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入IO-Link
图尔克发布新型接近开关、非接触式
编码器和激光距离传感器，进一步拓
展了其广泛的IO-Link系列

质量控制
I S W的PA LC单元图像处理系统通过
BL20 Codesys网关来检查二维码和纯
文本

首款混合型Profinet/Profisafe block I/O将安全及标准I/O与IO-Link
整合在一个坚固的IP67防护等级模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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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性液滴
Arburg的Freeformer设备采用Li-Q25感
应式直线位置传感器来测量出料单元
的螺杆运动 



前所未有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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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动化行业再次迎来一年一度的纽伦堡SPS IPC Drives

展会（纽伦堡工业自动化展会）时，大多数参展商已经做足

了功课。有时参展商只希望通过微小创新给参观者留下深刻

印象，但有时他们会希望宣布一个真正的重大突破。

今年，图尔克的目标是后者。技术杂志的细心读者可能

已经注意到我们主题为“前所未有的安全”的广告宣传活

动。我们在这里宣传的内容也会在纽伦堡的展台上展示：第

一种混合I/O模块，同时提供标准和安全通道。这些混合模

块可提供的用户获益将在本期more@TURCK杂志中作为封面

故事进行详细介绍。

图尔克能够相对较快地将安全I/O系列投入市场还得益

于与两个专家的密切合作：图尔克能够将自身的IP67 I/O专

有技术与Bihl+Wiedemann的安全技术集成在一起，并在短

时间内将成熟的安全模块加入产品组合。除了适当的传感器

外，我们还可为您的安全相关应用提供连接技术。

在展会上我们还将推出多种其他创新和安全技术，后文

我们将为您具体展示。如果本杂志中的文章会给您带来一两

个想法，或者让您希望能够与我们的技术专家在展会或者现

场讨论您面对的挑战，我们会非常高兴。

同时，我们希望您能在本杂志中找到有用的内容。

此致

封面故事

现场总线技术：安全一体化 08

图尔克首款混合型Profinet/Profisafe block I/O是一款IP67防

护等级I/O模块，可完美适应任何设备的特定信号要求

内部

访谈：“新一代接口技术” 12

在《CHEManager》杂志的一篇采访中，图尔克接口技术产

品管理总监Klaus Ebinger先生阐述了IMX系列的多功能性

趋势

IO-LINK：IO-Link系列不断增长 14

图尔克推出三款搭载IO-Link通信接口的新产品系列——电

感式接近开关、非接触式编码器和激光测距传感器，全面

扩展了其IO-Link产品组合

应用

RFID：玻璃密封 18

奥地利电镀企业Electrovac依赖图尔克的 BL ident RFID系统

生产玻璃密封件

传感器/现场总线技术：质量控制 22

ISW的PLAC单元图像处理系统采用了图尔克的Codesys可

编程BL20网关来检查二维码和纯文本

传感器技术：惰性液滴 26

阿博格的 Freeformer用于增材制造时，图尔克的Li-Q25线

性位移传感器因具有高的扫描速率，因而可非常精确测量

排料单元的螺杆运动

传感器技术：平稳运行 30

瑞士研磨机器制造商Linear Abrasive采用图尔克的非接触

式编码器和角度传感器

寄言  |  目录

Jürgen Grabow，工厂自动化领域销售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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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图尔克RFID产品在汽车涡轮增压器生产线中的应用 34

随着汽车生产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其零部件进行质量

控制和信息追溯就显得十分的重要。图尔克公司的RFID系

统恰好能够满足各汽车零部件生产厂的要求，极大地提高

了用户生产线的信息化水平

科技

接口技术：全能选手 38

图尔克最新的IMX接口设备平台在以下5个方面实现了卓越

创新：紧凑、快速、精准、安全和一体化

服务

联系方式：快速联系图尔克  42

如何、在哪里、何时找到我们

联系：版本说明 43

26 注塑成型专家Arburg非常依赖图尔克 
Li-Q25直线定位传感器在Freeformer设
备上的定位精度和重复性

22        ISW采用图尔克 BL20网关

的Codesys对PALC图像处理

单元的控制系统进行编程

14   uprox3感应式接近开关凭借其

IO-Link功能被誉为factor 1 传
感器系列的“瑞士军刀”



图尔克销售额突破
5亿欧元大关

截至2015财年底，米尔海姆自动化专

家，图尔克集团总营业额达到5亿欧元。

集团总增长率相比上年提高14%。考虑

汇率调整后，营业额增长超过6%。图尔

克总经理Christian Wolf表示：“2015年

我们的增长率超过5%，完全实现了我

们在2014年设定的目标。”图尔克全

球员工数从3,500名增加至4,000名，增

长的动力源自图尔克在墨西哥新设工

厂，并接收萨尔提略海外生产基地的

员工。Wolf还表示：“图尔克今年将

会继续加大投资规模，仅墨西哥新厂

的投资就接近1 0 0 0万欧元。凭借德

国、美国、中国再加上墨西哥的现代生

产工厂，我们能够更灵活地响应全球市

场需求，更快地满足客户期望。”图尔

克的2020年国际化战略之一是拓展区

域网点以及解决方案专业知识全球

化。Wolf认为，通过加大对东盟区域

的投资可实现这一目标。这包含按计

划将新加坡子公司扩展为东盟区域总

部，以及加强泰国、马来西亚、印尼

和越南的销售业务。另外还有在亚洲

将建立具有完整价值创造链的生产工

厂。虽然经济形势仍不明朗，但Wolf

仍将2016年增长率目标定在5%。

集标准和安全I/O于
一体的混合型模块
图尔克即将推出TBPN safety Block I/O 模块，这是首个集标准

和安全I/O于一体的模块。这款混合模块防护等级高达IP67，

可灵活适应设备的特定信号要求，帮助用户节省空间并降低

设备布线费用。在安全方面，该Profinet/Profisafe模块提供

两路安全输入来连接光栅或急停按钮等安全传感器。另外还

提供两路安全通道作为输入或输出使用。在非安全侧提供4

路通用输入/输出，开关容量高达2A。其中两个I/O还可作为

IO-Link主站进行连接。结合图尔克的I/O集线器，该模块最

多可连接32路额外I/O。

在SPS IPC Drives展会上，图尔克展示了首款完全非接触式编

码器QR24-IOL。它通过IO-Link输出测量值，成为模拟接口编

码器的高性价比替代产品。用户可将该单圈编码器与标准

M12X1公连接器连接。接线只需使用简单的三芯电缆，无需

昂贵的屏蔽电缆。结合图尔克的非接触式测量原理可带来诸

多好处。可按要求选择编码器的零点——安装后可通过IO-

Link轻松设置。

首款非接触式
IO-Link编码器

新闻动态  创新

了解更多

TBPN信息，

请见第8页

了解更多

IO-Link信息，

请见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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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同时也推出了IO-Link版本的旗舰级uprox3传感器。这

种factor 1感应式接近开关采用智能接口，可通过参数化设

置满足10万多种个性化需求，使之成为一种多功能的传感

器。例如，通过两个独立可调的开关距离（分别为NC或NO

以及PNP或NPN）可为目标磨损情况设置预警功能，这样用

户就可以在故障发生前采取应对措施。也可设置各种定时器

功能，例如速度监控的延时关闭功能。这些选项可在I/O模

式下采用传统数字输入实现。而在IO-Link模式下传感器作为

IO-Link主站运行，允许访问所有参数和评估功能。

图尔克 Software Manager (TSM) 是一种用于显示并更新图尔

克装置和系统所有软件组件的统一平台软件。该款软件完全

免费，供用户进行图尔克解决方案的配置、参数设置、编程

和调试。有了TSM，用户无需耗时的搜索和更新个别文件及

程序。整个更新流程由程序自动执行：检查软件更新并提示

新软件版本，根据要求下载并安装。用户可节省大量硬件设

计和配置、应用程序调试和参数化时间。该管理软件可从

www.turck.com/tsm 免费下载。IO-Link-Capable uprox3
传感器

图尔克软件管理器 (TSM)

全球认证的IMX接口
系列
全新的IMX12接口系列现已通过最新的全球认证，适合

在全球范围内使用。除了已获得的欧盟ATEX、中国

NEPSI、巴西Inmetro（目前只用于DI）认证外，开关量

输入输出模块(DI, DO)还通过了北美UL认证。IMX系列

认证全面，适用于高达SIL2等级的功能安全回路。除了

DI和DO型号，模拟量输出（AO）型号也已正式上市。

模拟量输入（AI）型号预计在2015年底推出。凭借

12.5mm超薄外壳，IMX系列信号密度高，速度也超乎

想象。 I M X 1 2 - D I 隔离开关放大器输入频率高达

15000Hz，而以往只有在特殊的频率转换器上才能达

到。更多信息见第38页。通过六角螺母简化
连接操作
图尔克专门优化了TX和TE连接系列的夹头。这类连接器的

滚花夹头目前集成了一个新型六角螺母。改进的扳手接触面

简化了接插件与螺丝扳手的紧固。夹头表面更宽更粗糙，简

化了联接螺母的手动紧固过程。这项改进设计应用到了黑色

TXL和TEL电缆型的所有直型和直角型M8、M12插接件以及

两大产品系列的其他所有电缆颜色型号。TXL系列的连接和

延长线缆通过一个系列满足了各类不同要求，彻底省却了之

前的特种电缆要求。



图尔克与
Bihl+Wiedemann
建立合作关系

图尔克与安全专家Bihl+Wiedemann在功

能安全自动化领域开展合作。“通过与

Bihl+Wiedemann的紧密合作，今后图尔

克可以第一时间内向市场推出成熟的安

全产品以及其他最新的安全产品成

果，”图尔克总经理Christian Wolf表

示，“因此我们能够独家为客户提供合

适的 I / O 解决方案以及安全相关的应

用。”此次合作将两家公司的核心实力

紧密捆绑在一起：“图尔克将其IP67专业

知识与Bihl+Wiedemann的安全技术有机

结合在一起，”Wolf补充道，“全球首款

混合型TBPN安全/标准block I/O模块就是

此次合作的第一个成果。”

