对I/O模块进行任何改动。

 图尔克现可供应专门适用于食

品和制药工业的特殊全新QM26和

QMH26系列光电传感器。这两个

系列产品均采用了IP69K不锈钢防

护外壳，能够耐受化学清洁剂和

高压清洗。同时，由满足FDA要

求的材料制造。此外，QMH26还

采用了卫生型设计，因此可用于

直接与食物接触的应用中。它的

外壳光滑、自干燥表面清洗或消

毒都很简便。

 图尔克推出了适用于

FF总线和Profibus 

PA总线的

新一代

IP20分

线盒。JRBS

系列现场总线

分线盒可用于安全区域及1、2、21

和2 2类防爆区。支线上的短路电

流限制还可以提供更高的安全性，

从而防止网络区域整体故障。集成

的LED灯可用于设备的局部诊断。

它们可为用户快速、可靠地指示故

障，包括短路、压降或通信故障

等。2014年第二季度图尔克将推出

具有4、6、8、10、12通道的JRBS-

40DC模块。

光电传感器

具有诊断功能的

分线盒

新一代I/O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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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信息详见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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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灵活安装的
流量传感器 
 在2013年的SPS IPC Drives展会上，图尔克推出了可自由安装的流量传

感器。FCST系列的新型内螺纹安装式设计概念使传感器可按要求灵活地

安装在管道上，无需考虑过程连接如何安装。这简化了复杂的安装附件

形式以实现可靠和精确的流量监测。标准工业螺纹尺寸的螺纹适配器国

使用户能够在不同的管径上安装流量传感器。即使具有快速螺纹式安装

的性能，传感器依然能够承受高达100 bar的工艺压力。FCST新的安装

概念的另外一个优势是流量探头集成了信号处理器，由于传感器可以灵

活地调整朝向，因此始终可以非常容易地从传感器本体上读取LED显示

屏，并且可以很方便地用电位

计设置开关点或模拟信号。这种

IP67防护等级的传感器可监测的

最大流速为300 cm/s，可提供不

锈钢外壳或塑料外壳，采用开关

量或模拟量输出。该产品系列中

还包括具有附加温度监控功能的

传感器(FTCST)以及带有分体式测

量探头的传感器。
网页代码 more21310e

应客户要求提供

的压力传感器

  尽管图尔克已具有庞大的压力

传感器产品线，但公司仍然保证

在数个工作日内就可向客户交付

PS500传感器。用户可使用三种类

型（即两路开关输出，一路开关电

压输出，或一路开关电流输出）单

独配置最适宜特定应用的压力传感

器：共有12种压力可选，相对压力

最高可达600 bar，且具有12种不

同类型的螺纹接头。为了能够为

客户提供最大的灵活性，图尔克

对设备采用了模块化设计，从而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最终装

配。PS500系列的每个产品都可以

在48小时内发出。

 图尔克公司推出了新一代S18光

电传感器，坚固耐用的 IP67防护

等级，传感器可承受的环境温度

为-40至+70 °C，完全适用

于恶劣环境。

由于具有更高

性能的信号处

理器，所有S18-2设

备的检测范围都远远优于以前的产

品。优化的抗串扰性能使多个传感

器之间的安装间隙更近。凭借独特

的内部设计，S18-2传感器可确保

在有环境光源或电磁波干扰情况下

仍可正常工作。

坚固耐用的

光电传感器

紧凑型UHF RFID
读/写头 
  图尔克的BL ident 

RFID系统新增了TN865-

Q120新型紧凑UHF读/

写头。Q120采用了节约

空间的IP67级铝合金防

护外壳，内置圆极化天

线和电子电路。Q120的

尺寸还不及1L牛奶盒，

特别适用于安装空间受

限的应用，如自动物料

搬运系统。Q120可用

于近距离和中距离UHF

识别范围。该读/写头

完善了BL ident RFID系统在UHF带的应用。对于要求不同识别范围的UHF应

用，这一功能非常有吸引力——特别是Q120还具有超高的性价比。正如所

有图尔克RFID读/写头一样，Q120可在所有图尔克总线系统RFID模块上使

用，如有必要，还可以应客户要求使用高频(HF)元件。UHF读写头的识别空

间范围为130 x 120 x 60 mm，支持ISO 18000-6C和EPCglobal Gen2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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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

天津市西青区兴华四支路18号 
电话：022-83988188 
传真：022-83988150
邮箱：sales@turck.com
网站：www.turck.com.cn

www.turck.com.cn

Sense it!  Connect it!  Bus it!  Solve it!

扫描二维码， 
关注图尔克 
官方微信！

危险区域中的远程I/O 
解决方案EXCOM

 灵活的安装方式，可直接安装在现场危险1 
     区/2区，也可应用于安全区域。

   本安型远程I/O，可作为现场本安设备的关联
   设备，无需配置安全栅。

   冗余配置的电源模块及通讯网关，保证关键
   设备的可靠运行。

   支持HART信号的传输，可直接在PLC/DCS侧
   对现场设备进行配置。

   所有部件可带电插拔，并支持在线设置，让 
    维护工作变得简单高效。



08 封面故事_传感器技术

提高产品性能并精简产

品型号是图尔克新型

RU-U超声波传感器系

列的承诺

网页代码 more21300e
作者 Markus Bregulla 图尔克光电和超声波传感器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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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任何希望探测300厘米以下的中距离范围内物体的用户都必

须库存多种类型的产品，因为每种产品只能涵盖有限的检测范围。针对这

个问题，图尔克推出了新型RU-U超声波传感器系列：三种盲区小且测量范

围广的传感器产品线，这些产品的具体检测范围可通过引脚5进行示教，从

而可以涵盖所有的要求——无论所需的是模拟量输出还是开关量输出。高

端产品还提供通过IO-Link设置参数和通信方式。

  快速阅读

无与伦比的
中距离传感
技术
新型超声波传感器减少了感应距离为

300cm以下的传感器的库存种类和数量

果想探测近距离的物体，有多种厘米

级检测距离的传感器供您选择，如感

应式及电容式传感器。而较远距离

物体的理想检测探测方式为光电式或雷达

波传感器。对于距离小于300厘米

的中距离物体探测，超声波

传感器通常是最佳选

择。然而，这种传

感器也有其缺点，

由于存在较大的盲区

和有限的检测距离，它们通常只在有效的检测范

围内进行测量，这对于希望涵盖中距离区域不同

检测范围的用户来说显然是个缺憾。对于这些应

用，用户必须采用多种不同型号的产品。

超声波传感器的另一个理想应用是检测高光

泽材料，如玻璃、液体或颗粒。在这些场合使用

超声波传感器比光电传感器更加有效，因为超声

波传感器对反射光不敏感。

超声波传感技术的挑战

声音是一种在固体、气体或液体中传播的机

械波。声波的传播速度取决于压力、温度和环境

介质（空气）等因素。

超声波传感器测量信号传输的时间，其测量

精度取决于声波的传播速度。这意味着在其它传

根据具体的传感器

型号，可通过引脚

5、示教电缆、适

配器或按钮直接示

教传感器。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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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传感器主要是通过测量声波的传播时间

进行工作。传感器发出一个声波脉冲并接收物体反

射回的声波。

发送声波与接收声波的时间差不仅使超声波传

感器能够不连续地检测到物体，而且还可以测量物

体离传感器的距离，如有需要，可以将此距离信号

以模拟量信号形式输出。

  工作原理

此传感器盲区

小、检测范围

广，可以有效地

减少所需库存的

产品型号。

感技术中可直接忽略的许多因素，在超声测量中

都将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在露天场所，空气压

力和环境空气的构成通常保持恒定，但环境温度

可能会有波动，因此超声波传感器需要通过集成

的或外部温度测量功能补偿测量时的温差影响。

另一个特殊的要求是由超声波检测原理决

定的：所有的超声波传感器在声波变送器的正前

方都具有大盲区。盲区的大小取决于每个传感器

发射和接收声波的切换频率。如果物体离传感器

很近，传感器正在发送声波时声波信号已经被物

体反射回来，这样就因为物体太近而无法检测到

物体。这跟交谈类似：如果应答的太快，传感器

就不能监听到反射回的信号，因为它还在说话。

大测量范围的传感器通常工作在较低频率，从而

盲区也较大。制造商的目的在于使盲区尽可能地

小，从而可以只使用一个传感器就可以涵盖较大

的检测范围。

图尔克通过其新型RU-U超声波传感器系列

向这个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随着新型传感器技

术的发展，图尔克的专家们利用其多年的超声波

传感器经验重点研究了如何克服原型号产品的

缺点。新型传感器特别坚固耐用，而且相比于原

型号，新产品的测量范围更大、盲区更小。新型

超声波传感器系列还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且易于使

用，它配置了许多实用功能，如简单示教功能和

IO-Link通信能力。

盲区小、检测范围广

超小的盲区使传感器能够检测到离传感器非

常近的物体。例如，M18型产品的测量范围为40

厘米，盲区只有2.5厘米。这提高了传感器安装位

置的灵活性。如在液位检测应用中，安装深度可

以更小，因为不需为大盲区留取空间。另外，由

于盲区减小，图尔克还可以精简产品系列中传感

器的种类。新开发的超声波传感器可以提供比原

有传感器系列测量范围更广的产品：M18型产品

的检测范围最大可达130cm，M30型产品的检测范

围达300厘米。

新型超声波传感器的向下（前代）兼容性是

其特有特征：每款逐渐被淘汰的传感器系列都可

以使用RU-U系列中的一款产品直接替代。新型传

感器也可以使用原有的附件。

提高运行的安全性

超声波传感器适用于恶劣环境，因此必须能

够耐受各类不同的环境条件，如灰尘、水、温度

变化或振动。RU-U系列传感器可以满足所有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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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金属外壳

