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全透明
汽车行业如何从RFID技术的运用中获益—从供应商到交付

RFID与无线网络通

讯技术的完美结合
图尔克RFID读写头形状与接

近开关类似，安装灵活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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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在您始终如一的关注与陪伴下，图尔克在中国已

成功走过18载春秋。在这波澜壮阔的18年中，中国

市场经过日新月异的发展，已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

一；与此同时，图尔克也已成长为了全球自动化产品

与系统的引领企业。如今，全球竞争日益激烈，市场

变化更加快速，客户要求愈加严苛，中国的自动化市

场也正同样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为更好地服务客户，满足并超越客户对我们的期

待，图尔克始终站在创新前沿，不断推出最新的创新

产品与面向客户的定制解决方案。在本期的more@

Turck杂志中，您就将看到我们最新的产品和应用（如RFID及

现场总线技术）。此外，在2011上海工业自动化展上，您还可

以到图尔克展台，亲身体验我们的实物展品，了解可用于汽车

工业或仓库管理系统等行业的RFID解决方案。

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辉煌的历史和创新的产品

还远非制胜法宝，我们将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持续改善客户

服务。近期，我们全新的中文网站已上线，并且加载了全新

的中文版产品中心，通过该产品中心，你可以获取我们超过

15000多种全部自动化产品和系统组件的相关信息。

我们衷心地欢迎您阅读本期的more@Turck杂志、浏览我

们的全新网站，以了解图尔克如何成为您创新、可靠的合作伙

伴。我们也衷心地期待您能亲临11月上海工业自动化展 (IAS)，

参观我们位于W1展厅的B073展位。

吴伟峰

营销传播总监

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

持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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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通过丰富完整编码器产品线，为客户提供

理想的传感器解决方案 
 第24页

美国福瑞来消防公司在静态倾斜试验中采用图尔

克的倾角传感器测量试验平台的倾斜角度，以保

证消防车稳定性

  第36页

利用PB – XEPI，鹿特丹Ertsoverslagbedrijf C.V.能
够通过网络浏览器集中确认Profibus网络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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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防故障微型位移
传感器

 中国贸促会和德国汉诺威展览公

司正式签署合作协议，确认中国成

为2012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合

作伙伴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由德

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始办于1947年，

每年4月在德国汉诺威国际展览中

心举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业

展览会。这一博览会是各国展示工

业发展成就和最新科技成果的重要

窗口，也是各国开展工业行业交流

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图尔克作为工

业自动化领军企业已有40多年的历

史，同时也是德国汉诺威展会的重

要合作伙伴之一，届时图尔克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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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成为2012德国汉诺
威工业博览会合作伙伴国

 图尔克专为50到
200mm的超短测量

范围设计开发了第

一台微型直线位移

传感器LI-Q17。LI - 
Q17不带磁定位器，

而是利用谐振电路

测量原理，通过电

容器和线圈组成的

感应振荡系统检测

对象位置。LI - Q17
是唯一一款利用该

原理的传感器，在

磁定位装置受大型

电机或焊接设备电

磁场影响很大的地方仍可稳定工作。LI - Q17外壳防护等级为IP67，
坚固耐用，并有四种不同尺寸，测量范围有50 mm，100 mm，150 
mm和200mm，温度范围为-40℃到+70℃。最初的型号具有一路模

拟输出（0...10 V，4...20 mA，0.5...4.5 V），将来还会提供高分辨

率的SSI型号。   更多内容见第20页 

接插件系列

 接插件专家Escha为机械制造

及自动化领域的经典应用设计了

新的M12x1 “base line”接插

件系列。目前有带A码或B码的

3、4、5针直线型公头和母头可

供选择，直角型已于第二季度推

出。有两种电缆材质（PVC或无

卤素PUR）可供选择，以使base 
line可适应各种应用。

三角测量传感器

 图尔克凭借一系列激光三角位移传感器扩展了其产品组合，该传感器由

图尔克合作伙伴美国邦纳工程制造，用于各种材料的非接触式高度或厚度

测量，如钣金、木材、陶瓷、纸张、塑料、橡胶、泡沫和烘焙生面团，以上

所列举的这些仅为几种质量保证的测量应用。新的LH系列传感器可提供精

确的距离、厚度和对准测量。其应用范围包括热部件、机床加工件、半导体

和印刷电路板、发光或

反射部件以及柔软或粘

性部件。该系列有三种

型号，测量范围分别为

25-35 mm、60-100 mm
和100-200mm。通过将

两个传感器安装在目标

的两侧并自动同步，可

进行厚度测量。可将最

多32个传感器轻松组合

至多轨位移或厚度传感

器的混合测量网络。

04 新闻_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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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派克阀门的BL67
适配器