基于IO-Link的坚固激光
传感器

图尔克推出了一款坚固耐用的多功

能激光传感器，专为25-300mm范

围内的高规格应用而设计。新型

Q4X由图尔克的光学伙伴Banner 

Engineering公司开发而成，可在一

些难处理目标，例如黑色背景下的

黑色物体或反光性物品上可靠地检

测到低至1mm的距离变化。该系列

将高增益和一个64位成像器结合在

一起，以最大程度减少检测、计数

和方位验证误差。产品功能多样，

有利于OEM厂商或终端用户精简传

感器库存。菜单易懂，浏览方便。

外部配备一个倾斜的4位、7段数显

表，附带方便的操作按钮，设置和查看十分直观。高亮输

出指示灯，运行指示清晰醒目。输出为双极（PNP和NPN）

型，可将传感器集成到PLC或其他控制单元。另外，配有

IO-Link接口，方便参数设置和诊断。

新增的智能标签进一步拓展了图尔克 BL ident成套模块化

RFID 系统。通过这款新品，这家自动化专家可为广大用户

提供种类更齐全的标签，从而提供高度灵活的识别解决方案

独家定制服务。智能标签属于开环式RFID标签，即通常离开

工厂或生产循环。与传统的闭环式耐用标签相比，智能标签

更便宜、适应性更好。用户可视需要选择标签材料，让标尺

寸适应特定应用。另外标记或编程也可定制。

UHF/HF智能标签扩展
RFID产品线

新闻动态  创新

Auerböck担任
奥地利主管

Stephan Auerböck

将成为图尔克奥地

利公司的新常务董

事。自2010年收购

原图尔克代理商

Intermadox并成立

图尔克奥地利分公

司后，当时44岁的工程师Stephan Auer-

böck就开始担任销售经理和法人代表，

负责奥地利公司的业务运营。此次

Stephan Auerböck将接替Christian Wolf在

奥地利职务。此前，Christian Wolf除了

在Hans Turck GmbH & Co. KG和Turck Hold-

ing（图尔克控股）担任管理职责外，还

一直负责图尔克奥地利公司的管理。



Your Global Automation Partner

瑞士军刀!
具有IO-Link协议的

Factor 1电感式传感器

新技术使得传感器具有世界上最长的检测距离，可达 10 mm
 
通过IO-link获得更多的设备信息，如温度，识别等等
 
各种输出功能可以被配置，比如: 独立的开关点，速度监控，脉冲分配等 www.turc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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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一体化 

封面故事  现场总线技术

图尔克首款混合型Profinet/Profisafe 

block I/O是一款IP67防护等级I/O模块，

可完美适应任何设备的特定信号要求

现相同目的：在紧急情况下，即一旦危及人身安

全，例如有人打开防护门或者按下急停按钮时，该

安全架构能绝对可靠地确保设备停机。

安全I/O很少达到IP67级

数年间安全技术也已成为现场总线技术的重要

组成部分。如今，每种现场总线协议都集成了安全

选项。但是尽管若干不同的现场总线系统（包括以

太网）都带有安全选项，但在控制柜中的绝大多数

组件都采用IP20设计。因此很多厂商的客户不得不

将安全相关传感器和执行器的所有信号走线到控制

柜或子配电单元内，再接到I/O模块。迄今为止，

任何希望在欧盟境内生产设备的制造商都必须

遵循机械指令及由此衍生的国家法规要求。中美等

大型经济体也有类似的标准和法律。俄罗斯和巴西

也纷纷效仿相关规定。基本上，所有的这些标准都

致力于保护设备操作者免于设备带来的任何危险。

为遵循上述人身防护的强制性安全要求，机械

和设备集成商纷纷在市场上寻找不同的安全技术解

决方案。可选方案从若干安全传感器到安全继电器

模块，直至将现场总线系统及相关驱动系统的安全

控制器与安全功能集成在一起的成套自动化解决方

案一应俱全。而无论选择哪种安全架构，都只为实

快速阅读
安全性还是标准化？迄今为止，每逢将

Profinet控制器和IP67 Ethernet I/O模块组

装到现有设备时，任何用户都不得不做

出抉择。大多数情况下，这会造成安全

和预留通道数量过多。为此图尔克现推

出一款混合型Profinet安全模块-TBPN-L1-

FDIO1，可完美适应安全自动化领域内的

特定信号要求。除了四路安全相关的输

入和输出外，它还可在模块标准侧通过

IO-Link提供多达32路标准输入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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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数Profinet/Profisafe解决方案支持IP67/69K防

护等级。

但是，无论哪种防护类型，现场总线厂商提供

的安全相关产品系列无力满足设备和系统集成的现

实需求。这类产品主要由纯安全I/ O模块或标准I/O

模块所组成。即使现场规划和安装几乎总是涉及大

量不同的标准和安全信号，也是一概如此。安全信

号必须紧随标准信号引入控制器内。然而，迄今为

止，可同时向控制器引入安全信号和标准信号的I/

O模块尚未问世。在设备中进行IP67接线时，用户

以往要么选择纯标准模块，要么选择纯安全模块。

点对点布线或单独安全控制器的替代方案需要大量

布线。

TBPN-L1-FDIO1混合型安全I/O模块

图尔克利用TBPN-L1-FDIO1 I/O模块填补了这一

空白。该混合型模块将4路安全Profinet/ Profisafe通

道和4路标准I/O结合在一起。它提供两路安全相关

输入用于Profisafe，连接机械式安全开关等双通道

安全部件或光幕等采用OSSD信号的电子安全传感

器。此外，还提供两路通用数字通道用作安全相关

输入或输出。

标准侧的其中两个端口

可用作IO-Link主站，通

过图尔克 I/O集线器最多

可提供32路标准I/O



混合型模块同时还可用作远程紧凑型安全控制

器。这种整体系统有利于缩短响应时间，为用户

带来诸多益处，并可引入到设备和工厂设计。如

果没有远程逻辑，则触发信号必须先经由Profisafe

到达远处的安全控制器，由后者处理后再发送到

执行器进行控制。图尔克混合型模块则在本地直

接切断设备，因而系统的总响应时间会更短。这

意味着，例如相比传统安全PLC方案，光幕和危险

运动之间的间隙可以设计得更短。

GSDML文件和配置软件

安全相关I/O在安全通道中的逻辑功能和属性

可以使用图尔克 Safety Configurator 软件进行定

义。由于不同的安全组件有着不同的行为，必须

单独进行选择，所以每种应用都要进行定义。该

灵活的双IO-Link主站

在标准侧新模块提供四路通用输入或输出。

其中两路甚至可定义为IO-Link主站，大大扩展了

模块的应用范围。通过在两个IO-Link主站上使用

图尔克 I/O集线器，用户可最大程度地减少标准

信号的额外接线工作。采用2个I/O集线器时，可

通过IO-Link最多连接32路额外数字信号。这种灵

活性简化了设备的设计，减少了闲置通道数量。

由于在大部分情况下标准I/O需求多于安全I/O，

因而带IO-Link选项的TBPN无疑是一种明智的解决

方案。

通过远程逻辑缩短响应时间

TBPN-L1-FDIO1不止为安全和标准信号提供高

度灵活的输入和输出。凭借其板载逻辑功能，该

封面故事  现场总线技术

左图为许多生产车间的

现场情况 — 图尔克混

合型模块节省空间和闲

置通道

TBPN-L1-FDIO1不止为安全和标准信号
提供高度灵活的输入和输出。凭借其
板载逻辑功能，它也可用作远程紧凑
型安全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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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基于微软 Windows系统平台，操作界面直