和集成的M12连

接件使超声波传

感器具有坚固耐

用和安装灵活的

特征。

要求。它改进的工艺安全性首先源于其坚固耐用

的金属外壳设计：螺纹外壳和接插件部分设计为

一个整体。这消除了在恶劣环境及低温状态下任

何可能导致传感器损坏的缺点。所有型号产品的

外螺纹覆盖了传感器整个长度，因此用户可

以在安装支架上调节传感器的安

装位置。

光滑的探头膜面也保证了

更高的工艺安全性，因为它不

会积尘，从而消除了灰尘引起

错误信号的问题。探头的机械

运动甚至会抖落尘土，达到自清洁

的目的。当湿度很高时颗粒沉积可能会增多，这

种积尘的彻底清除同样非常简单，并且在探头膜

面和保护环之间的区域不会有任何残留灰尘。

轻松示教功能简化了传感器的设置

安装的灵活性在使用时得到充分地体现，因

为所有的传感器都可以通过引脚5进行内部示教设

置。根据具体的传感器型号，用户可通过示教适

配器、示教电缆或按钮直接示教传感器。示教功

能使用户能够设置独立开关或测量范围。按钮具

有清晰的压力点，且内置在传感器的外壳中，因

此用户不会无意中触动按钮。使用M18系列传感

器时，不需任何附加软件就可以设置开关的启动

及测量范围。替代方案是采用电位计设置，但这

些设备采用旋转设置通常既不可靠也不精确。

设置灵活的高端型产品

新型超声波传感器系列的高端版本还具有

IO-Link接口，因此它们提供了丰富的参数和通信

选项。被广泛使用的免费Pactware参数设定软件

使用户能够按照特定应用的要求精确地设定某些

传感器参数。例如，超声波传感器可设置为单纯

的发射器或接收器，这样就可以安装两个传感器

形成一个对射式超声波传感器。

此外，高端型产品还可以提供更多的设置选

项以实现更多功能，如定时锁定、内/外部温度补

偿、将模拟量输出信号设置为上升或下降特征甚

至是附加开关输出。如果要求两个独立的开关量

输出而不是开关量输出和模拟量输出，这些传感

器可以设置为带有常开或常闭功能的PNP或NPN开

关量输出型。如果多个设备安装的很近，用户可

以设置同步功能，以防传感器间相互干扰。这种

解决方式的替代解决方案是采用多

路模式，即各传感器按照顺序逐一工作。除了提

供参数选项外，IO-Link还在传感器和主机之间建

立了快捷的通信路径。

在许多有特殊要求的应用中，IO-Link提供的

灵活性提高了图尔克超声波传感器的可维护性。

高度兼容的接插件和引脚分配简化了客户将其它

产品更换为图尔克新型超声波传感器的难度。

三条产品线

图尔克通过三条产品线满足客户的不同需

求：紧凑系列采用M18外壳并配置一个开关量输

出，主要面向单超声波传感器的广大市场。我

们的传感器的检测模式有直反式或对射式，两

种模式均配置常开和常闭开关量输出。由于可

以调整输出模式，所以只需两种类型（目前检

测范围为40cm和100cm可选）即可足以替换以

前的多种类型。通过示教电缆或适配器进行传

感器的设置。

图尔克标准型传感器配置双开关量输出。开

关点、开关范围和输出功能可以通过示教电缆/适

配器或通过设备上的示教按钮进行设置。在检测

范围内，检测窗口可按实际需求设置。对于这种

传感器，开关量输出1可以设置，开关量输出2默

认与开关量输出1关联。这就使传感器可以同时探

测和评估三个测量范围。标准型产品可提供M18

外壳类型、检测范围为40和130厘米的产品，也可

提供M30外壳类型、检测范围为300厘米的产品。

对于特殊要求的应用，图尔克此系列的传

感器还提供高端型产品。高端产品配置了通过

IO-Link通信的参数选项，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这

些产品可提供M18外壳类型、测量范围为40和130

厘米的产品，也可提供M30型、测量范围为300厘

米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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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图尔克正逐渐发展纵向结构。请

问Grabow先生，这背后的战略是什么？ 

公司内现有的垂直市场管理非常成功 – 在

自动化和食品市场都是如此。在这两个市

场上，我们目前提供了大量适应性强，可

“整顿新的目标细分市场”
A&D主编Mathis Bayerdörfer就图尔克介入垂直市场管理采访了工厂自动化领域销售
副总裁Jürgen Grabow

用于各种应用场合的解决方案，为客户提

供了极大的优势。在此阶段，我们的信息

非常明确：从客户的视角探讨问题，清晰

了解他们的市场。图尔克的垂直市场管理

是一种着眼全局的战略。

您的实施路线图是怎样的？

我们打算在除主要市场外，已经长时间

集中服务的其他市场中开展垂直市场管

理。我们打算将我们的行动和协调工作

超越单独地区的限制。我们已经使用着

Jürgen Grabow希望通过

加强垂直市场管理开拓

新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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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整体和全球的方式来进一步发展我们