 QP08传感器是图尔克uprox +系列的最新成员。同所有uprox +传感器一样，

紧凑型Factor-1传感器具有出色的EMC特性和抗电磁干扰能力，并且具有较大的

检测距离。尤其适用于极其狭小的空间，例如，在组装生产线或者包装机里。

塑料外壳的非齐平式传感器在安装和维修上，节约了很多的时间和成本。在检

测常用的铝材料时，新型Factor-1传感器的开关距离是传统传感器的300%，所

以经常被用作检测这一被测物。该传感器不仅外壳小巧紧凑(32 x 20 x 8 mm, 长
x宽x高)，其特点还包括非常小的金属自由区，10mm的检测距离，并且可以直接

安装在金属上。此外，QP08的安装孔和所有Q08传感器的位置大小都一样，因

此可以快速简单地替换原有的传感器。大弧线LED指示灯清楚的显示出QP08的
供电情况和开关状态。

 图尔克与派克汉尼汾公司展开合作，为派克的BL67 I/O系统及Isys 

Micro和Isys ISO系列阀门开发阀门适配器。利用新模块，可通过BL67
直接控制多达32个阀门。IP67防护等级的I/O系统和阀门的组合可实现

在最小空间内轻松安装和连接电气和启动元件。利用BL67通道，新的

设备可以轻松集成到客户设备的基础设施中。该通道还拥有CoDeSys
可编程版本，用于目前已有的现场总

线：DeviceNet、CANopen、Profibus 
DP、Ether- Net/IP、Pro-finet IO和

Modbus TCP。

 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期间，图

尔克与其系统合作伙伴合作举办

一系列创新论坛。感兴趣的参观者

可以参加自由论坛，内容为：“利

用RFID和iDot防抄袭”、“有效

管理RFID项目”和“利用参数化

相机传感器优化质量管理和生产

过程”。与会者将有机会在会后

与专家交谈。详细信息请登录： 

www.turck.de/foren

创新论坛

灵活的Factor-1传感器

应用公园中的识别

 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视觉应

用公园，参观者可以自己预订专门

的Playmobil人偶，并目睹自己的

订单自动转变成定制产品的过程。

在一个由10个模块化测试设备和

处理单元组成的大型的多厂商机器

中，展示了多种光学测试程序。该

园区结合了视觉、操作和自动化技

术，参观者可以自行查看几乎所有

的应用决方案。 更多内容见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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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检验图像传感器