观，配置速度快。所有Profinet模块都一律使用

GSDML文件来配置标准I/O。该装置带有Web服务

器功能，可简化诊断和调试。

记忆棒避免反复配置

为了避免故障时重新配置模块，这些模块都

配备可插拔的记忆棒。图尔克 Safety Configurator

软件不仅将安全属性设置保存在TBPN模块中，而

且还备份在记忆棒中。更换模块时，只需拔出故

障模块中的记忆棒，再将记忆棒插入到新模块

中。通电后，配置数据会被自动传送到新模块

内，无需任何更改即可安全地继续运行。

安全停机和供电

四个通用通道中的三个可以用作可切换标准

输出。这里不仅可以可靠地断开模块电源，也可

切断两个IO-Link主站其中一个的电源，因此辅助

装置、阀组或其他执行器都能进行安全相关的停

机，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执行器所需的开关和接

线工作。所有输出的开关容量高达2安培，它们也

可用于阀组或接触器等需要更高电流的执行器。

两个安全输出可通过配置软件配置成双通道

单极性（P开关）或双极性（P/N开关）输，由此

能够安全地关闭安全接触器的机械触点以及驱动

系统的电子安全系统。

更广泛的应用范围：I69K、PL e、SIL 3

IP67 Profinet/Profisafe模块主要用于欧盟机器

和装备集成领域。其主要用途包括造纸和木材加

工机械以及输送和仓库技术系统。此外，这些模

块还适用于自动化行业，特别是汽车车身构造和

机器人应用。凭借-40到+70 °C的更宽温度范围以

及IP65、IP67、IP69K防护等级，这些模块几乎可

用于这些行业中的所有应用。市面其他同类模块

都无法兼顾如此水平的防护等级和宽温度范围。

坚固的全灌封设计和金属接插件则进一步强化了

这些特性。

在要求功能安全的应用中，这些模块也可以

达到SIL 3（IEC 61508）。如果根据EN 13849-1机

器有风险评估要求，用户可使用性能水平达e/4类

的模块。除了广泛的性能范围和技术规格外，还

值得注意的是该装置还附带集成开关来形成线性

拓扑。

灵活的混合模块

当前，市面上还没有任何同类产品具备混合

型IP67安全标准模块的这种灵活性。也可在控制

柜中使用纯标准模块和纯安全模块进行控制。所

有信号都汇集到这里，并进行相应分配。然而，

在机器中信号必须在发生处进行采集。以前即使

只需要一个额外信号，用户也被迫要么在IP67区

域中使用若干不同的模块，要么长距离走线到远

程模块。

TBPN Profinet/Profisafe模块将于2016年初推

出，完善图尔克 TBEN-L和TBEN-S模块的以太网产

品系列。以太网系列随后将提供标准I/O、IO-Link

主站和安全I/O。然而，由于图尔克在美国的强大

影响力，以及欧洲设备和系统全球出口行业需要

面向美国市场的安全解决方案，随后还会推出支

持Ethernet/IP和CIP安全协议的安全I/O模块。CIP 

Safety协议是Ethernet/IP的安全相关版本，是美国

最常用的以太网协议。除了以太网协议，该CIP 

Safety混合模块的技术规格与TBPN模块完全相

同。通过Profisafe和CIP Safety，这家自动化专家可

以满足全球市场对安全自动化解决方案的大部分

需求。

作者 | Jörg Kuhlmann，图尔克现场总线技术产品管理总监 

网页代码 | more21500e

更换模块时，配置数据通过记忆棒自动上传至新模块



些部件并且可能需要更新设备的认证证

书。另一个考虑因素是标准也会发生变

化。获得设备的全球认证就如同玩蛇梯

棋。一旦你成功获得了一项重要的国际

认证，而另一个认证机构修改了要求，

那么一切都要重头再来。

那么IMX如何避免陷入此类游戏？

虽然我们无法完全避免这一点，但IMX

是满足最新尖端技术要求的新成果：我

们已经获得了许多其他防爆认证参考标

准的ATEX和IEC-Ex认证，同时还通过了

北美市场的cULus认证。首款设备已经

取得了中国的NEPSI和巴西的INMETRO

认证。我们目前正在申请俄罗斯的

cFMus和TR CU认证，以及韩国的KOSHA

认证。此外，我们还进一步完成了海洋

或海上平台应用型式认证的所有准备工

作。我们自然能够轻松地保证这些认证

对该系列所有设备的长期有效性，因为

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元件仍会继续使

用。这意味着，即使从长远来看，也能

最大限度地确保用户投资的安全性。

您说你们已经提高了IMX的开关频率。

这会影响所有过程自动化领域吗？

肯定是特定领域。标准IMX12-DI可以清

晰解析高达15 KHz的频率信号，然后将

信号传送给控制器。在许多情况下影响

不大，但在一些应用领域中客户就不必

购买昂贵的频率转换器了。

以输出数字频率信号以及模拟信号的某

些流量传感器为例。这些非常精确的流

量计主要用于测量昂贵的介质。不同于

模拟信号，数字频率信号不受温度影

响，因此非常精确。这可以实现最佳的

总体性能。

您所说的总体性能是指什么？

总体性能就是我们所说的总体精度值。

该精度值并非像我们的竞争对手所宣称

的，仅仅表示设备的线性度。这是因为

接口设备的准确度在实验室中而非控制

Ebinger先生，图尔克正在Achema展

会上推出新一代的IMX接口技术。该项

目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是否让您感到

欣慰？

用欣慰来形容或许并不恰当。不管怎

样，我对项目到目前为止的进度感到非

常高兴。但是，我心里也十分清楚工作

尚未完成。在推出新一代技术的首款设

备后，我们只能说IMX还在半路上，只

有到完全推出完整的产品线才算圆满。

众所周知，接口技术的产品管理更像是

一场马拉松，而不是冲刺跑。

是什么促使图尔克开发全新一代产

品？不能在原有产品线的基础上进行

开发吗？

尽管我们的IM系列在市场上很响亮，

但进一步的开发潜力已经很有限。当我

们想将IMX的宽度降低到12.5 mm时，

我们不得不对IM装置的外壳设计推倒

重来。这也要求对电子电路进行改造。

全盘考虑这些问题后，我们最终决定基

于最新的电子元件开发全新一代的产

品，使之真正提供某些令人眼前一亮的

功能，并保证用户投资在今后十年内的

安全性。

除了您提到的外形尺寸，还有哪些实际

改进？

几乎各个方面。首先是功能安全，IMX

也可用于最高SIL 2级别的功能安全电

路。SIL流程必须按照安全手册从开发

到生产，再到建档各个环节都要正确涵

盖。顺便说一下，使用现有系列这几乎

不可能完成。我们还改进了装置的总体

性能，并提高了隔离开关放大器的开关

频率。整个系列从最初阶段起就完全获

得了全球最重要市场的认证。而原有的

产品系列则只能通过其中部分认证。一

旦已有设备的部件故障，你必须更换这

内部  访谈

»IMX不仅可用于化工行
业，还可应用于移动应
用或者依靠太阳能面板
或蓄电池供电的小型/中
型工厂« 
Klaus Ebinger 

接口技术产品管理总监 | 图尔克

在《Chemanager》杂志的一次采访中，图尔克接口技术产品管

理总监Klaus Ebinger阐述了IMX系列的多用途性、如同玩“蛇梯

棋”游戏般的Ex防爆认证获取过程、总体性能以及在过程自动

化中拥有更高开关频率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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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中体现，在控制柜中我们所面临的温

度不是20度，大多数情况是40度。

此外还存在由于负载连接所导致的电压

波动和变化。这些都是只有在许多数据

表中才能找到的故障因素，有时甚至无

从查起。我们现在将所有这些因素都综

合到总体性能中，始终仍然可以获得目

前其他厂商所无法企及的精度值。

您认为IMX有哪些主要应用领域？

随着IMX被用于电流或者防爆隔离，该

系列主要在化工业及其众多子行业中发

挥作用。然而，我们绝对相信IMX可用

于其他应用领域，例如涉及易燃液体运

输的移动应用。这些制造商必须隔离出

一个防爆区域，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必须

克服12伏左右的板载电压波动。因此

我们将装置的电压范围扩展到10到30 

VDC。该系列还可用于依赖太阳能面板

或者蓄电池供电的小型或者中型工厂。

凭借高精度和高开关频率，IMX甚至可

以满足制药业以及某些工厂自动化应用

的要求。IMX基本上堪称是“接口技术

的瑞士军刀”。

现有客户将如何成功更换到IMX？

我们很清楚任何迁移都是道难题。为此

对于这类创新，我们很早就开始接洽客

户，通过交流集思广益并为我所用。客

户进而在新一代产品问世前对产品有个

长远的概念。与客户接触的另一个好处

是可以建立若干长期的良好关系。图尔

克的接口技术最终声名鹊起，迄今已有

半个世纪的历史。图尔克的第一款产

品就是一种接口装置。这些良好的关

系也有助于转换到全新的IMX系列，预

期在未来5到6年内我们将与客户共同

准备和实施。新系列会最大程度确保

投资安全性。

作者 | Volker Oestreich博士，《Chemanager》     

商业杂志编辑，进行了此次采访

网址 | www.chemanager-online.com

网页代码 | more2153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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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Link系列不断增长

趋势  I O - L I N K

图尔克推出三款搭载IO-Link通信接口的新产品系列——电感式接近开关、非接触

式编码器和激光测距传感器，全面扩展了其IO-Link产品组合

品组合 – 从简单的可编程现场模块直到智能现场

设备。在德国纽伦堡工业自动化展（SPS IPC Dri-

ves））上，图尔克再次展示了uprox3电感式接近

开关、QR24非接触式编码器，以及合作伙伴Ban-

ner Engineering（邦纳）的激光测距传感器，这

三款最具创新性的新品也都配备了IO-Link，在传

感器界引起了广泛的轰动。所有装置的IO-Link版

本都能迅速扩大潜在应用范围，并显著简化操

作。IO-Link将简单的接近开关转换成为多功能传

感器，使之还可以包含识别功能。

标准 I/O 模式：两个可调节开关点

图尔克的uprox3-IOL提供了IO-Link和标准I/O两

种运行模式。前者通过IO-Link 主站运行传感器，

而后者则通过I/O模块或者控制器的传统数字输入

随着工业4.0的兴起，人们对IO-Link的兴趣显

著上升。这项技术早在2006年就已发布，虽然该

技术的优缺点尚长期存在争论，但如今许多客户

已被其优势所折服。目前IO-Link节点安装量约有

220万个，并在最近呈增长之势。仅2013年到

2014年一年，节点安装数量就几乎翻倍。如今，

用户实施IO-Link已经满足全自动工厂的基本需

求。因而使用IO-Link实现向更高层级的ERP系统转

发传感器数据早已就绪。对于一项尚未成熟的新

技术，供应商必须向自动化金字塔的各个层级提

供组件。现在IO-Link也是如此。

IO-Link技术从一开始就在图尔克的产品研发

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这家来自Mülheim的自

动化专家现在可以提供市场上最全面的IO-Link产

配备IO-Link后uprox 3

传感器将成为电感式

factor 1传感器的瑞士

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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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操作。在这种情况下IO-Link只能用于配置用