的垂直市场管理理念，从而完成这一特

定目标。毕竟，客户不会仅仅希望我们

只提供整个产品组合，而是希望能够在

全球范围内合作，这包括产品的可用

性、物流、调试或技术支持。

您已经任命了其它垂直市场经理了

吗？

公司不能够匆忙地卷入一个新市场，因

此我们不会急促地发展这个概念。我们

在审视在哪些区域可以向我们的客户提

供额外的真正价值，目前有一个新的目

标细分市场进入我们的视野，即移动机

械和多用途运载车。目前我们已经为此

细分市场建立了垂直市场管理计划，并

且已经初步记录了我们的先期成就以及

开发应用和解决方案范例。在不久的将

来，必定会增加更多的垂直市场。

在价值链中，图尔克在与其它公司

的合作关系扮演者怎样的角色？

除了拥有我们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正确的

产品外，还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合作伙伴

网络以确保我们的成功。然而，合作方

式还必须保持灵活性，因为在不同的应

用案例中所要求的合作方式会有所不

同，通常情狂下应用的方式都是由设备

制造商提出，但有时……最终用户来提

出，没有标准的路线可循。

图尔克联合塑料加工业机器制造商进

一步开发了谐振式直线位移传感器。

这是否意味着塑料加工业将是下一个

实施垂直市场管理的细分市场？

直线位移传感器没有专门针对特定细分

市场而设计：注塑机仅仅是其可以应付

的诸多应用中的一种。Arburg公司是一

家有严苛要求的公司，这就是我们选择

与他们一起实施一项产品优化过程的原

因。首先，要根据特殊应用对供货速度

的要求更改产品，第二要增加所需的接

口。虽然我们已经为此领域优化了一种

产品，但我们不会为塑料细分市场设立

单独的垂直市场管理。整个市场是为了

通过应用的成功使公司受益，并同时增

加客户利益。 

图尔克的谐振电路测量原理已经吸引

了大量的关注。对于这些位置和角度

传感器，你认为它们在所有产品中占

有怎样的重要地位？

谐振原理让我们拥有了一种新的技术，

它可以消除许多客户常见的问题，特别

是市场上标准传感器和编码器中常见的

磨损及机械故障。另一种替代方案是采

用特殊的重型部件，但它昂贵得多。对

我们来说，让直线位移传感器的测量原

理适应非接触式角度测量只是一个合乎

逻辑的步骤。我们还希望进一步扩展应

用领域，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在此过

程中我们发现，我们对于开发新产品及

改善旧产品的许多概念和想法都与用户

的要求一致。

竞争对手如何看待这种附件值？你如

何看待山寨和激烈的竞争？

新的传感器已经引起了轰动。不同于以

往的处理方法，谐振电路的测量原理对

用户而言没有任何弊端。长远来看，肯

定会在市场上出现。但是，我们并不担

心有人做的比我们好。如果我们的竞争

对手也采用了这种技术，这只能表明一

个事实，即这种技术能够带来巨大的商

机和潜力。

传感器的未来将会怎样发展？  

Industry 4.0对于未来的传感器意味

着什么？

Industry 4.0代表第四次工业革命。我认

为它是否会被政客或利益团体发起非常

令人怀疑，因此需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其

背后的东西。由于目前微处理器几乎没

有成本，使得大量交易已成为可能，然

而仅仅智能技术本身能给用户带来的东

西非常少。未来的传感器必须提供一个

真正的附加价值——正如我们的位置和

角度传感器能提供的。 

“除了拥有我们自己的专业知

识和正确的产品外，还需要一个

有能力的合作伙伴网络以确保我

们的成功。”  Jürgen Grabow  

“我们已经关注可以为客户提

供真正附加值的领域，现在有一

个新的目标细分市场进入我们的

视线：移动机械和多用途运载车

领域。” 
Jürgen Grabow  

作者
Mathis Bayerdörfer是技术期刊
《A&D》的总编
Web地址  www.aud24.net

网页代码 more21330e



动化世界是由生产力驱动的。它专注于

尽可能快、尽可能有效地完成任务。自

动化系统被不断地改进以提高生产力，

并在更少维护的情况下运行更长时间。因为注重效

率和寿命，所以选择正确的接插件解决方案对于实

施应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对于许多应用领域，图尔克的标准产品就能满

足他们的需求，且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并非所

有的应用都相同，在许多应用中，现有产品无法满

足应用要求。对于这些应用，图尔克的接插件定制

化团队将介入，他们将针对客户的特殊要求提供定

制化解决方案。当客户需要一个图尔克产品目录中

14 内部_美国接插件客户定制化团队

自

当标准产品无法满足
要求时
图尔克美国的接插件定制化团队可按照北美客户的要求提供客户定制化解决方案适应

特殊要求

没有的产品时，客户可以直接拨打图尔克接插件定

制化团队的电话，他们将针对客户要求立刻开展一

系列行动。

首先，接插件商务拓展经理和接插件定制化团

队将开会讨论客户请求是否可行，以及是否已经存

在类似的解决方案。如果确定可行，团队则会给客

户提供具体的定制化方案，包括3D图纸、交期提案

和成本等。

一旦客户接受了我们的出价，图尔克的研发和

制造团队将介入项目，整合所需的资源并做好生产

前准备工作。一旦准备工作完成，产品技术参数将

交给一位产品经理以确保原材料的订购和交货时间

团队成员与他们

的接插件技术

专家

网页代码 more21331e 
作者 Eric Sipe是图尔克美国公司（明尼阿波里斯市）的项目工程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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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的现场接线电缆系统确保了电缆的正确连接，

即使在海外也不会出错。

满足客户应用的速度要求。以下成功案例只展现了

接插件定制化团队能力的很小一部分，他们所做的

事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已实现的解决方案

组装：图尔克通过组装能够满足客户要求的其它制

造商的连接器成功地提供了增值组装解决方案。图

尔克在整个设计阶段直接与客户合作以确保满足客

户的要求，甚至可提供所需的快速模型，使客户在

最终生产前能够进行现场测试设计模型。

焊接设备：当注塑设备公司向图尔克公司要求一个

自定义引脚排列的接插件时，接插件定制化团队将

介入项目，开发出理想的解决方案。图尔克在整个

产品设计阶段与客户一起工作，修改了传统的M12

接插件并自定义引脚，从而满足客户焊接设备的连

接要求。图尔克能够打造高度定制的解决方案以满

足客户对接插件的准确需求。

农业设备：当公司需要将设备和零部件出口全世界

时，确保一切正确安装并保持最低维护要求将非常

重要。图尔克帮助客户创建了一个线束系

统，它不仅能够确保通过自定义标签正

确安装线束，而且还能够使产品在生命

周期内维护保养更方便。最初设计的成

功应用也使它被运用到多个其它农业应

用设计中。

电机：图尔克电力电缆（powerfast）产品

线已问世多年，此产品线能够根据客户的

要求增加新的产品。图尔克扩展了现有的

powerfast产品线，其中包括一个分离转换，

使用户能够切断电源，为电机维修或更换进

行锁定和标记，同时还省去了硬接线系统。客

户与图尔克接插件定制化团队一起工作，因此

图尔克能够在设计过程中对产品设计更改迅速

作出反应，从而提供能够满足客户各种需求的

解决方案。今天，powerfast分离转换已被认为

是powerfast完整产品家族的一部分。

化学品处理：为了克服语言障碍问题，对于需要在非

英语国家安装分线盒和接插件的公司，图尔克帮助客

户开发了一种依靠视觉识别而不是语言理解的自定义

布线解决方案。图尔克设计了一种解决方案，它使有

色线组与分线盒上印刷的颜色相匹配，从而能够更容

易地确定正确位置，确保快速、正确地安装。

结论

接插件定制化团队也得到了公司内部的大量支

持。如果没有研发部、加工车间、整个接插件部门

和图尔克定制化团队的支持，它将无法承担任何类

型的项目，也不能将任何想法付诸实践。

对于客户而言，接插件定制化团队为他们的特

殊应用提供了宝贵的产品资源，这在以前是不存

在的。对于图尔克，它提供了一个创造新产品的机

会，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能够使其它客户感到高

兴的机会。

无论制造商的产品系列有多广，单纯依靠标准产品也必定无法完全涵

盖客户的要求。为实现特殊应用的解决方案，为了有能力时间定制化解

决方案，作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图尔克已经在美国建立了接插件定制化团

队。团队成员通过与公司专家和客户紧密合作，可实现个性化标签、特殊

色码或其它请求。个性化解决方案往往也会成从标准产品中汲取灵感。

  快速阅读

任何人都可以将这些彩色编码的电缆与接线盒正

确连接

目前，电源按钮

已经是标准Pow-

e r f a s t系列产品

的一部分



25年历史的I/ O模块：

图尔克新一代TBEN和
TBDP模块可凭借更少的

型号实现更丰富的功能

网页代码 more21370e
作者 Jörg Kuhlmann是图尔克工厂自动化现场总线部门的产品管理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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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年，381米高的帝国大厦是世界上最高

的建筑。建设更高的建筑是不可能的，至少

这在当时是公认的观点。芝加哥西尔斯大厦

（442 M），吉隆坡双子塔（451米）和台北101大

楼（508 M）现在都共享着“曾经最高”的命运。即

使是位于迪拜的迪拜塔（828 M）也不会是世界上最

高的建筑。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结束时，沙特阿

拉伯的王国塔将成为世界最高建筑，大约1000米。

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何时是发展的

尽头是无法预测的，只有结果出现后才知道发生了

什么。工业自动化也如同建筑高度的发展一样，无

法预测到产品目录发展的结果会是怎样，正如紧凑

型现场总线站点。

更少的型号

I/O模块和其它现场总线站点的未来发展及面

临的挑战是用更少的型号涵盖更大范围的应用。

为此，每个设备必须能够提供更多的功能，同时又

要更加简单，不需要任何更复杂的设置、使用和维

修。对于使用以太网现场总线站点，协议栈日益庞

大，最新的现场总线站点必须能够提供用户指定的

所有功能。

作为技术发展的一部分，图尔克最近将快速启

动和快速连接功能集成到所有以太网设备中，以确

保快速启动。较新的多协议以太网I/O设备模块和多

协议以太网网关也提供了快速启动功能。多协议设

备本身就代表着向“少即是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

要一步。虽然设备数量更少了，但他们能够提供超

过前代产品的功能。

演变而非革新

图尔克将继续沿着这一思路努力，并将其充分

体现在TBEN和TBDP型产品上，这两种产品是彻底

改变的新一代产品。如同旧款产品一样，TBEN系列

的以太网I/O模块被设计为多协议设备。它具有自动

协议检测功能，可以在Profinet、Ethernet/IP和Mod-

bus-TCP网络上运行，无需用户的任何介入。

除了快速启动功能外，TBEN型I/O模块现在还

支持总线冗余功能，包括适用于PROFINET总线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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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图尔克发明了Block I/O模块, 如今，图尔克推出了新一代block I/O产品

体冗余协议MRP和适用于Ethernet/IP的设备级环网

DLR。这就能够在要求高故障安全性的应用中建立

冗余通讯连接。如同以前一样，以太网设备都配有

一个集成的交换机，它能够按照以太网中常用的线

型、环型、星型及树状拓扑结构进行安装。线型拓

扑结构安装更灵活且可以减少所需的布线。

以太网I/ O模块通过LLDP拓扑检测PROFINET网

络还可以为客户提供其它好处。 LLDP代表链路层发

现协议。该控制器询问各站的信息块，并通过全部

的信息自动检测网络的拓扑结构，包括每个独立站

点。如同旧款产品一样，该设备可以通过不同PLC

工程软件使用GSD或EDS文件进行配置。其集成的

Web服务器意味着以太网设备还可以在任何时候访

问模块以接收诊断消息。

图尔克已经为PROFIBUS-DP应用开发出TBDP系

列产品。这两个系列的产品都增加了产品的功能，

并将多个种类进行了标准化，从而在不会限制产品

性能的同时减少了产品的种类。

适用温度范围为-40至+70摄氏度

按照许多客户的要求，图尔克还优化了设备的

使用温度范围。目前，TBEN和TBDP系列I/O模块设

备的使用温度范围为-40至+70摄氏度。此前，该设

备的使用范围只是从0到+55摄氏度。在多种户外应

用场合或极端气候带，过去这些设备都在非常接近

其使用温度极限的状态下工作。现在，在设备的使

用温度范围扩展后，设备几乎可适于在从西伯利亚

到热带地区的所有的户外应用。

在安全应用中，隔离输入端和输出端电位非常

重要，这样输出就可以通过一个更高级别的连接安

全断电，从而预先防止使用可自由配置I/O的设备

更新换代

图尔克已推出新一代I/O模块。TBEN和TBDP系列产品的紧凑型现场总线

基站结合了旧款产品的坚固耐用型和许多新的功能，从而在只有几种产品

型号的情况下就能够提供更大的性能范围。此外，新一代I/O模块还附加了

协议功能，并且采用了通用接地概念设计和增强的安全特性。

  快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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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产品对比：