全新编码器产品
 图尔克凭借丰富的产品系列和多种外型尺寸的编码器扩展原有产品

线，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传感器解决方案。目前可以提供电磁式和光电式

编码器，包括增量型，绝对值单圈，绝对值多圈，以及模拟量输出产

品。对于产品外型，图尔克提供丰富的外型尺寸，有50mm标准产品，

还有24mm~37mm的

小型编码器以及用于

100mm的大轴套型产

品。凭借其坚固的机械

机构和紧凑的铸模外

壳，提高了编码器的抗

振动性和抗冲击能力。

标准产品防护等级为

IP67，部分特殊型号防

护等级可达IP69k，温度

范围是-40至+105 ℃。

 图尔克的扩

展powerfast系列

为电力和信号传输提供

高达42 A和600 V的牢固连接。电

线套件和三通插头有7/8"、M16、 

1-3/8"、M23和M40几种尺寸，为

电力布线和信号传输提供即插即用

解决方案。除标准线型之外图尔克

还提供屏蔽线缆以消除可能出现的

干扰。Powerlok安全夹可用于防

止接插件意外断开。所有尺寸接插

件的最低防护等级达到IP67。因

放弃了接线盒并可预制，大大缩短

了安装时间。
 图尔克联合战略合作伙伴邦纳公司推出了一种具备增强识别、通讯和

快速转换的图像传感器。该新型iVu Plus TG传感器扩展了原来iVu图

像传感器平台，能够储存最多30路检验信息，可以检测标签，零部件和

包装的类型、尺寸、方向、形状和位置。其彩色触摸显示屏和内存卡可

以实现快速简便的安装，无需连

接到PC。以太网协议确保了与

大多数工业系统的兼容性。除了

原有功能，iVu Plus TG还具备

一个分拣传感器，最多可识别同

一检验中的10种不同图案。该

新功能可用于识别生产线上的零

件并确保包装中已包含了所有必

需的部件。该设备还包括其它功

能，包含：一个区域传感器，用

以确保零件具备某特性；一个瑕

疵传感器，能检测到瑕疵，如划

痕或变色；一个匹配传感器，能

够验证图案、形状或局部是否与基准一致。通过集成照明，可方便地调

节焦距镜头、自动曝光控制和高速处理。

更多内容见第24页 

强固的M40接插件

您可以访问www.turck.com并在

more@Turck的文章或产品介绍

中了解更多信息。您只需在搜索

栏简单输入每篇文章末尾的网页

代码。接下来的文章页面将会直

接引导您进入产品数据库，或者

您也可以以PDF文件格式下载或

发送文章。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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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距离读写范围：最大3m

• 应用的优化：最多可以接
16个读写头

• 灵活性：可以和HF在一个
读写范围内一起工作

• 广泛性：载码体可以被应用
在特殊环境

• 兼容性：支持所有总线协议
及可编程网关

• 稳定性：IP67 防护等级以
及防干扰的天线

• 通用性：ISO 18000-6C/
Gen 2 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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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22-83988188/83988199
传真：022-83988150
邮箱:  technical.marketing＠tur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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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urck.com.cnwww.turck.com.cn



目前许多汽车制造商   
正在评估连续识别的   

可行性

作者 

Walter Hein
德国图尔克

米尔海姆公司的
RFID

产品经理

网页代码 | more1110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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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过程中运用Auto-ID技术来自动识