途。在标准I/O模式下，可以相互独立地设置两个

开关点。实际设置点可在额定工作距离的10%到

100%范围按10%步长设置。如果先前选择了5 mm

或者8 mm开关距离，那么现在则可以更精确地设

置传感器，例如BI8U传感器的开关距离可设置为8 

mm、7.2 mm、6.4 mm和0.8 mm。为防止损坏和开

关误差，这对于公差范围较大的目标尤其重要。

此外，还可以简化安装。只有在安装传感器时实

现最佳配合，才可以设置目标的开关点。

两个开关点的开关特性都可以设置为NC或者

NO触点，以及彼此独立的NPN或者PNP。另外，还

可以设置传感器的启动延时和迟滞。uprox3-IOL传

感器的M12型出厂设定为PNP转换触点和最高6 mm

的开关距离。而M18型的开关距离则可达10 mm。

通过第二个开关点，除了传感器的实际检测

任务外，用户还能够监测磨损信息。为此先将一

个开关点设置在距目标的最佳距离，再选择第二

个开关点以便尽早检测到目标对象上是否存在严

重磨损。例如由此您能在机器出现停机风险之前

更换刹车片。

uprox3-IOL既可以设置为IO-Link模式，又可

针对特定检测任务设置为标准I/O模式。例如通过

设置断开延时实现转速监测。对于旋转目标，传

感器关闭持续一圈的时间，随后重新激活，同时

要求目标对象再次位于传感器前方。否则传感器

就会关闭，通知用户转速错误。借助传感器的脉

冲分配器功能，它还可将多达128个输入脉冲减少

到1个脉冲，然后传送给控制器。

用于识别任务的IO-Link模式

在IO-Link模式下，uprox3-IOL可通过IO-Link

主站来操作。这里甚至可以使用第二个过程值字

节来执行识别任务。这种情况下，uprox3传感器

将所谓特定应用标签的部分作为识别号写入到16

位IO-Link信号的第二个字节，从而用于自动识别

工件夹具，后者通过接近开关会检查工件位置是

否正确。并且这也可在无需任何额外的IO-Link调

用的情况下作为循环数据的一部分来确定性地实

现。IO-Link调用可视需要用于读取特定应用标签

的所有字符，以便使用更复杂的ID信息。 

快速阅读
随着关于工业4.0的讨论日益增多，IO-Link也

越来越成为热点。这并不奇怪，因为通信接

口可为用户带来一些实际利益。凭借正确的

概念，智能IO-Link设备可将高性价比与灵活

的设置选项有机结合在一起。图尔克在德国

纽伦堡工业自动化展上首次展示的三款新装

置印证了这点。凭借uprox3电感式接近开

关、QR24非接触式编码器和Q4X激光测距传

感器，IO-Link专家的 IO-Link产品组合又新增

了三款拳头产品。

用户友好的图尔克IO-Link主站：在TIA Portal中，当显示扩展工作站参数时，所有

通过各个设备选择已定义的参数都会呈灰色



客户获益

通过多功能的设置选项，用户能够精简所需

的型号数量，降低采购成本和库存水平。在不久

的将来，用户只需采购一种传感器作为通用解决

方案，再通过IO-Link根据具体应用要求进行设

置。相比传统的uprox3传感器，IO-Link型的更高

售价可以忽略不计。

集成温度监测

uprox3还在循环数据中提供了实际温度是否

超出设定温度范围的信息——这也根据客户需求

提供。集成测量传感器的精确值可通过控制器作

为非循环信息的一部分来调用。因此集成温度监

测能够实现预防性维护，例如冷却故障或者电机

过热的早期检测。

趋势  I O - L I N K

IO-Link方便在难操作位置处配置Q4X激光测距传感器

利用“特定应用标签”，

可单独识别每个uprox3 

IO-Link传感器

QR24 IO-Link可通过低

成本标准三线电缆可靠

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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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识别功能有利于任何寻求替代性简单识

别解决方案的用户都能节省采购RFID和条形码系

统所需的成本。uprox3-IOL最初提供M12和M18型

号，具有两种外壳设计：铬铜外壳和针对焊接应

用的PTFE涂层外壳。

首款带IO-Link的非接触式编码器

图尔克的QR24-IOL单圈编码器可以借助IO-Link

接口提供类似的优势。新的QR24型号是第一款带

IO-Link输出的非接触式编码器。以前的IO-Link编码

器都只是将其用于参数设定。如果将IO-Link作为数

据接口，如同在QR24和Q4X激光距离传感器上，

可为用户有效地节约成本，彻底告别传统模拟信

号传输使用的昂贵屏蔽或双绞电缆。IO-Link可使用

低成本标准三线电缆即可进行可靠的通信。图尔

克在QR24-IOL的定价上也贯彻了这一原则。它比采

用模拟、SSI或其他数字接口的型号更为便宜。

零点可自由设定

除了节省成本外，QR24-IOL还具有一些巧妙

的参数设定选项。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设定编码器

的零点。以前只有在安装和调试中有所妥协时才

需要这样做。有时这意味着即使零点正确，接线

端子仍难以够得着或诊断LED显示几乎看不到。

另一种做法是在没有正确调校零点的情况下安装

编码器。不过用户必须在控制器内保持相应的修

正因数。QR24-IOL可自由设定零点的功能避免了

这些缺点。编码器的方向也可以选择为顺时针或

逆时针方向（CW或CCW）。

LED状态指示

QR24-IOL编码器也支持进行预防性维护。除

了输出16位位置信号外，它还会发送3字节的状态

信息。这提高了诊断的覆盖范围，并指示定位元

件是否工作正常或在边界区域内工作。如果击打

或振动导致编码器或定位元件过早松动的话，相

关信息在信号故障发生前就可以通过控制器提前

提供。编码器上的LED也可以显示这些信息，从

而简化现场诊断以及定位元件的正确安装。

Q4X激光距离传感器

图尔克的光电组件合作伙伴Banner Enginee-

ring也参与到米尔海姆合作伙伴的IO-Link推广活

动中，并已推出另一款IO-Link设备Q4X激光距离

传感器。该传感器是同类装置中第一台将原来单

独使用的两种操作模式（对比度感应和可调背景

抑制）结合在一起的装置。用户既可以设置该模

式以及开关窗口、前景和背景抑制等参数，也可

以在现场通过LED显示或 IO-Link进行预防性维

护。其使用的通信接口也极大地简化了那些难操

作位置上的参数设定。

装置更换时的新参数设定

自从升级到IO-Link1.1版本并支持图尔克所有

新传感器后，参数设定的优势更加明显。当需要

更换传感器时，IO-Link主站可以将存储的所有参

数复制到相同的替换设备中。操作人员无需进行

任何特别培训就可以执行替换操作，而设备则可

以连续运行。尤其是在遭遇意外机器故障时，这

项智能数据保存功能可以极大地减少停机时间。

专业的IO-Link系统知识

客户持续将IO-Link作为数据接口使用时可分

享图尔克在IO-Link多年的技术经验。现在图尔克

在TBEN-S主站的站点GSDML文件内集成了所有内

部IO-Link设备的设置选项。这极大地简化了通过

PLC建立系统的过程。当通过工程软件（TIA Portal

等）读入GSDML文件后，所有的图尔克设备都可

以作为特定的端口配置进行选择，从而无需再通

过PC对每台设备进行单独参数设定或手动编制控

制器内的IO-Link调用程序。

这有助于实现用户友好的IO-Link设备集成解

决方案。如果TIA Portal显示了更新的站点参数，

则以前通过选择特定设备选定的所有参数都将变

成灰色。其余可选参数可以轻松地通过下拉框选

择。而IODD的集成也极大地简化了机器的文件编

制和调试。如果某个设备连接到了错误的输入，

则控制器可以检测到这一错误；如果该设备随后

进行了更换，则控制器也可检测到这一变化。在

调试和维修期间出现的任何恼人的接线错误都可

以快速的检测出来。人们无需编程即可访问每个

单独的传感器，进而简化了运行期间的设备诊断。

作者 | Oliver Marks，图尔克自动化产品副总裁

网页代码 | more21505e



玻璃密封

应用  R F I D

奥地利电镀企业Electrovac依赖图尔克的 BL ident RFID系

统生产玻璃密封件

密封件的外壳。“在这个阶段，我们还不知道外

壳将作何用途。”Hogl说道。这说明了这项技术

可能应用的独特性质。

坚固的密封 

但是为什么选择玻璃作为密封材料呢？Hogl

解释道：“导孔的密封需要满足多种不同的需

求。它在保证气密性的同时，需要耐高温和耐高

压。如果使用塑料的话，它不能达到耐高温等级

要求。而橡胶密封件则不适合进行长时间的真空

密封。因此，可以满足这些需求的理想密封材料

就是玻璃。”

大约1年前，位于萨尔斯堡的电镀行业控制

系统建造商和生产厂Schloetter对克洛斯特新堡

工厂的电镀车间进行了翻修。

玻璃不是首选的密封材料，但在某些特定应

用中它确实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其中之一就

是电镀企业中的关键环节应用。“具体来说，就

是所谓的玻璃-金属密封。”位于维也纳附近的

克洛斯特新堡的电镀企业Electrovac的电镀专家

Karl Hogl解释道。在气密外壳上有导孔，内插有

金属插针，然后将这些导孔的开口通过玻璃环密

封。“外壳通常是抽真空的。或者在外壳内安装

压力传感器，然后密封以隔离周围的环境压力。

这些气密外壳通常作为航空业中的压力传感

器、汽车中的安全气囊燃爆装置或越野汽车的位

置传感器使用。它们也用于航天工程、医学技术

或军事装备中。和其位于德国的巨大工厂不同，

位于克洛斯特新堡的公司总部主要负责较小的产

品系列或特种产品。这个工厂负责制造带有玻璃

小而精：Electrovac的

电镀车间用于电镀小型

气密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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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这个车间是作为一个试验车间，然后专