新一代 T B E N 型    

（右）使用两个

螺钉安装，连接

方式比旧的解决

方案（左）更方便

中的输出端，这些设备中

每个通道都可以作为输入和

输出端使用，因为这些端口没有

电隔离。

安全关闭

新一代模块（16DXP）不会像以前一样将 I/O

通道分为输入和输出端口，而是将其分为“不可

切断I/O”和“可切断I/O”两种电隔离的电势组。

采用这些高度灵活的设备种类使人们能够用紧急

停止电路安全关闭设备。只有在项目设计过程中

才有必要注意哪些通道从外部切断以及哪些渠道

并未切断。此外，当设备处于安全状态时，也要

求独立输出信号，这样就可以确保使用16DXP模

块没有任何问题。

在所有新模块中，图尔克已经将数字输出的最

大功率进行了标准化。现在，所有输出均可高达2

安培。在以前，公司提供不同输出电流（0.5、1.4

和最大2安培）的设备。由于2安培可以满足所有标

准用户的要求，所以不必库存不同型号的产品。

每个I / O插槽都有一个辅助电源，用于支持传

感器和执行器。例如，光幕就需要一个辅助电源。

光幕通过输出端切换，而LED灯的供电则取自辅助

电源。现在，这些执行器可以通过模块上的一个单

插槽进行连接。

更大的灵活性还允许设备产品组采用更简单的

屏蔽和接地概念：这种模块在出厂时就通过金属

元件在外壳上进行了屏蔽和功能接地。如果应用

需要，用户通过简单地去除对应的金属夹就能够简

单、快速地断开连接。

机械结构优化

图尔克不仅优化了新一代I/O模块电子电路和

软件，而且还改善了机械结构设计。现在只有在

中间有两个6mm的安装孔，而不是以前的四个安

装孔。以前使用M4/M5小螺钉有时显得安装过于繁

琐，而采用M6螺钉简化了安装并能够在维护的过

程中更快地更换模块。由于设置地址时只需要松开

一个螺钉，所以简化了网络变动工作。为了更方便

地调试和维护，设计者还增加了M12内螺纹接口之

间的空间。

凭借其新的发展，图尔克保持了从I/O模块经验

证的优势。产品的IP65/IP67/I69K高防护等级也使

TBEN和TBDP模块可直接在机器或设备上。这样可以

节约控制柜中宝贵的空间，并简化了电气安装。外

壳依然由坚固耐用的塑料制成。电子电路采用封装

设计，能够耐受冲击和振动。公/母连接器稳定的金

属螺纹也有助于确保设备的长使用寿命。以太网设

备上用于设置地址的旋转开关也经受了现场应用的

考验。用户非常喜欢地址分配的至关操作。

四种型号

第一个TBEN和TBDP模块提供8个端口，每个

都有双重 I/O功能。图尔克提供四种类型的TBEN

设备：16路数字量输入，8路数字量输入和8路输

出，16路数字量输出或16路可自由配置的数字量输

入或输出。相应地，TBDP I/O模块也具有四种相同

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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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

天津市西青区兴华四支路18号 
电话：022-83988188 
传真：022-83988150
邮箱：sales@turck.com
网站：www.turck.com.cn

www.turck.com.cn

Sense it!  Connect it!  Bus it!  Solve it!

扫描二维码， 
关注图尔克 
官方微信！

全新图尔克电感式 
旋转角度传感器

 传感器和定位圆盘允许边缘偏差3mm，没有 
   轴和轴承的使用，工作稳定可靠。

   IP67的高防护等级，良好的机械稳定性，不 
     受化学制剂和油污的腐蚀。

   360°全角度测量范围，0.09°的重复精度，高 
   线性度。

   标准模拟量输出方式：含0…10V，4…20 mA 
   和0.5…4.5V，亦可选择SSI接口的输出方式。 
   标准M12接插件和直接出导线方式。



汽车厂焊装车间

作者 只凯  图尔克中国公司RFID产品经理

图尔克RFID产品在汽车焊装车
间机械化输送系统中的应用
本文结合汽车行业的发展现状和汽车厂焊装车间机械化输送系统的要求，介绍了图尔

克RFID产品在汽车厂焊装车间机械化输送系统中的应用，以及图尔克RFID产品的性能

优势和产品特征

业背景

目前，世界汽车工业正在发生天翻地覆

的变化，以“金砖四国”（巴西、俄罗

斯、印度、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崛起，正在改变

全球汽车产业与市场的格局。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

来，全球汽车市场增长率40%以上为“金砖四国”所

贡献，相应生产能力的增长可达到55%左右。

中国汽车产业作为世界汽车产业重要的组成部

分，未来十年是中国汽车产业的黄金期，汽车产业

已经完成了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正在逐步实现由

弱到强的巨大跨越，全球汽车工业将向中国和一些

新兴经济体进一步转移，这对中国汽车工业来说，

仍是非常难得的历史机遇。

目前，中国汽车市场不仅发展快，而且汽车消

20 应用_ R F I D

行
费需求变化也快，这就需要各汽车厂进行大幅度的

柔性化生产。对于此情况，RFID识别系统的引入就

显得十分重要。

RFID与焊装车间机械化输送系统

1. RFID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技术，

又称无线射频识别，是一种通信技术。可通过无线

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而无需识别系

统与特定目标之间建立机械或光学接触。常用的通

讯频率有低频、高频、超高频等。

从概念上来讲，RFID类似于条码扫描，对于条

码技术而言，它是将已编码的条形码附着于目标物

并使用专用的扫描读取器利用光信号将信息由条形

码传送到扫描读取器；而RFID则使用专用的RFID读

写器及专门的可附着于目标物的RFID标签，利用频

率信号将信息由RFID标签传送至RFID读写器。

2. 焊装车间机械化输送系统

众所周知，焊装车间属于流水作业方式，生产

线呈条形分布，其生产线长、自动化程度高，其

生产效率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输送线，输送线是其血

脉，贯通于整个焊装车间。

焊装车间生产按工艺划分为车身下部、车身侧

围、车身主焊线和调整线。各焊接工艺之间采用高

度智能的机械化输送系统连接，构成了整个焊装车

间的设备体系。

机械化输送系统的正常运行，是保证整个车间

生产的前提。所以，需要一个连续高效运行的高度

自动化的机械化输送系统，来连接各个工艺流程。

图尔克产品应用

图尔克针对客户长距离读写及多车型共线生产

需求，经过深入交流，推荐了具有IP67防护等级的

UHF RFID产品，成功的满足了客户的需求。

控制系统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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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F读写头