别部件、工件载具或工具已有很长一

段时间。数十年来，制造商一直使用

光学技术（如条码或data-matrix二维码）来进行

无接触识别，但现在重点已经转向无线识别技术

RFID（射频识别）。

与光学Auto-ID技术相反，RFID的主要优点

之一在于用户可读取数据载体中的真实信息，也

可以将其覆盖。整个生产周期或质量测试过程中

数据载体（也称为标签）都会伴随该部件，相

关数据会自动写入该标签，并在生产周期结束时

读取。产品生产完成后，还将有一个质量管理协

议，用以显示产品的所有生产步骤以及质量测试

的情况。

RFID技术的另一优点是，通过电磁无线电波

进行信息传输，不容易受到环境影响。当被置于

外部使用时，打印的条码在高温、脏污或潮湿条

件下会无法识别，而特殊的RFID数据载体以及坚

固的扫描器允许RFID系统在非常糟糕的条件或非

透明介质中（如在喷涂车间或窑炉中）使用。

汽车工业的再思考

RFID在汽车生产中的成功应用大约始于20
年前。早在5年多以前，图尔克就加入了这一行

列，并拥有自己的RFID系统，即BL ident，该

系统是当时与汽车制造商紧密合作开发的。最

早的BL ident数据载体之一是一种高温标签，可

耐受210℃高温而安然无恙。标签被贴在承载车

身的滑橇上，该滑橇在生产过程中用于运送车

身。如此一来，只要运输系统保持不变，从焊装

到总装的整个过程中都可对车辆进行跟踪。

该过程是RFID技术以前在汽车生产中应用

的典型例子：主要用于识别单轨输送机、滑橇或

其它装载车身或大型部件（如发动机或轴）的载

具。与光学测量相比，这种技术性能大为提高，

而随着数据载体与相匹配的读/写头的进一步发

展，其潜力更是不可估量。几乎所有汽车制造商

都在考虑直接为车身甚至单个部件而非为运输系

完全透明
汽车行业如何从RFID技术的运用中获益—从供应商到交付

统贴上标签。这样做的另一优点是，装配完成后

也可直接对所安装的部件进行控制，另外也排除

了运输系统变化所带来的对准问题。

如果数据载体在生产过程一开始就牢牢贴附

在车身上，则之后车身可以随时被安全地识别，

包括从焊装、涂装、总装到运输的所有环节。在

这方面沃尔沃是先驱之一，他们在比利时根特

的工厂使用车身识别已经大约三年。RFID标签

在生产起始就贴在车辆大梁上，在整个生产过

程中，包括喷涂过程（200℃的高温可能会导致

图尔克的BL ident模块化RFID系统可同时操作具有无干扰的HF与长传输

范围的UHF读/写头。

在

汽车工业运用RFID技术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主要用于车身运

输系统的识别。得益于技术进步以及图尔克RFID专家对汽车知识的了

解，汽车工业如今可为每个车身与部件装备数据载体，在整个生产过程

中实现不间断的识别与质量控制。

  快速阅读



车身识别需要UHF系统

运输系统贴上标签后，数据载体及匹配的

读/写头之间的距离一般固定且较短，从而确保

最大传输范围不变。如标签直接贴在车身上，则

传输范围不可避免会变大——通常在30到100cm
之间，因而将不能再使用HF系统，因为其工作

频率范围是13.56MHz。该频率可确保无故障的

无线电通信与高速读写，因此载码体在运动过

程中可以被快速读取。但由于其传输范围只有

20cm，因此车身识别需要另外一种解决方案。

该解决方案就是采用865-868MHz的UHF，

其传输范围可达3米。但同时该方案也存在缺

点，即大的读写范围使得安装十分复杂。该装

置通过反射来扩展信号，从而提升读/写头的识

读能力。另外，因为干扰会使传输区域内出现

零点，所以读取直立的UHF标签时经常会出现

问题。这是一个挑战，因为在使用RFID替换条

形码的过程中，由于条形码无法在行驶中进行识

读，所以会存在一个过程的中断。为了能够在竖

立时可以读取UHF系统，图尔克开发的组合读/
写头有两组天线，通过变化极性方向来模拟一个

移动区域。根特的沃尔沃员工一直使用此UHF技

术，未出现任何问题。

从供应商到总装

事实证明，UHF技术的一些难点可以克服，

而且数据载体的价格也大为降低（如今抗高温设

计的数据载体约花费50欧分），这也使得许多汽

展会上，图尔克展示在汽车工业中通用的无线识别的可行性

在根特沃尔沃，从焊

装开始时就直接在车

身大梁上安装一个坚

固的塑料标签

10 封面故事_ RFID在汽车行业中的应用

大部分数据载体出现问题），标签始终随附在车

辆上。大部分汽车制造商都会对车体喷涂三到五

次，然后相应地将其置于高温下烘烤。在此过程

中传统的数据载体的电子元件经常会损坏。图尔

克采用了一些技术，使数据载体能够承受一定次

数的高温作用，因此可始终附着在车辆上。问题

的本质仅仅在于高温影响下IC与天线线圈之间连

接的持久性。经典的焊锡连接是不可行的，须使

用摩擦焊等技术来保证长久稳定性。或者，也可

使用感应耦合来代替直接连接，只是在传输时需

要更多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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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制造商在新型号系列中为车身加装数据载体，