门用于电镀通过玻璃密封件密封好的小型外

壳。“作为这个工作的一部分，车间的控制系统

也进行了更新，以优化操作工艺。”Hogl说道。

新的控制器可以确保能够根据不同的需求选定相

应的工艺参数，例如电流和时间等。

这就是图尔克的工作。RFID载码体被粘贴到工

件载具上，而控制器需要的唯一数据就是载具上的

外壳信息。控制器可以通过安装在不同电镀槽内的

传感器识别出工件载具，然后选择相应的工艺参

数。“我们同图尔克合作的经历一直很愉快。它们

安装简单，并具备高可靠性。因此从图尔克采购用

于该车间的传感器是一个很自然的决定。”

即使严苛的环境条件，

读写头也毫无问题

»我们同图尔克合作的经历一
直很愉快。它们安装简单，并
具备高可靠性。因此从图尔克
采购用于该车间的传感器是一
个很自然的决定。«
Harald Hraschan | Schloetter Ges.m.b.H

快速阅读
Electrovac使用的技术非比寻常。毕竟谁会

想到用玻璃做密封材料呢。本文描述了全部

的来龙去脉以及图尔克 RFID解决方案在其中

扮演的角色。



在工业环境中与快速移动的载码体进行数据交换

也可以实现，而且拥有很远的检测距离。每一个

BL ident系统都可以灵活采用各种不同的载码体、

读写头、连接技术和接口（网关和RFID电子模

块），以形成个性化RFID解决方案。图尔克除了

拥有无读写次数限制的极快速FRAM载码体外，也

可以提供耐温达210°C的高温载码体，其可以用

于涂装车间等。BL ident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可

以轻松集成到现有的车间系统中。

车间维护技术人员也会因为其他性能而高

兴，例如设备运行期间电子模块可以热插拔，这

样可以消除停机时间。而通过读写头上的LED灯

可以进行直观的目视故障诊断。“客户还有一个

重要的收获，即大量的图尔克程序。”  Auer-

böck继续道，“换句话说，我们具备非常高的灵

活性，可以满足特定的车间需求。”这自然也包

括了防爆要求。

作者 | 奥地利专业杂志《MaschinenMarkt》主编、

工程师Martin Gold

用户 | www.electrovac.at

集成商 | www.schloetter.at

网页代码 | more21550e

Schlötter的项目经理Harald Hraschan说

道。Karl Hogl补充道：“如果我们不使用这些传

感器，则我们需要手动输入所有的参数，从清单

或者存储的数据中选择。即使是在最小心的情况

下，也很容易发生错误。”

坚实的系统

“这些传感器，更确切的说是TN-M18-H1147

型RFID读写头，极大地提高了自动化程度，并且

显著的减少了错误率。”图尔克奥地利销售经理

Stephan Auerböck证实说，“在这个特殊应用

中，也需要考虑到电镀车间的环境条件，即使这

些环境条件对该传感器来说不是问题。” Electro-

vac采用的是图尔克的BL ident 系列产品。BL ident

是特别适合工业环境的完整RFID系统。不管是生

产控制或配送、物流还是自动化，用户通过BL 

ident系统可以在一个射频识别解决方案中同时使

用无干扰的HF技术和宽波段的UHF技术。即使是

应用  R F I D

位于工件载具上的

RFID载码体

使用的部件

读写头 TN-M18-H1147
载码体 TW-R30-B128
现场总线网关 BL20-E-GW-EC
RFID I/O模块 BL20-2RFID-S



Your Global Automation Partner

感知未来!
模块化RFID系统

模块化设计、及HF和UHF混合运用，使生产线上和物流仓库中的安装
变得简单。

各式各样的HF和UHF读写头，以及最高IP69K防护等级的载码体，适
合标准和特定的应用―甚至是危险区域。

拥有IP20和IP67防护等级的坚固外壳I/O模块和网关，以及可编程网
关适用于现场总线和以太网协议。 www.turc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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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

应用  传感器 / 现场总线技术

ISW的PLAC单元图像处理系统采用了图尔克的Codesys可编程BL20网关来检查二维

码和纯文本

想象一下，你患了头痛，然后你服用了常见的

乙酰水杨酸（阿司匹林）药片以缓解头痛。当你拿

起阿司匹林包装时，你可以通过包装上印刷的二维

码和相关的制造商数据库查找到是谁参与生产了你

的药品，然后可以对相关人员亲自表示感谢。

谁提供了所需的化学制品和初级产品？谁将

你用的包装放到托盘上并送入仓库？哪个运输公

司运输了这个包装？什么时间和几点钟，它到达

了你买药的药房？很明显，表示感谢不是实现这

一药品综合追溯能力的初衷，但是这个想法仍然

令人着迷。

全程透明

只有很少的行业具有和制药行业一样的过程透

明度和可追溯性。但是在食品行业，这是首要的。

因为其产品涉及到人们的健康。人们需要食用食物

和服用药品。生产过程的全方位透明确保了产品的

传送带上的纸箱从相机前经

过，从而控制印刷质量



23more@TURCK 1 | 2016  | 22

个性化的试验系统

该解决方案可以满足制药业和其它行业（如

包装及汽车制造业等）的需求。ISW拥有一系列

标准机器组合，可以构建适合客户特殊需求的识

别系统解决方案。其中某些解决方案的功能远不

止对产品的追溯和追踪。例如，有些系统可以对

工艺和发动机部件的质量进行目视检查。

PLAC单元是指包装聚合线控制器 (Package 

Aggregation Line Controller) ，主要用于制药行

业。在其标准应用中，机器在折叠好的盒子上打

印唯一的序列号、产品详细数据和二维码。然

后，系统会对印刷的质量进行检查。这可以确保

终端客户（例如，在药房里）的可读性。极端情

绝对无误，以便将消费者的风险降到最低。

在制药业中，产品可追溯也是保护品牌的必

要条件。追溯每个片剂从药房到生产车间的能力

也使得仿制产品更加困难。销售货品的供应商能

够更容易的提起诉讼。实际情况是，大多数主要

制造商都为实现产品可追溯性建立了安全系统。

欧盟伪造药品指令2011/62/EC (FMD) 要求欧盟境

内的所有制药企业，在2018年第二季度前，为其

产品建立完整的追溯系统。

如果制药企业想在最后期限前建立透明的可

追溯的生产系统，位于埃尔姆斯霍恩附近的

Köl ln-  Reis iek的韦奇曼工业传感器有限公司

（ I n d u s t r i e l l e  S e n s o r s ys te m e  Wi c h m a n n 

GmbH，ISW）也许可以提供帮助。该企业大约

有20个雇员，是光学识别系统的专业公司。ISW

期初是一个关注图像处理系统的集成合作伙伴，

随后发展为制造主要以图像处理为中心的专业机

器和车间的制造商。“ISW的解决方案比一些大

公司更具灵活性，我们的客户很欣赏这一点；同

时，我们也可以提高全方位的免维护的图像处理

机器包，并且可以将其集成进生产系统和客户的

ERP及MES系统。”销售和应用授权代表Tobias 

Wichmann解释道。

快速阅读
所有的工业部门都用到了由德国韦奇曼工业

传感器有限公司（Industrielle Sensorsysteme 

Wichmann GmbH，ISW）制造的高级图像处

理系统。在PLAC单元系列机器中，图尔克的

Codesys可编程BL20网关可以处理不同传感

器和设备的信号，可以作为PLC协同子系统

的功能。该应用的易编程和适宜尺寸是人们

选择BL20系统的关键因素之一。

PLAC通过其位于不合格

产品区的光电传感器对不

合格品进行验证



应用  传感器 / 现场总线技术

»图尔克的Codesys可编程BL20网关的尺寸精确

适于该应用。当然，主要的PLC制造商也可以

处理该应用，但是会带来额外的费用和系统复

杂度«
Tobias Wichmann | ISW

相机对印刷质量进行检查

ISW使用Codesys通过

BL20网关对整个PLAC

的控制进行编程

况下，字迹模糊的药品包装是不允许销售的。

该系统针对特定的客户被设计成了不同的模

块，以便优化特定生产线的连接，或者满足不

同印刷流程需求。

PLAC单元包含了用于将折叠好的盒子传送

到相机的传送带和照明系统。相机的读取操作

由反射式传感器触发。相机根据参数设定对印

刷质量进行检查。如果印刷结果和目标值不

符，系统通过压缩空气喷嘴将折叠好的盒子从

传送带上吹入不合格品槽内。其它合格的盒子

将被传送到下一个工艺流程；必要时，可以提

供给相连的包装单元。PLAC通过可显示图形用

户界面的HMI设定参数。如果变更了产品盒子的

尺寸，则可以通过HMI修改相应的参数。

Codesys网关作为PLC使用

“PLC是系统的核心。”ISW代表Wichmann

说道。在该案例中，图尔克的BL20可编程网关负

责控制任务。“所有的信号都被输入到PLC进行

处理。这些信号包括IPC的信号、传感器信号、触

发信号、相机检查信号、压缩空气监测信号和其

它信号。”Wichmann继续道，“图尔克的Code-

sys可编程BL20网关的尺寸刚好适合该应用。自

然，主要的PLC制造商也可以处理该应用，但是

会带来额外的费用和系统复杂度。另一个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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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单元在折叠好的盒子上打印系列号、