现场安装的网关和RFID接口模块

1、 RFID产品：图尔克BLident UHF系列

2、 主控制器：SIEMENS S7 400 PLC

3、 现场总线协议：ProfiNet

主控制器采用的是SIEMENS S7 400系列PLC产

品，实现整个系统的控制，保证系统的连续不间

断运行。现场总线为ProfiNet网络，连接现场的各

个RFID子站。现场安装图尔克公司IP67防护等级的

BLident系列RFID产品。控制系统操作的所有读写过

程，都可由就近的接口模块完成，并将载码体内数

据经总线传入控制系统。

焊装是汽车生产四大工艺中的重要环节，相比

较而言，设备复杂、生产节奏快。所以，提高生产

线的输送效率，降低生产线的等待时间，是保证单

班产量，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因素。

而RFID系统的引入，很好的为客户解决了以上

问题。通过在车身上安装UHF标签并写入其所在车

型的相关信息，生产线可以实时知道各车型所在的

详细位置，从而使输送线可以自动高效的按不同车

型分类并将其传输到不同的生产工位。

另外，通过读取即将进入地面一层焊接线之前5

至6辆车体上标签的信息，可以提前通知地面生产线

准备相应的焊装部件，此方法极大的提高了整个生产

流程的连续性，降低了地面焊装过程的等待时间。

再有，以前汽车厂各大车间的信息系统相对独

立，汽车部件在进行车间传送的时候需要进行大量

的信息交换。通过在车身上安装图尔克UHF标签，

使数据载体可以随着车体经过所有车间，从而保证

了车辆信息在生产环节的一致性。除去了车间之间

信息传递的步骤，极大的简化了操作流程并提高了

生产效率。

图尔克RFID产品为客户增值

针对读写距离要求较近的应用环境，可选用

TURCK高频（HF）RFID产品，并将载码体（TAG）

安装在滑撬、吊具、托盘等载具上，进行闭环的反

复读写；针对读写距离要求较远的应用环境，可选

用TURCK超高频（UHF）RFID产品，然后将载码体

（TAG）安装在载具、车体或要生产的产品上，进

行读写操作。

总之，针对汽车行业自动识别系统，图尔克基

于现场总线技术的IP67防护等级BLident系列RFID产

品，在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及发动机生产等工

艺中，有着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第一，图尔克拥有多种防护等级的接口模块

（IP69K、IP67、IP20），能够很好的适应各种现场

环境。

第二，BLident系列所有模块都支持热插拔，并

且高频HF和超高频UHF读写头可以安装到同一个接

口模块上。

第三，单个站最多支持8个通道, 还可兼容常规

数字量、模拟量的I/O模块。

第四，支持PROFIBUS-DP, DeviceNet™, Ethernet 

Modbus-TCP, PROFINET IO, EtherNet/IP等现场总线协

议，并可选配可编程网关。

第五，拥有多种类型载码体（金属表面安装、耐

高温等），满足客户各种工业环境下的安装要求。

总之，得益于图尔克BLident系列RFID产品卓越

的性能和显著的特点，汽车厂焊装车间机械化输送

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稳定性、可靠性和高效性被进一

步优化和提升，达到了客户的期望。

汽车行业是图尔克BLident系列RFID产品在中国销量最大的行业之一，

多年的行业应用经验使得图尔克可以根据现场各种不同的应用环境，为客

户提供最恰当的RFID产品。得益于图尔克超高频RFID产品卓越的性能和显

著的特点，汽车厂焊装车间机械化输送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稳定性、可靠性

和高效性被进一步优化和提升，达到了客户的期望。

  快速阅读



图尔克的紧凑型RFID
读/写头具有M18螺纹

套筒，即使在粉尘防

爆22区内仍然适用

网页代码 more21350e | 用户  www.ima-automation.de
作者 Achim Weber是图尔克的销售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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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X防爆区域对于机器制造商来说并不是一

个常规的环境，”德国巴伐利亚州安贝格的

IMA自动化公司项目经理Andreas Gradl说。

该公司为不同领域生产创新的组装和生产系统。然

而，这些领域中，如医疗技术，电子，汽车，

消费品和化妆品行业，没有一个行业通常

工作在爆炸危险区域。因此，开发一套

在粉尘防爆22区内生产微型气体发生器

胶囊的系统对于IMA自动化公司来说是

闯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微型气体发生器是一种小型的防爆

胶囊，它被安装在汽车里活动的安全

带预紧器或头枕中。在碰撞的情况下，

活动的安全带预紧器将启动，预收紧安全

带。活动头枕主要是用来防止后碰撞，在后碰撞

中，乘客的头部会迅速前冲。通过自动安全装置，

头枕会向着头部移动，减少头部和头枕之间的距

离。因此，这防止了所谓的“甩鞭效应”(whiplash 

effect)。

防爆概念

胶囊制造商与IMA自动化公司签订了合同，制

造微型气体发生器胶囊自动化装配系统。在ATEX防

爆区内危险工艺位置涉及部分防爆概念。空胶囊被

插入到工件支架并在安全区域称重。加载的工件支

架经由输送系统输送到危险区域，并在此区域中的

多个计量站进行填充。为此，需要在不同建筑中的

隔离区域设计一种更薄的墙，从而使爆炸的任何压

力都能够以可控的方式耗散。 

除了防爆要求外，客户还希望以毫克级精度填

充胶囊，并将此填充标准与工厂的质量管控关联。

任何有故障的胶囊必须尽可能早地在制造过程中检

测到并立即丢弃。对于质量管控范围内的胶囊，必

“

紧凑型防爆装置
图尔克的RFID技术使IMA自动化公司能够追踪防

爆区内的每一个微型气体发生器胶囊

须确保无故障生产过

程。装配系统生产不同的

微型气体发生器，这些微型气体发生

器由不同的粉末或粉末混合物填充，具体填充物取

决于胶囊类型。某些类型的粉末按照重量计量，另

一些则按体积计量。在工艺过程的最后检重阶段，

系统必须知道每个胶囊的精确微克级重量及粉末类

型。制造商在订单伊始就直接指定在制造过程中必

须能够识别每个胶囊。

配有图尔克RFID

载码体的150个工

件支架在系统中

循环使用

安全带预紧器中的微型气体发生器和头枕确保

了紧急状态下车辆安全系统能够立即响应。为此，

胶囊通过IMA自动化公司的全自动装配系统被填充

重量精确设定的粉末。装配系统制造商使用了图尔

克RFID系统，其中包括能够可靠用于粉尘防爆区域

的紧凑型读/写头。

  快速阅读



确定胶囊皮重

由于这些套管大小的容器在重量上仅有毫克级

的差别，所以首先应在安全区域称量空铝制胶囊。

控制器将重量存储至数据库，该数据可精确反映出

每次填充后添加了多少毫克的粉末。150个工件支

架将该胶囊送至闭环系统，并通过使用图尔克的BL 

ident RFID系统进行识别，为此每个工件支架都嵌

有一个RFID载码体。

在第一个工艺阶段，机器称量胶囊重量并将其

皮重录入数据库，读/写头通过载码体的UID（唯一

识别码）与数据库连接，也可以说是通过物料支

架。IMA仅使用UID及平行布置的两个工作秤盘就可

以保持每分钟操作大于30个零件的系统循环时间。

首次称重后，胶囊通过皮带被输送到防爆区，

并在首个工作站根据重量进行填充，稍后再根据体

积完成第二次填充操作。填充完成后，根据量与类

在安全区域称量空

铝制胶囊，从而可

以在控制阶段扣除

胶囊皮重，得到准

确的毫克级重量

型的变化对填充粉末的胶囊进行称重，并根据胶囊

皮重的差异精确核实填充量。在不同的工作站对整

体填充量与每次填充的粉末量进行计量，并以毫克

精度对此计算与核实。

该系统还可以识别胶囊的工件支架。若胶囊包

含过多或过少的粉末，系统就会在数据库中将其标

记为坏件并报废。那些校准了重量的胶囊最终会与

预装配在另一系统中的引发剂安装在一起。

通过BL20 Profibus网关，读/写头的数据可以传到

控制器

24 应用_ R F I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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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适用于防爆22区的紧凑型RFID方案

总的来说，该系统安装了7个坚固耐用的防爆

RFID读/写头。选择带螺纹套筒的图尔克读/写头的

关键原因是它适用于粉尘防爆22区。Andreas Gradl

解释道：“防爆22区是一种较低要求的ATEX防爆

区，图尔克有针对该防爆区专门设计的读/写头。

尽管其他制造商也能提供防爆型RFID装置，但其中

一些是针对较高防爆区设计的防爆型装置，所以

非常昂贵。”他接着说道：“部件的尺寸对我们

来说也非常重要，其他供应商的防爆型RFID读头太

大，M18读/写头或其他同样紧凑型的产品只能在图

尔克找到。”

图尔克公司被 I MA自动化公司关注，并成为

了它全部R F I D产品的供应商。对于如何选择正

确的RFID方案， IMA自动化公司进行了短暂的寻

找，Gradl描述说：“图尔克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测

试系统，包括一个读/写头、载码体与总线网关。

在我们的测试中，该系统可完美辨别出物料支架。

因此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通过Profibus连接

系统控制器，图尔克提供的具有4个RFID模块的网

关可同时连接7个读/写头。150个嵌入工件支架的

载码体同样来自于图尔克。

匹配整个系统的软件实际上很有挑战性，具体

工作包括匹配称重、填充站及各种胶囊的特性。每

个胶囊的填充样品都存储在数据库中，在加工特定

批次产品后，系统将会把产品与样品自动进行比

对，确保综合品质。在工艺过程最后，只有精确填

充的胶囊才会被定位在工件支架上。IMA又一次利

用了图尔克的RFID技术，项目经理Gradl解释说：“

技术实现非常迅速，也非常顺利，产品的功能非常

完美。因此我们知道了当需要再次寻找适用于防爆

区的紧凑型RFID系统时，我们应该去联系谁。” 

“ 其他供应商的

防爆型RFID读头太

大，M18读/写头或

其他同样紧凑型的

产品只能在图尔克

找到。„
IMA自动化公司的
Andreas Gradl

M18不锈钢罩中的RFID读/写头带有一个白色传感器探头，可读出工件支架上的载码体内数据，从而唯一

识别每个胶囊



过去，位于施瓦本山脉 (S chwäb i s ch 

Alb)区西南部高原Heuberg的每个农夫

都有自己的车削零件加工公司。正如

26 应用_控制技术

在

把往日的机械变成今日
的智能装备
通过使用图尔克的VT250 HMI/PLC，Wolter Automationstechnik公司将可靠的精密车床

与最新的控制技术结合在一起

他们幽默的描述那样，每个晚上每个农夫都能从他

的床上用脚踢出旁边的金属棒。毋庸置疑，事实上

在这个区域，车削零件制造商的集中度一直都比较

第二春：通过使用图尔

克的VT250 HMI/PLC，
一款完全翻新的自动

车床在Wolter Automa-
tionstechnik准备交货

网页代码 more21351e | 用户  www.wolter-automation.de
作者 Martin Maurer是图尔克的系统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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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目前在Heuberg地区仍有约200家车削零件加工