从焊装到涂装的整个过程中都可对这些车身进行

识别。另外，在图尔克参与的一些未来项目中，

也将尝试使用RFID来优化所交付的部件，从而

用无线识别来优化直到总装的整个生产过程。 

目前所交付的单个部件仍在使用条码来识

别，但未来很快将配装数据载体。配备了RFID

后，这些部件的识别将万无一失。同时RFID还

降低了安装错误部件的风险。例如：气囊条码可

在安装之前识读，但安装之后由于被车身遮挡或

者条码已从部件上取下，导致无法再识读，直到

终检时，依据材料表核对却发现安装了错误的气

囊。而如果使用RFID，则可在配件安装台之后

安装一个扫描站，用以识读气囊ID，如有不符，

可向工人报警。

总结

图尔克在与供应商及制造商的无数次试验

中证明，有必要为供应商的部件（如气囊、内

饰、座椅或发动机）配备强大的RFID技术，以

便在生产过程中有效识别这些部件。在创新论

坛及汽车工业的展会与会议上，汽车专家将阐

述大量使用RFID技术与BL ident系统将会为汽

车工业带来哪些好处。最近，图尔克在CeBIT展

会的AutoID/RFID解决方案专区介绍了自己的概

念。2011年5月24与25日，在Ludwigsburg举办

Schlosspark论坛期间，图尔克在斯图加特的第 

22届汽车论坛上再一次介绍了关于RFID在汽车

工业中的应用。 

展会上，图尔克展示在汽车工业中通用的无线识别的可行性

时至今日，运输系统

一般采用RFID数据

载体进行识别，如

此例中供应商Tower 
Automotive的运输

吊架

11



12 详情_专访

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些工业领域的

客户需要传感器，但传感器又无法

与电缆连接的情况，也就是说距离很

短，无法采用复杂的无线系统。此

在汉诺威展会上，图尔克推出了一

款配备集成温度传感器的RFID数据

载体。为何要推出这种非常规的组

合呢，Hein先生？

对于许多应用来说，传感

器数据载体是一种易于实

施又划算的传输解决方

案，Walter Hein说。

“过程成本的节省”
德国贸易期刊A&D的主编Mathis Bayerdörfer与产品经理Walter Hein探讨图尔克配备集成传感器的

RFID数据载体

时使用普通的无线解决方案有一定难

度，因为过程数据需要完美传输，而

像WLAN或蓝牙这样的系统经常会互

相干扰。因此，用户经常会不相信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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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传输的安全性。我们的新解决方案