产品详细数据和二维码，然后对印刷质量

进行检查

使用的部件

可编程网关  BL20-PG-EN 
模拟输出IO模块 BL20-E-4AO-U/I 
数字输入IO模块 BL20-E-16DI-24VDC-P
数字输出IO模块 BL20-E-16DO-24VDC-0.5A-P
光栅 Q20PLP-Q7
压力传感器 PK010R-P13-2UP8X-V1141
接近开关 BI4U-M12E-VP44X-H1141

我们公司已经具备使用Codesys的经验，选择BL20

有利于解决方案的快速编程。因此，人们在选择

适合P L AC的控制器时很自然的做出了这个选

择。”工业PC和网关间的通信通过TCP/IP以太网

连接。

易于操作

位于入口的光电传感器将触发印刷和测量流

程的启动信号。该信号通过和电机旋转编码器的

信号进行组合，用于在正确的时间触发打印机和

相机。而另一个光电传感器则用于触发压缩空气

喷嘴，以便将不合格的盒子 (NOK) 从传送带上吹

到不合格品槽内。这两个传感器都来自于图尔克

的光电解决方案合作伙伴Banner Engineering。简

单的系统结构也是系统的优势之一。“我们无需

对系统进行教学或进行类似的事情。 这些光电传

感器是反射式传感器，配有反射板，无需任何前

景或背景遮盖。”Wichmann说道。图尔克压缩空

气传感器 (M12E-VP44X-H1141) 位于压缩空气喷嘴

的维修单元上，可以对压缩空气的吹气时机进行

监测，也很容易操作。

ISW也在PLAC单元中使用到了另一个图尔克

产品：在不合格品槽的末端安装了图尔克的感应

接近开关，以对其进行监测。BL20可以对该传感

器的信号进行处理，以识别不合格品槽是关闭还

是开启状态。如果不合格品槽位开启的话，则传

送带将停止运动。“来自图尔克销售人员的卓越

支 持 也 是 选 择 图 尔 克 产 品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Wichmann说道。

作者 | 图尔克销售专家Uwe Tiedemann

用户 | www.isw-gmbh.biz

网页代码 | more21551e



生产注塑模型并不符合经济性。若模型的成本附

加到单个零件上，则零件的价格毫无利润可言。

自从2013年在杜塞尔多夫举办的K塑料展会上首

次展示了Freeformer以来，阿博格已为一次性零

件和定制批量的工业增材制造提供了解决方案。

3D打印行业对注塑专家进入此市场仍然显得

相对轻松。有两个原因可解释此现象：首先，作

为制造过程的3D打印因世界领先注塑制造商之一

（2014年营业额为5.48亿欧元）的加入而得到了

壮大。其次，阿博格的Freeformer在某种程度上

针对的是典型3D打印制造商的不同客户。

生产效率-这是数年来客户从阿博格期望的承

诺。客户不仅从阿博格公司购买注塑机，还可获

得阿博格公司的支持以尽可能高效地完成塑料生

产任务。阿博格产品还包括机器人系统，定制的

交钥匙系统和其他外围设备。阿博格产品系列最

近新增了一项产品，此产品引发了塑料界的轰

动。Freeformer产品，无需模具，使用标准颗粒

制造产品。

一次性零件/小批量的高效生产

需要一次性部件或只有几百台特定组件的客

户以前面临着艰难抉择。对于这些小批量零件，

应用  传感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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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性液滴
阿博格的 Freeformer用于增材制造时，图尔克的

Li-Q25线性位移传感器因具有高的扫描速率，因

而可非常精确测量排料单元的螺杆运动

工业需求的3D打印 

采用普通3D打印加工时，无法在打印过程中

打断3D打印机排出的塑料线。这限制了组件几何尺

寸的设计自由度。阿博格采用世界上最独特的AKF

加工，此加工方法由其自主研发。阿博格塑料无模

成型加工利用3D CAD数据，无需模具，使用标准

颗粒熔融的单个液滴制造组件。“Freeformer不仅

打印样机和样品，还可制造稳定性和组件精度满足

工业要求的一次性工业零件和批量件，” 研发经

理， Eberhard Duffner博士解释说。设备利用200-

300微米的小塑料液滴生产组件，液滴大小取决于

喷嘴尺寸。此过程还能完成复杂的几何设计。

打印过程中，刚性排出单

元下方的零件托架以微米

精度沿三轴方向运动

快速阅读
阿博格的Freeformer产品已吸引了塑料界的

广泛关注。此设备用于增材制造，生产的组

件不仅引人注目还满足苛刻的工业要求。此

项技术通过塑料液滴的精细应用、机械制动

器和高速以太网完全连接的传感器系统实

现。图尔克的Li-Q25非接触式线性位移传感

器用于测量两个排出单元的螺杆运动。此传

感器因其精度和5kHz的高扫描速率而具备卓

越性能。

more@TURCK 1 | 2016



稳定性，塑料必须作为非常小的高密度液滴排

出。然而，不考虑液滴尺寸，为缩短生产时间，

每秒排出70甚至200个液滴 – 排出速度依据是否打

印组件轮廓或内充物而不同。

打印过程中挤出单元保持固定。相反，零件

托架以微米精度沿三轴方向运动，精确定位组

件。挤出单元的周期内，托架短距离内必须精确

移动。“我们有四毫秒时间用于精确定位托

架，” 阿博格的电气工程研发部门主任，Werner 

Faulhaber说。

电感式线性位移传感器测量螺杆运动

液滴的周期和尺寸由挤出单元的尖端堵口控

制。塑化材料在堵口前的张紧压力为100 bars。“

此压力由塑料螺杆装置产生和控制。为保持液滴

可使用标准塑料颗粒

阿博格研发人员还为Freeformer提供了另一

个独特卖点。设备使用标准塑料颗粒生产。目前

这些颗粒包括聚酰胺（PA），聚碳酸酯（PC），

热塑性弹性体（TPE）和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

（ABS）。购买标准塑料颗粒比常规3D打印机更

便宜，客户通常已备有这些颗粒。

两个挤出单元

Arburg的 Freeformer采用两个挤出单元作为

标准配置，因此可将不同颜色或属性的材料打印

成一个组件。可生产软硬结合的功能组件。

AKF加工时，液滴连接所有三维方向。生产

的组件提供非常高的稳定性和精度。拉伸测试

时，PC组件的值达到90%左右。为达到此高度的

应用  传感器技术

Li传感器位于两个缸体的末端，用于测量塑料螺杆的运动

图尔克的 Li-Q25传感器的定位

精度和重复性满足阿博格的苛

刻要求

»我们的操作精度为25微米。Li传感

器可用于超过500毫米的距离，测量

长度范围内无任何精度损失。«
Werner Faulhaber | Ar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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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相对熔融材料的波动粘度恒定不变，用Li传

感器测量的极其缓慢变化的螺杆运动来计算修正

模型，” Faulhaber说。

若液滴太大或太小，都将损坏组件质量。尽

管打印组件的表面不如注塑组件表面光滑，但是

为确保生产组件的正确尺寸，液滴的形成应非常

规律。利用图尔克的Li-Q5电感式位移传感器可

实现此要求，此传感器在Freeformer中测量螺杆

运动。

Li传感器带来高精度和极佳线性度

“我们的操作精度为25微米。Li传感器可用

于超过500毫米的距离，测量长度范围内精度无任

何损失。在采用Varan接口的传感器中，此精度为

一个独特卖点。定位精度和重复精度是Li传感器

的主要优势，”在解释选择塑料螺杆传感器的关

键因素时，Werner Faulhaber说。图尔克的Li传感

器还用于阿博格的注塑机。

尽管传感器也用于这些注塑机上的螺杆，但

面临着不同的应用需求：“就性能而言，注塑机

上的Li传感器承受相当大的载荷，” Faulhaber

说。对Freeformer而言，信号输出速度和螺杆的

缓慢运动并不重要。“但是，匹配伺服轴要求的

扫描速率非常重要。即使螺杆本身的平移运动不

是非常动态的，但我们会频繁扫描螺杆的运动

值。”在两个设备类型中，Arburg使用图尔克的

电感式线性位移传感器，其最大扫描速率可达

5kHz。

通过Varan实时以太网（Varan real-time Ether-

net）控制执行器和传感器

“Freeformer是完全电力驱动的。我们不使

用任何气动或液压驱动。我们通过实时以太网控

制每个轴-多达十三个伺服轴。我们期望通过实时

以太网连接整个执行器系统和大部分传感器，” 

Faulhaber说。这为选择合适的线性位移传感器设

定了一个附加准则。2012年，阿博格在电动注塑

机上使用Li传感器Varan接口，并在此研发过程中

相互合作。这一研发结果在Freeformer方面给予

阿博格更多利益。“我们的优势是可轻易将这种

特殊版本的Li传感器集成到现有测量系统的执行

器上，” Faulhaber说。

作者 | Ralf Moder是图尔克的销售工程师

照片 | Arburg

用户 | www.arburg.de

网页代码 | more21552e

使用的组件
线性位移传感器  Li500P0-Q25LM0

Freeformer的设计在

2014年赢得了著名的

红点奖



快速阅读

Linear Abrasive工程公司生产车间的高性能

磨床一路所向披靡。简称为Parsifal、 Tristan

和 Isolde的设备已给全世界的客户留下了深

刻印象。为保持这种优势，最新设备使用图

尔克的非接触式编码器和角度传感器，以保

证数据的精度和重复性测量。

应用  传感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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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瑞士 Marin-Epagnier的Linear Abra-

sive Engineering S.A.公司的工程师、设计师和技

术人员研发的高性能连续磨削设备的输出动态如

Richard Wagner的音乐一样平滑。该公司研发和制

造大批量工件的高性能连续磨削设备。Linear 

Abrasive系统采用铸铁基座和钢筋预应力混凝

土，因此可防止几乎所有振动，即使高速切削也

依然如故。

其设备用于金属件的大批量生产。这就要求

高精度和短周期。客户的要求非常简单：他们希

望只需按下绿色按钮，设备即可启动并连续运

行；每年360天，每天24小时。“设备还能自动

清洗，” “Electrical”研发部门的负责人，Alain 

Kobel说。

成功因素：精度、可靠性、耐用性

30年前 Linear Abrasive公司为德国设计了第一

瑞士研磨机器制造商Linear Abrasive采用图尔克的非接触式编码

器和角度传感器

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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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设备。此设备用于加工稀土，其中包括高品质