厂。那些许多曾经在施瓦本山脉区域加工车削零件

的旧自动车床中，很有可能就有一台目前正立于洛

芬根(Löffingen)的Lothar Wolter机床商店中。Wolter

是Wolter Automationstechnik WAT GmbH的总经

理，他专注于专用机器的自动化、自动搬运机器与

试验台。Wolter与搭档公司Schorp一起发现并填补

了一个很有前景的空白。

这两个合作伙伴购买旧车床并对其进行改造。

同时，Bernhard Schorp将机床的机械零件更新为最

新零件，Wolter改造车床的自动化、驱动系统、电

子电路及控制系统。为此，Wolter利用了图尔克的

技术。安装新的驱动系统和集成HMI/ PLC技术使这

些改造的自动化车床具有了最新CNC机床的可靠耐

用技术和高度的灵活性。

采用伺服传动取代齿轮箱

传统的凸轮电机具有适合不同刀具的速率，为

了替代传统凸轮传动，每个机床主轴和凸轮传动上

均采用伺服电机驱动，从而能够为车床提供CNC功

能。一般而言，在传统的车床上只能制造旋转对称

的零部件。而如今，通过可编程及电子控制的车床

也能生成与旋转对称轨迹偏离的运动。也可以生产

出带有沟槽截面的车削零部件，而这在以前只能通

过CNC机床生产。经过大修的车床由图尔克VT250 

HMI / PLC控制，它可通过CoDeSys编程。

一台由Wolter翻新和自动化的车床目前能够为

著名的瑞士钟表制造商生产出直径为2毫米的微型

齿轮。图尔克通过VT250为机床的重新设计提供了

连接部件以及控制器和显示器。Wolter在VT250上为

机器编写了控制程序。翻新机床的新要求是能够通

过触摸屏直接在六十年代制造的机床上输入参数。

VT250是车床自动化改造的理想选择。它能够独

立控制两台电机，并可同时用作操作面板，用户可

以在操作面板上输入不同的加工参数。“VT250不

是可以执行这些任务的唯一设备，但是它在这样的

价位下却具有广泛的特性，如以太网功能、Profibus

总线接口以及彩色触摸屏等，”Wolter说，“系统

的尺寸恰好适合控制自动车床。”

易于处理

与CNC机床相比，这些车床的优点是易于维

护，当制造许多相同形状的零部件时这个优点特别

重要。“使用CNC机床时，你需要重新装载毛坯，

并且需要训练有素的员工来维护和操作机床。而使

用自动机床则完全不同。此外，旧自动车床的床身

非常好，现代化改造旧机床总是值得的。那时候机

床床身还是铸造的，机器的使用年限还成为了它们

的主要优点，因为机床的材料非常稳定，它的形状

Wolter Automationstechnik公司翻新和改造自动车床的事例证实了新技

术并不一定能略胜一筹的事实。翻新的车床配有两个伺服电机并采用图尔

克VT250 HMI/PLC控制机床，在灵活性方面它可以与任何最新的CNC机床相

匹敌，在精度方面甚至超过CNC机床。

  快速阅读

“VT250不是可以

执行这些任务的唯

一设备，但是它在

这样的价位下却具

有广泛的特性，如

以太网功能、Pro-

fibus总线接口以及

彩色触摸屏等。它

的尺寸还恰好适合

控制自动车床。„
Lothar Wolter, 
Wolter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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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MI/PLC VT250

对于许多机床和自动化设备来说，图尔克的

VT250 HMI/PLC是一种理想的多功能解决方案，它

将具有接口的PLC和操作终端集成在一个单元中。

这种设备不仅具有可视化功能，而且还具有PLC的

全部可编程功能，通过CoDeSys v3软件可采用所有

的IEC 61131编程语言对其进行编程。它还具有大量

的接口，如Profibus、CANopen、DeviceNet、Prof-

inet、Ethernet/IP和其它总线接口，这就确保了它

能够管理现场的信号，使其能够顺利地连接到PLC

上。它的实时以太网协议连接非常实用，从而不需

要独立的开关。本地RS232和RS485串口更加完善

了设备的接口类型。设备的可视化通过一个5.7” 

QVGA TFT触摸屏实现，触摸屏的外面是一个紧凑的

212 x 156 x 50 mm塑料外壳。

图尔克的BL20 I/O系统（右上）处理VT250和与其连接的传感器及执行器之间的通信

甚至不会有几微米的改变。“换句话说，你可以利

用这些现代化改造的机床非常精确地工作”Wolter

解释并总结道：“使用这些现代化改造的机床，制

造商生产的零件所需成本可以比采用CNC机床更便

宜，因为并不一定要考虑人工成本。”

Wolter Automationstechnik WAT GmbH是图尔

克系统合作伙伴。两个公司一起为负担不起可编

程接口或类似要求的客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在

此示例中，Wolter负责了整个项目，从报价到系统

集成和编程。图尔克通过销售团队和技术支持为他

提供零部件和现场支持。“对于我们这样的自动化

专家，图尔克的产品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一个供

应商就可以为我们提供全部的远程外设、传感器及

连接件，” Wolter解释说。双方都从系统合作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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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床的核心是图尔克的VT250 HMI/PLC，

它可通过Codesys 3进行编程

展示自动化气弹簧机：此设备让Wolter使用了大量的图尔克产品在安装伺服电机后，在齿轮箱内还有大量的孔径

益：通过与系统合作伙伴合作，图尔克可以作为解

决方案供应商提供服务，也可以处理需要大量集成

的项目。Wolter Automationstechnik可通过图尔克

的销售网络获得更多接近客户的机会。

广泛提供适用于装配机所需的产品

Wolter Automationstechnik在另一个项目中使

用了图尔克的整个产品类型。此公司为一家气弹簧

生产商自动化改造了组装生产线，这些气弹簧常见

于卡车后盖或汽车顶窗。装配机有一个支架，它位

于操作工人放置管件制造气弹簧的地方。管件必须

放置在支架内，并且精确垂直以防止在随后的压力

操作对机器和管件造成损坏。这可以由iVu视觉传

感器进行监控。机器将一个端帽压入管中，然后轻

轻弯曲管件（折边）以形成圆顶，防止端帽从管中

滑出。与iVu视觉传感器一样，Banner Engineering

公司的安全技术也采用了图尔克的产品：双手控制

开关和安全光幕。接线盒、机器照明、连接产品和

VT250 HMI/PLC均来自图尔克。

对于Wolter公司来说，自动化车床的现代化改

造是一项尚未结束的生意：尽管他已经交付了50

台翻新的机床，但仓库中仍然有数十台机床等待焕

发第二春。这些机床不仅仅用于施瓦本山脉地区。

由于旧机床非常简单且易于维护，所以在印度许多

公司使用这种旧机床。然而，目前为止，这些机床

都没有经过Wolter和其合作伙伴Schorp的现代化改

造。或许未来一两年Wolter将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个

小地区，而是将生意扩展到更广的领域。 



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会产生垃圾，但

是垃圾也可能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

海量的农产品、施肥、废水污泥、家

庭与餐馆垃圾都是生产沼气的完美原料。沼气可

几

废物利用
在Purac Puregas公司的沼气净化工厂，图尔克的excom I/O系统可在危险1区内实现便

捷的维护

被净化成纯净的生物甲烷气，用作交通工具的燃料

或注入天然气。有机固体的分解可以产生含有50 - 

70%生物甲烷气的原始沼气、30 - 50%的二氧化碳与

微量的硫、氮及氧。

整个沼气厂包含三大
模块

网页代码 more21353e | 用户 www.lackebywater.se
作者 Thomas Pettersson是图尔克瑞典区直销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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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Läckeby Water Group通过其Purac Puregas天

然气公司可提供沼气净化工厂服务。Purac Puregas天

然气工厂可将原始沼气净化成几乎纯净的生物甲烷

气。利用CApure化学吸收工艺，工厂可从原始沼气

中去除二氧化碳与硫化氢(H2S)，该法提高了沼气工

厂的效率，并可改善其生态平衡。该系统可保证原始

沼气中99.9%的甲烷净化为生物甲烷气以便于商业利

用。对于大型的天然垃圾处理者来说，如当地的垃圾

管理企业，沼气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可再生能源。

Purac Puregas公司已经找到可节约投资建设沼

气工厂费用的一个模块化方法。通常情况下，如果

瑞典Purac Puregas公司专业从事沼气净化工厂的

工作，可从发酵的家庭垃圾与其它有机垃圾中非常高

效地将沼气净化成甲烷与二氧化碳。Purac Puregas最

近采用了一种新的远程I/O系统以改善其工厂的维护

工作，该系统可以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这种系统就

是可用于危险或无危险区域的图尔克excom系统。

  快速阅读

通过excom金

属箱的窗口，

压缩机室中的

所有LED指示

灯的状态都是

直接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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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性好的LED