金属。如今，Linear Abrasive公司为欧洲和其他市

场的客户出口供应磨削设备，尤其针对活跃在汽

车行业的制造商。这些制造商尤其对高性能磨削

设备的精度、可靠性和耐用性印象深刻。他们还

赞赏的是，这个小而精的设备制造商能灵活快速

地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

以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作为主要目标

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Linear Abrasive提供

的每台设备都是一项独特项目，专为满足客户特

»我们研发建造的每台设备都是一项挑

战。为取得成功，我们需要技术熟练的

合作伙伴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单纯的销

售人员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Alain Kobel | “Electrical” R & D

图尔克的RI角度传感器用于360°机械限位滚筒的位置测量

得益于电感式测量原理，QR24编

码器非常坚固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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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 Abrasive为汽车行业客

户研制用于磨削连杆的设备，

连杆两侧有连续部件

所用组件

编码器 RI360P0-QR24
角度传感器 RI360P1-QR14
倾斜仪 B2N45H-Q20L60

定要求而开发。事实上，客户呈交给研发部门的

文件只有工件样机和一项复杂需求列表。客户的

期望随每个新的应用一起不断增加。满足这种要

求需要相当大的创造性，以及一些新技术–不只是

考虑单个部件。例如，在最近的一个德国汽车行

业里苛刻的客户项目中，传感器是重要因素，因

为它们在确保精确加工中起关键作用。

精密传感器

Linear Abrasive的工程师从市场上寻找创新产

品时发现了Bachofen，它是图尔克在瑞士的代理

商。“我们研发建造的每台设备都是一项挑战。

为取得成功，我们需要技术熟练的合作伙伴帮助

我们解决问题。单纯的销售人员并不能满足我们

的需求，” Alain Kobel 解释说。

他和他的团队决定使用图尔克的独特探头传

感器，包含一个超高EMC性能的高精度倾斜仪、

一个电感式模拟量信号QR24编码器和一个电感式

Ri角度传感器。每个组件都提供卓越的加工安全

性和坚固性，从而实现了一个新的测量原理，此

原理基于创新的耦合共振，且不需使用磁定位元

件。因此，传感器不易受到诸如大型电机的电磁

干扰。 采用完全非接触式测量原理，坚固传感器

都是免维护和无磨损，并具有卓越的重复性、分

辨率和宽温度范围内的线性度。

作者 | Pascal Friche是位于Biel的瑞士自动化专家Bachofen的图尔

克销售部负责人

客户 | www.linear.ch

网页代码 | more2155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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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设备=三种协议!
可编程

多协议

网关

灵活应用在PROFINET, Ethernet/IP和Modbus TCP网络中的图尔克
多协议。

通过CODESYS 3软件轻松编程。

集成图尔克的IP67/IP20模块化I/O系统BL67和BL20。 www.turc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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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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在识别时从识别器发出的电磁场中就可

以得到能量，并不需要电池。标签包含了电子存

储的信息，最大数米之内都可以识别。与条形码

不同的是，射频标签不需要处在识别器视线之

内，也可以嵌入被追踪物体之内。

2. 涡轮增压器生产线

涡轮增压的生产检测工艺主要有核心体水道

密封检测，核心体总成泄漏测试，气压壳密封测

试，气压壳上各种阀功能及泄漏测试，叶前间隙

测试，涡前间隙测试，轴向间隙测试，径向间隙

测试，总成密封测试，涡轮转子灵活性测试，三

壳角度检测等。

行业背景

在全球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的大背景下，

我国的汽车行业正经历着从汽车生产大国到生产

强国转变的过程，涡轮增压器作为提高功率、减

少排放的装置，正广泛的被应用各种型号的汽车

上。现今，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也开始逐步提

高生产线的信息化水平，以适应当前的技术发展

形势。

随着汽车生产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其零

部件进行质量控制和信息追溯就显得十分的重

要。图尔克公司的RFID系统恰好能够满足各汽车

零部件生产厂的要求，极大地提高了用户生产线

的信息化水平。

RFID与涡轮增压器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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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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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RFID产品在
汽车涡轮增压器生
产线中的应用

装配线采用自动生产管理系统：可以对生产

过程进行实时监控、数据收集处理、状态标记，

并与控制系统相集成，对设备进行控制。装配工

作台对零部件进行预装，拧紧，压装，视觉检

测，RFID识别，同时具备运用机械、电气防漏防

错技术以及力、位置等在线检测功能，防止错

装、漏装、装不到位或者质量缺陷。

以工业控制计算机为核心，综合管理可以依

据多种条件进行统计，生成报表，可以根据产品

序列号等信息追溯检索生产时纪录的各种信息。

报表、检索功能可以脱离生产线单独为管理、售

后服务等方面使用

图尔克产品应用

图尔克针对客户现场环境和需要载码体金属

嵌入安装等需求，经过深入交流，推荐了具有

IP67防护等级的HF RFID产品，成功的满足了客户

的需求。

控制系统的组成：

1、 RFID产品：图尔克BLident HF系列

2、 主控制器：SIEMENS S7 300 PLC

3、 现场总线协议：Profibus DP

主控制器采用的是SIEMENS S7 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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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bus D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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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  传感器技术

涡轮增压器的生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其中每个零部件的安装及测试都十分的重要，任

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产品的质量。所

以在涡轮增压器的生产过程中需要一种实时的信

息化管控系统，及时存储和记录产品的每一步操

作及相应的检测结果。

而RFID系统的引入，很好的为客户解决了以

上问题。通过在涡轮增压器夹具托盘上安装HF标

签，每个操作工位和检测工位安装HF读写头，可

以根据需要实时读取和写入当前托盘上产品的生

产状态及检测结果，在产品下线时进行信息汇总

并上传至服务器中，同时将数据与此产品的串号

进行绑定。

所以，RFID系统的引入，从根本上避免了生

产质量事故的发生，为客户降低了生产风险，节

约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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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尔克高频（HF）RFID产品，并将载码体（TAG）

安装在托盘等载具上，进行闭环的反复读写；针

对读写距离要求较远的应用环境，可选用图尔克

超高频（UHF）RFID产品，然后将载码体（TAG）

安装在产品本体或托盘上，进行读写操作。

总之，针对汽车零部件行业，图尔克基于现

场总线的IP67防护等级BLident系列RFID产品，在

原材料运输、生产加工、成品管理等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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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her-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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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增压器生产线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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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 市场技术部

RFID 产品经理只凯



Your Global Automation Partner

与时俱进的安全!
混合型故障安全

I/O模块

坚固的IP65/67/67K PROFIsafe 模块。

在一个设备中灵活地集成标准和安全输入/输出以及IO-Link接口。

可以通过I/O-hub扩展最多32个标准I/O信号。 www.turc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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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技术的发展表明，制造商和客户有三个

关键要求渐增：安全性，特别是本安隔离和功能

安全(SIL)，DIN导轨的空间要求以及性能–尤其是

设备的速度和精度。尽管现有接口设备在一定程

度上能满足这些要求，但它们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性通常受限。

多年来，图尔克已为市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

接口设备，不断地适应最新发展。但是，只有使

用全新的电子平台，制造商才能提供基于最新技

术的面向未来的创新产品，它可保障用户未来十

年的投资安全。为此，图尔克在全新一代接口技

图尔克目前已在市场上

推出首台新一代IMX12

系列接口产品

术的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资源。IMX系列

已经过严格测试，并获得了广泛认证，Mülheim

的自动化专家目前已推出基于新一代IMX接口平

台的首台设备。这不仅为安全、空间和性能等传

统问题设定了新标准，更凭借其10- 30 VDC的宽供

电范围，开辟了诸如移动设备等新兴市场。

功能安全和本安隔离

近年来功能安全问题日益重要。开始时，安

全完整性等级（SIL）等同于产品质量。但是，工

厂经营者越来越了解安全在其应用中的重要性。

因此制造商必须满足由此而来的全新挑战。图尔

图尔克最新的IMX接口设备平台在以下5

个方面实现了卓越创新：紧凑、快速、

精准、安全和一体化

 
全能选手

接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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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阅读

成熟技术有利也有弊：虽然它可能是行之有

效，并完全成熟的，但在某些程度上不能进

一步发展。若需要更多其他性能，唯一的解

决方案是采用最新技术持续创新，并为客户

提供未来十年的投资安全。图尔克的新一代

IMX接口系列满足这些要求。因其更紧凑的

外壳尺寸、更精确、更快速、SIL2功能安全

等级以及全球性的防爆认证，图尔克将接口

技术的标准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克的新一代 I M X系列的研发过程完全满足 I E C 