指示灯及更简单的

热插拔维护方法

是我们采用excom

的主要原因。另

外，excom的外观

也非常完美，我们

希望一切都采用不

锈钢制造。„
Purac Puregas 公司的

Anders Rosengren

在危险的CApure室内，BL67将所有传感器连接到Profibus总线上

客户想扩大他们的工厂规模，他们必须建造一个全

新的工厂，该工厂采用全新的控制系统以及与已建

工厂相当的配置。而根据模块化设计理念，客户仅

需投资建厂一次。当需要扩大沼气工厂规模时，他

们可以在已建工厂中增加更多的气体滑道模块，这

些模块可与已建工厂衔接，并与PLC系统及Profibus

总线连接。单个滑道模块可以像容器一样发货。至

今为止，仅有Purac Puregas一家沼气工厂供应商应

用了这一模块化设计理念。

用于压缩机房的excom系统

针对Savsjo当地的一家能源公司沼气工厂，Purac 

Puregas要为其沼气滑道寻找一种更好的远程I/O解决

方案。在每个工厂模块的压缩机房中，位于1类防爆

区域的一个远程I/O系统采集所有传感器的信息和来

自于危险区域的其他信号。以前的远程I/O系统不能

在1类防爆区域内直接操作，维修时客户不得不关闭

工厂模块并将压缩机房放气。对于像断线这样很小

的问题都需要投入非常多的时间、工时与金钱。

便于维护

图尔克将远程I/O系统excom引入了Purac Pure-

gas。与正在使用的系统不同，excom可以直接在1类

防爆区域内安装。另外，通过不锈钢箱的窗口可非常

方便地查看excom 的LED状态指示灯。例如，当地垃

圾处理公司的电气员工现在可以非常容易地辨识潜在

的问题。而且如有需要，客户仅需拨打Purac Puregas

的电话并描述LED状态指示灯的状态，如正在发信号

还是出现诊断信息，就可以得到简单的远程支持

通常图尔克或Purac Puregas的技术支持人员

通过观察LED信号灯状态即可判断出引起故障的原

因。而对于旧的I/O系统，Purac Puregas的维修工程

师必须到现场操作才能解决问题。现在一个电话取

代了传统的长途奔赴现场模式，解决问题的效率大

大增加。万一出现模块缺陷，excom支持热插拔以

更换模块，无需停机，这使得工厂仍在高速高效运

转的状态下即可完成有缺陷模块的更换，这是旧I/O

系统不具备的功能特点。尽管具备有上述这些新功

能，但图尔克的excom在价格上只是与客户正在使

用的旧I/O系统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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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寒冷处保存：BL67 I/O系统可承受的温度低至-40°C时，甚至可抵抗瑞典的冬天

据Purac Puregas 的高级电气工程师Anders 

Rosengren说，excom易于维护是公司毅然决定变

更系统的主要原因。他说：“可视性好的LED指示

灯及更容易的热插拔维护方式是我们采用excom

的主要原因，excom的外观也非常完美，我们希

望一切都采用不锈钢制造。在该特定的不锈钢罩

内，excom简直就像手放进手套中那样合适。”

BL67抵抗得住瑞典的冬天

在项目进展中，Purac Puregas在图尔克产品中

找到了改善沼气工厂的其他方案。在工厂室外的

CO2吸收塔，现场总线系统必须把若干个阀门指示

器连接到PLC的Profibus总线上。即使在瑞典严冬的

户外，温度降至-40°C，图尔克的模块化总线I/O系统

BL67也可正常使用。Profibus通过与excom相同的结

点连接到PLC上，图尔克的SC12分段连接器提供了

本质安全的Profibus总线。直接在户外安装BL67可为

Purac Puregas节省建造保温控制箱的成本，提高了

沼气工厂的能源效率，因为保温器本身也会耗能。

另一个BL67站点连接来自于CApure室中若干传

感器与指示器发来的数字与模拟信号。BL67具有模

块化结构的优势：若工厂规模扩大，就必须得增加

传感器或执行器，该系统可非常容易地进行扩展。

另一优点在于通过预制的M12接插件可使用现有电

缆非常轻松地连接外设。BL67还无需使用电缆夹或

螺钉端子，提高了系统安全性与时间效率，在几秒

钟内即可更换一个传感器。

摘要

该项目示范了方案供应商如何赢得客户。项目

首先从使用一个产品开始，随后就会需求其它解决

方案，推动其它产品的推广。现在，Purac Puregas

在三个自动化层次中都使用了图尔克产品，从传感

器开始，到分段接头、现场总线远程I/O解决方案、

以及BL67与excom。对于Purac Puregas公司来说，使

用excom解决方案对于项目出口是一项非常有益的改

进。不论是在德国、瑞典或其他欧洲国家的沼气工

厂，如果有需要，一天之内客户即可收到图尔克的

产品。此外，未来这些公司也将安装图尔克的DSU35

感应式双传感器以用于旋转执行器的阀门指示。 



T-Gage温度传感器沿

生产线在运载钢包的

起重机运行导轨的

下面安装

网页代码 more21354e | 用户 www.fwh.de
作者 Bert Kinzius是图尔克的销售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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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方法通常最有效。Friedrich Wilhelms-Hütte的铸铁车间只使用了来

自图尔克的正确温度测量技术就能够将用于保温铸铁钢包的年度燃气消耗降

低25%。该方案采用红外测量技术测量钢包外部的温度，不使用复杂、昂贵

的高温测量装置测量钢包温度。

  快速阅读

少即是多
图尔克的温度传感器可使Friedrich 
Wilhelms-Hütte Eisenguss GmbH铸铁车间
用于保温钢包的年度燃气消耗量降低25%

一个公司在市场上成立超过200年后，

它当然知道何时做出一些改变以保持

竞争力，否则该公司不一定能够活着

看到它的200周年纪念日。位于鲁尔区米尔海姆的

Friedrich Wilhelms-Hütte (FWH) 铸钢厂即是这样的公

司，自1811年始该厂即在鲁尔河畔生产铁与钢，目

前有700多名员工。

铸铁与铸钢在两个公司分开进行，因为二者的

生产工艺有很大的不同。铸钢区有一系列重量约达

5吨的铸造部件产品。铸铁区的最小铸件为10吨，

最重的达到甚至超过200吨。像铸钢模具或其他钢

制件的铸铁件，通常分块单独生产或采用一系列小

部件组合。最近提供给磨矿厂的一个140吨重的机

器部件铸件即是该厂产品中较大的铸件。

能源密集型的铸铁生产

铸铁是一个能源密集型工业部门：钢废料在感

应炉中熔化，通过加入碳冶炼成铁；将该液态金

属从炉中倒入钢包，使用起重机运输并倒入铸模

中，最终生产出重达几吨的部件。对于普通人来

说，钢包看起来像一个大锅，为抵抗1200°C液体

的热辐射需采用耐火泥衬里。陶瓷制的石头可抵

抗住高温。但是，这只有在温度缓慢升幅的情况

下有效，否则衬在钢包上的耐火泥就会损坏。炼

钢工人必须确保不能将1200°C的液体倒入冷钢包

中，在倒入铁水前，钢包需使用气炉保温，控制

在800至1000°C。

当



节约潜在的钢包加热能量  
长久以来，铸铁车间都根据经验值估算钢包的

保温时间，正如工厂的技术支持与冶炼经理Guido 

Günther对以前铸铁车间的描述那样：“工人组长

将手放在钢包上猜测需要加热多久，如果他不在，

在浇铸之前钢包就会一直在加热器中加热数个小

时。”这样的结果造成该工厂每个月浪费的天然气

足够向50户100平方米公寓住户提供长达1年的热水

与供暖。

Günther继续说：“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节约

很多，因此我们开始寻找一个可以精确符合铸造过

程及各个单独钢包温度的解决方案，这样就可保证

保温或加热钢包所需的能量达到最小。”FWH需要

寻找这样一个系统，它可以显示正在进行以及即将

进行的生产，同时还可以监测铸铁车间中的所有钢

包，包括它们的位置与温度。

FWH中负责此项目的工程师最初想采用高温计

测量钢包温度，该装置采用电子方法通过与颜色

表对比一件物品的颜色来确定它的温度。对于灼热

燃气炉XXL：钢包

（右）重若干吨，

在白色气炉前加热

的陶瓷材料这一方法非常可靠也非常精确。但是，

在铸铁过程中使用高温计相对而言比较昂贵，安装

起来也比较麻烦，传感器必须安装到一个合适的位

置，这样才可以在内部观察以确定温度。

采用红外传感器这种替代方案

图尔克向FWH推荐了一种使用红外传感器的替

代解决方案。与内部测量钢包温度不同，图尔克

T-Gage温度传感器在钢包外表面使用并测量其温

度，配套软件利用外部所测温度能够确定出钢包

内表面的温度。这种外推温度法的精度控制在15°C

内，对于这种应用来说精度已经足够了。除了实施

起来比较简单以外，图尔克方案的关键优势在于价

格更加便宜：对于每一个测量点，红外传感器的花

费比高温计的花费低700欧元。工厂经理说：“相

比于昂贵、笨重的高温计方案，图尔克的红外传感

器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高效的温度测量手段。”

6个M18TIP14Q T-Gage红外传感器安装在铸造

线上，合理安装它们的位置使得吊着钢包的起重

36 应用_传感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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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技术：目前所有钢包的位置可以传送到生产

管理系统

机在使用前都能经过其中一个传感器。在各温度

传感器的位置也各安装了一个图尔克超声波传感器

（T30UXDBQ8），用于探测钢包的移动并触发温度

测量过程。起重机驾驶员使用钢包编号与驾驶室中

的控制面板辨认起重机吊起的钢包。操作面板呈现

出所有钢包的位置与温度，提供给起重机驾驶员所

有需要的信息以防不必要的加热能量损失。

每月减少25%燃气用量

温度传感器的模拟信号与邻近的超声波传感器

的开关信号使用图尔克的BL20总线网关通过Mod-

bus TCP传送至FWH的主机，并由生产管理系统处

理。该系统可精确判断何时需要对钢包保温或加

热。起重机驾驶员能够看到所有钢包的温度，并可

决定哪个钢包及何时需要加热。冷钢包比刚使用过

的钢包需要更多的加热时间。

这一优化工艺使FWH在铸铁这一项中即可将加

热钢包所消耗气量降低了25%，该节省潜力也令联

邦德国环境部长印象深刻，该部门在2012年度环境

创新计划中资助了该项目，资金的应用与批准花费

了一些时间。Günther回忆说：“在图尔克的支持

下，实际的技术澄清完成的非常快，也很顺利。在

选择正确的超声波传感器时，我们一定程度上错误

地估计了传感器与钢包间的距离。当我向图尔克要

求提供一个适应于该距离下的替代装置后，两天内

它就到了我的案头。”在选择传感器时，项目设计

者并未考虑到对于较小的钢包，传感器与钢包间的

距离会有所增加。

图尔克也可直接为T-Gate温度传感器提供合适

的维护附件。专用金属套筒就是传感器的附件，它

可填充压缩空气以吹去传感器前面的灰尘。对于光

学传感器来说，清除灰尘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展望

在Friedrich Wilhelms-Hütte的铸造厂还有其他潜

在的可节省能耗的地方，将来，钢冶炼过程的自动

化程度也会更高。若那时需要高效的温度测量，铸

铁生产中的成熟经验将会非常有益。 

超声波传感器触发红外传感器（左）测量温度 控制轿厢（右上）中的起重机驾驶员可观测到所有相

关钢包的温度

“相比于昂贵、笨

重的高温计方案，

图尔克的红外传感

器可以更加高效地

测量温度。„
Guido Günther, 
Friedrich Wilhelms-Hütte 
Eisenguss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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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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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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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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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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Gilbertson, Peter Praske, Michael Zimmermann, 
Helmut Röder, Achim Weber, 只凯

艺术指导／图像  
Arno Kraemer, Britta Fehr (Art design) 

印刷  
北京昊鑫广告制作有限公司

网页代码 more21380e

日期 展会名称 城市/国家

03.03. – 05.03.2014 SIAF Guangzhou, P.R. China
04.03. – 07.03.2014 Automation World Seoul, South Korea
04.03. – 08.03.2014 Con Expo Las Vegas, USA
19.03. – 22.03.2014 WIN – World of Industry Istanbul, Turkey
07.04. – 11.04.2014 Hannover Messe Hanover, Germany
08.04. – 10.04.2014 RFID live Orlando, USA
30.04. – 01.05.2014 ISA Edmonton, Canada
05.05. – 08.05.2014 OTC Houston, USA
06.05. – 08.05.2014 Smart Automation Austria    Vienna, Austria
07.05. – 09.05.2014 IA Beijing Beijing, P.R. China
08.05. – 14.05.2014 Interpack    Düsseldorf, Germany
20.05. – 22.05.2014 SPS IPC Drives Italia Parma, Italy
27.05. – 30.05.2014 Korea Pack Kyŏngju, South Korea
02.06. – 05.06 2014 Eliaden Lillestrøm, Norway 
02.09. – 04.09.2014 Sindex Bern, Switzerland
03.09. – 04.09 2014 Euro Expo industrimesse Ålesund, Norway 
September 2014 Expo1520  Moscow, Russia
30.09. – 03.10.2014 World of Technology & Science Utrecht, Netherlands
02.11. – 05.11.2014 Pack Expo Chicago, USA
03.11. – 06.11.2014 Adipec Abu Dhabi, United Arab Emirates
04.11. – 08.11.2014 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Shanghai, P.R. China
11.11. – 13.11.2014 Metalform Atlanta, USA
11.11. – 15.11.2014 IA Shanghai Shanghai, China
15.09. – 18.09.2014 Rio Oil & Gas Rio de Janeiro, Brazil
25.11. – 27.11.2014 SPS IPC Drives Nuremberg,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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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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1 _ 2 0 1 4

L  ARGENTINA ı Aumecon S.A. 
(+54) (11) 47561251 ı aumeco@aumecon.com.ar
AUSTRALIA ı TURCK Australia Pty. Ltd. 
(+61) (0) 395609066 ı cameron.dwyer@turck.com
AUSTRIA ı Intermadox GmbH 
(+43) (1) 4861587-0 ı imax.o�ce@intermadox.at

L  BAHRAIN ı TURCK Middle East SPC 
(+973) 17 570 376 ı turckmiddleeast@turck.com
BELARUS ı FEK Company 
(+375) (017) 2102189 ı info@fek.by
BELGIUM ı Multiprox N. V. (TURCK) 
(+32) (53) 766566 ı mail@multiprox.be
BRAZIL ı Sensor do Brasil 
(+19) 38979412 ı comercial@sensordobrasil.com.br
BRUNEI ı TURCK Singapore 
(+65) 65628716 ı singapore@turck.com
BULGARIA ı Sensomat Ltd. 
(+359) (58) 603023 ı info@sensormat.info

L  CANADA ı Chartwell Electronics Inc. 
(+1) (905) 5137100 ı sales@chartwell.ca 
CHILE ı Seiman S.A. 
(+56) (32) 2699310 ı ventas@seiman.cl

 CHINA ı Turck (Tianjin) Sensor Co., Ltd. 
 (+86) (22) 83988188 ı china@turck.com

COLUMBIA ı Colsein Ltda. 
(+57) (1) 2367659 ı info@colsein.com.co
COSTA RICA ı TURCK USA 
(+1) (763) 5539224 ı mailba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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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ck-cz@turck.com

L  DENMARK ı Hans Folsgaard A/S 
(+45) (43) 208600 ı  hf@hf.dk

L  ECUADOR ı TURCK USA 
(+1) (763) 5539224 ı mailbag@tur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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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EGYPT ı TURCK Middle East SPC 
(+973) 17 570 376 ı turckmiddleeast@turck.com

L  FINLAND ı Oy E. Sarlin AB 
(+358) (9) 504441 ı info@sarlin.com
FRANCE ı TURCK BANNER S.A.S.  
(+33) (1) 60436070 ı info@turckbanner.fr

GERMANY 
Headquarters HANS TURCK GmbH & Co. KG
Witzlebenstraße 7 ı Mülheim an der Ruhr
(+ 49) (0) 208 4952-0 ı more@Turck.com  

GREECE ı Athanassios Greg. Manias 
(+30) (210) 9349903 ı info@manias.gr 

  GREAT BRITAIN ı TURCK BANNER LIMITED 
(+44) (1268) 578888 ı info@turckbanner.co.uk
GUATEMALA ı Prysa 
(+502) 2268-2800 ı info@prysaguatemala.com

L HONDURAS ı TURCK USA 
 (+1) (763) 5539224 ı mailba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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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89-39 ı kalli@kmstal.is
INDIA ı TURCK India Automation Pvt. Ltd. 
(+91) (20) 25630039 ı sales.india@turck.com
INDONESIA ı TURCK Singapore Pte. Ltd. 
(+65) 65628716 ı singapore@turck.com
IRELAND ı Tektron Electrical 
(+353) (21) 4313331 ı frank.ure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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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90364291 ı info@turckbanner.it

L  JAPAN ı TURCK Japan Office 
(+81) (3) 54722820 ı info@turck.jp

L  KOREA ı TURCK Korea Co. Ltd. 
(+82) (31) 5004555 ı sensor@sensor.co.kr
KUWAIT ı TURCK Middle East SPC 
(+973) 17 570 376 ı turckmiddleeast@turck.com

L  LATVIA ı Lasma Ltd.   
(+37) (1) 7545217 ı inga@lasma.lv
LEBANON ı TURCK Middle East SPC 
(+973) 17 570 376 ı turckmiddleeast@turck.com
LITHUANIA ı Hidroteka 
(+370) (37) 352195 ı hidroteka@hidroteka.lt
LUXEMBOURG ı Sogel S.A. 
(+352) 4005051 ı sogel@sogel.lu 

L  MALAYSIA ı TURCK Singapore Pte. Ltd. 
(+65) 65628716 ı singapore@turck.com
MACEDONIA ı Tipteh d.o.o. Skopje 
(+389) 70399474 ı tipteh@on.net.mk
MEXICO ı TURCK Mexico S. DE R.L. DE C.V. 
(+52) 844 4116650 ı ventasmexi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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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turck.nl
NORWAY ı HF Danyko A/S 
(+47) 37090940 ı danyko@hf.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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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PANAMA ı TURCK USA 
(+1) (763) 5539224 ı mailba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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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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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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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ı 电话: 022-83988188 ı china@tur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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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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turc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