61508要求，且已经过第三方独立机构的认证。

综合手册和调试指南将帮助客户操作功能安全电

路中的设备。

全球认证产品

防爆认证也是一项挑战，尤其是在不同国家需

要使用相同设备时。不幸的是，防爆认证并不是像

欧洲一样全球统一的，在欧洲ATEX指令适用于所有

国家。不同大洲的标准不同。所有的设备制造商所

面临的挑战是要涵盖所有相关防爆认证的多种不同

要求——并且最好由一台设备即可实现。

more@TURCK 1 | 2016



这就是Truck的IMX系列成功所在：这些设备

获得了欧洲、北美、南美、中国和亚洲的全面认

证，并提供有UL, FM, ATEX, Nepsi, Kosha, Imetro 

和 IEC-Ex认证证书。不久的将来还可获得船级社

认证。IMX系列的全球认证利于全球不同地方的

用户可靠地操作设备。

低空间要求

虽然近二十年来图尔克的MK系列产品的宽

度几乎只需要3厘米即可处理单个温度信号，但

当前IM系列完成相同任务只需18毫米。新一代

IMX系列处理单个温度信号只需6.25毫米。凭借

其12.5毫米较小的外壳宽度以及每侧多达四个端

子块，这些设备实现了市场上无可匹敌的通道密

度。受益于单侧四个可插拔端子块，温度测量放

大器输入侧可连接两个三线制或四线制热电阻传

感器。

高精度

尽管安装宽度较小，图尔克依然设法提升了

新系列产品的性能，包括速度和精度。IMX12-AI 

EX模拟量输入安全栅尤为突出。全新的电子设计

大大减缩了其对外部因素的敏感性，例如温度或

电压波动。因此接口设备对完整测量回路整体性

能的影响显著减少。设备操作更加精确，故而满

足了现场设备日益严格的精度要求。

IMX12系列设备可在10-30VDC供电范围
内无缝使用。这开辟了新的应用可能，
由蓄电池、光伏集热器或小型风力涡轮
机供电。

接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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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设备的线性误差并不是精度的唯一因

素。不应忽略很多其它误差因素，这些因素通常

只是制造商数据表中的小字。数据表不能用作设

备比较的唯一依据。环境的影响，例如温度、电

源波动或连接负载的变化，都大大影响设备的性

能。图尔克明确了这些误差和现场条件，并将重

复性误差和回差等包括到对总误差计算的影响

中。所谓的总体性能是将这些因素计算在一起再

乘以温度系数。它不是反应抽象的实验室条件，

而是现场性能。已经证实，就所有12.5毫米接口

设备的精度而言，IMX系列的模拟信号安全栅和

温度测量放大器拥有最佳整体精度。

15000Hz测量频率

IMX12-DI EX隔离开关放大器还支持更大的

输入频率。可在最小空间内廉价、可靠地传输频

率信号，而之前都是由特殊频率转换器来实现。

支持高达15000Hz频率信号的准确传输，从而实

现精确测量，无信号转换产生的精度损失。得益

于其高测量频率，实现了高精度、高分辨率地传

输模拟测量值。通常对模拟测量值有较大的影响

的温漂系数将不再是必须的。目前市场上还没有

其他隔离开关放大器能做到这一点。

流程行业，橇装和独立装置

加工行业，尤其是化工，制药，石油天然气

行业，是接口设备的主要目标行业。IMX系列的

一个新的特殊功能助力图尔克实现以前在某些应

用中无法实现的解决方案：IMX12系列设备可在

10-30VDC电压范围内无缝使用。这开辟了新的

应用可能性，由蓄电池、光伏集热器或小型风力

涡轮机供电。中小型制造商对IMX设备在小型移

动设备和独立装置中的应用特别感兴趣。借助其

获得的国际认证，出口全球的离心机、卧螺离心

机或生物发电站制造商可在工厂内使用新的接口

设备。

不断完善的产品组合

除了标准开关量输入/输出信号和模拟量输入/

输出信号设备，IMX12产品系列还包含多种不同设

计的温度测量放大器和速度转换器。图尔克在

Achema展会上展出了首批IMX系列设备：IMX12-TI 

2路温度测量放大器、IMX12-DI Ex隔离开关放大

器、IMX12- DO阀门控制模块以及IMX12-AI EX 

HART模拟量输入安全栅、IMX12-AO HART模拟量

输出安全栅。未来几年，IMX系列将扩展成全面的

接口设备系列，以满足目标市场的所有需求。换

而言之，保证客户的长期投资安全。

作者 | Klaus Ebinger是图尔克接口技术产品管理的主管 

更多信息 | www.turck.com/imx

网页代码 | more21570e

本安侧及非本安侧各四

个二极可插拔端子块 – 

支持两路四线制PT100

温度输入信号的测量及

转换

more@TURCK 1 | 2016



服务  联系

日期  展会  城市/国家

27.01. – 29.01.2016 IFAM  Celje, Slovenia
09.02. – 11.02.2016 Automation 科技 Expo West  Anaheim, USA
18.02. – 18.02.2016 INE – Indumation Network Event  Brabanthal Leuven, Belgium
01.03. – 04.03.2016 Automaticon Warschau, Poland
08.03. – 10.03.2016 LogiMat Stuttgart, Germany
08.03. – 10.03.2016 SPS – Industrial Automation Guangzhou, China
15.03. – 18.03.2016 Amper Brno, Czech Republic
17.03. – 20.03.2016 WIN Eurasia Automation         Istanbul, Turkey
18.04. – 21.04.2016 Mioge  Moskow, Russia
19.04. – 22.04.2016 Siams Moutier, Switzerland
21.04. – 22.04.2016 ISA Automation Expo & Conference Edmonton, Canada 
25.04. – 29.04.2016 Hannover Messe Hanover, Germany
03.05. – 05.05.2016 RFID Live Orlando, USA
10.05. – 12.05.2016 Smart Automation Austria  Vienna, Austria
10.05. – 13.05.2016 Elmia Automation Jönköping, Sweden
11.05. – 13.05.2016 Industrial Automation Beijing, China
17.05. – 20.05.2016 Expo Pack Mexico City, Mexico 
24.05. – 26.05.2016 SPS IPC Drives Italia Parma, Italy
31.05. – 02.06.2016 Eliaden Lillestrøm, Norway
12.07. – 14.07.2016 Semicon San Francisco, USA
06.09. – 08.09.2016 Sindex  Bern, Switzerland
12.09. – 17.09.2016 IMTS Chicago, USA
13.09. – 15.09.2016 Automatik Brøndby, Denmark 
03.10. – 07.10.2016 MSV Brno, Czech Republic
04.10. – 07.10.2016 World of 科技 & Science Utrecht, Netherlands
25.10. – 28.10.2016 12 Seminario Internacional de Minería Hermosillo, Mexico
01.11. – 05.11.2016 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Shanghai, China
06.11. – 09.11.2016 Pack Expo Chicago, USA
07.11. – 10.11.2016 Adipec Abu Dhabi, United Arab Emirates
16.11. – 18.11.2016 Fabtech Las Vegas, USA
16.11. – 19.11.2016 Metalex Bangkok, Thailand
22.11. – 24.11.2016 SPS IPC Drives Nuremberg, Germany
23.11. – 26.11.2016 EMAF Porto, Portugal
30.11. – 03.12.2016 Machine Tool Indonesia Jakarta, Indonesia
08.12. – 10.12.2016 Elektro Vakbeurs Hardenberg, Netherlands
08.12. – 10.12.2016 New Industries Gorinchem,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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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urck.com.cn

图尔克
网站
您只需登陆www.turck.

com.cn，图尔克完备的产

品数据库中找到满足您需

求的恰当的解决方案。无

论是涉及传感器、现场总

线、接口或接插件技术，

以上三种搜索功能都将帮

助您解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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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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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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9) 2713810 ı sales@cse-waf.co.nz
NETHERLANDS ı Turck B. V. 
(+31) (38) 4227750 ı netherlands@turck.com
NICARAGUA ı Iprocen S.A.
(+505) 22442214 ı ingenieria@iprocen.com
NIGERIA ı Milat Nigeria Ltd. 
(+234) (80) 37236262 ı commercial@milat.net
NORWAY ı HF Danyko A/S 
(+47) 37090940 ı danyko@hf.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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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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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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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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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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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SAUDI-ARABIA ı Binzagr Factory 
(+966) 3 8640980 ı avig@bfim.com.sa 
SERBIA ı Tipteh d.o.o. Beograd 
(+381) (11) 3131057 ı damir.vecerka@tipteh.rs
SINGAPORE ı Turck Singapore Pte. Ltd. 
(+65) 65628716 ı singapore@turck.com
SLOVAKIA ı Marpex s.r.o. 
(+421) (42) 4440010 ı marpex@marpex.sk
SLOWENIA ı Tipteh d.o.o. 
(+386) (1) 2005150 ı info@tipteh.si
 
 

SPAIN ı Elion S.A. 
(+34) 932982000 ı elion@elion.es
SOUTH AFRICA ı R.E.T. Automation Controls (Pty.) Ltd. 
(+27) (11) 4532468 ı sales@retautomation.com
SWEDEN ı Turck Office Sweden 
(+46) 10 4471600 ı sweden@turck.com
SWITZERLAND ı Bachofen AG 
(+41) (44) 9441111 ı info@bachof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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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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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ED ARAB EMIRATES ı Experts e&i 
(+971) 2 5525101 ı sales1@experts-ei.com
URUGUAY ı Fidemar S.A. 
(+598) 2 402 1717 ı info@fidemar.com.uy
USA ı Turck Inc. 
(+1) (763) 553-7300 ı usa@tur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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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Global Automation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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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turck.com | www.turc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