可提供可靠的数据传输，为一系列应

用建立创建解决方案，与无线解决方

案相比十分经济有效。

图尔克在安全数据传输方面有何过

人之处？

我们以成熟的RFID技术为基础，

这是一种13.56MHz的高频解决方案，

已经过标准化，符合ISO15693标准，

应用广泛且不受环境影响。从一开始

就消除了与其它系统干扰的可能性，

特别是传输距离仅有几厘米远的情

况。此外，客户也不必非得选用专用

系统。

传感器数据载体具体是如何工作

的？

就数据载体（即标签）而言，我

们使用一种基本IC，它集成一个温度

传感器，和另外的两个传感器接口。

温度传感器是固定在上面的，而另两

个输入可根据应用需要连接相应传感

器，如接近开关或压力传感器。标签

周期性地记录结果并保存以供读取，

还有一个数据记录器，可用于记录测

量曲线。标签在所处的高频区域内吸

收所需的能量。 

这是不是可为无线技术正名的新

方法？

如果用于短距离与小数据量，那

么答案是肯定的，特别是该系统适合

不同的应用。传感器的大小取决于传

输距离，储能设备可为传感器提供能

量，所需能量与测量间隔有关。

新系统是否已经有试点项目？

我们与各行业的知名客户都有过

合作，这些客户对该技术的需求也各

有不同。特别是食品行业尤其大量使

用这种技术，因为这样可以使工艺过

程变得透明。另外还可准确记录温度

周期并精确匹配，这对于质量管理至

关重要。例如，用户可追溯观察生产

过程中温度波动与清洗液体作用下巧

克力块的变化，这样便可提早进行更

换，以避免巧克力块变脆及塑料碎片

进入巧克力。 

还有其它领域的应用吗？

在食品行业中有大量应用，如冷

链与罐体消毒的连续监测。食品要想

持久保存，经常需要用到巨大的压力

蒸煮器，也称为高压釜，可通过加热

来将食品中的细菌减少至对人体无害

的水平。高压釜是手动操作的，打开

的时间可能会过长，从而助长细菌的

生长，正常的加工时间就显得不足，

又不能增加加工时间，因为时间长了

这些罐有可能爆裂。正因为如此，许

多生产商会将食品暂时存储几周进行

观察。而通过新的解决方案，用户可

控制高压釜中工艺开始的确切温度并

视情况加以调节，从而省去了中间存

储的过程。

食品工业之外还有其它应用吗？

传感器标签也适用于有转动部件

的任何工程过程。例如，造纸行业

中，所有辊筒都必需向纸上施加恒

定、精准的压力，这样纸才不会被撕

裂，并且通常也需要特定的温度。使

用图尔克的新解决方案，用户可将新

的传感器（包括温度传感器与压力传

感器）标签安装在辊筒上，并安装一

个用于数据分析的读写头，从而组成

一个经济有效又易于施行的传输解决

方案。

系统的成本如何？ 

由于是客户定制解决方案，因此

没有固定报价。大部分情况下，工艺

成本的节省十分显著，而且短至数

日、数周或最多数个月就能收回投

资。图尔克的新型传感器数据载体可

为无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这些问

题要么在过去完全无法解决，要么需

要付出高昂的资金或技术投入才能解

决。 

“大部分情况下，工艺成本的

节省十分显著，而且短至数日、

数周或最多数个月就能收回投

资。„  Walter Hein 

作者  
Mathis Bayerdorfer
德国贸易期刊
A&D主编

www.aud24.net
网页代码 | more11130c

“我们与各行业的知名客户都有

过合作，这些客户对此技术的需

求也各有不同，特别是食品行业

大量使用这种技术。„
Walter Hein 



诺威工业展览会上的视觉应用公园由

商业期刊IndustrialVision和MSR杂

志的出版商美因茨德国联合专业出

版社主办。展览会上的视觉应用公园展示了包

括图尔克在内的30多个合作伙伴的技术，涵盖

视觉、物料运输、自动化、包装和标签技术领

域。应用公园在一台大型多品牌部件整合的设

备中展示多种光学测试程序。

用户可以自行查看几乎所有应用的解决方

案。应用公园结合了视觉、操作和自动化技术并

提供有关这些主题的其它信息。设备内的转换系

统连接10个模块化测试设备和处理单元。

1号单元中的Hirata和图尔克 

参观者可在视觉应用公园入口的四个游戏人

偶中任选其一 —— 骑士、海盗、消防队员或火

枪手。然后参观者会拿到一张小票，凭票可在设

备末端领取一个人偶。订单信息由RFID标签压

印在工件传送带上，然后插入机器内。在1号单

元入口处，图尔克BL ident RFID系统读取数据，

并通过RS232接口转发信息至机械手控制。

游戏人偶都保存在Hirata码垛机中，可在机

全自动化运行

在视觉应用公园，参观者可以亲眼目睹他们的订单在多品牌部件整

合的设备上自动转变成客户定制产品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application- park.de

在1号单元

中，Hirata的码垛

机在Hirata机械手

的帮助下循环供应

Playmobil人偶

作者 

Markus Bregulla
德国图尔克

米尔海姆公司的
光电和超声传感器

产品经理

网页代码 | more11131c

14 详情_视觉应用公园

汉



在1号单元入口，

图尔克BL ident 
RFID系统读取工

件上的RFID标签

iVu 系列的DataMatrix二维码/条码阅读器读取人

偶背面代码

15

械手的帮助下取出。摄像头观察包含游戏人偶的

托架上的27个不同位置。此处图尔克合作伙伴邦

纳公司的PresencePlus Pro Minicam开始运行。

微型摄像机连接到外部控制器，通过RS232接口

传送信号至机械手PLC。因此机械手能够正确选

择游戏人偶。此外，控制器发送视频信号给外部

屏幕，使参观者可以同步看到托架上的情况。

1号单元由邦纳公司的两个白色线性LED面

板灯提供照明。为了与展馆正常光线形成对比，

托架由两个线性红外线灯照明。

在Scara机械手拾取正确的Playmobil人偶

后，人偶背面将贴上含DataMatrix二维码和接收

者姓名的标签。由于控制的需要，Scara机械手

在2011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参观者可以在视觉应用公园里体验到多厂

商机器中的图像处理和质量管理是如何工作的。从原始订单，进行各种测试

程序，直到包装 – Playmobil人偶通过了一个现实可行的测试过程。最后参观

者可以把这些带有独特标签和包装的玩具带回家。

 快速阅读

将人偶放于带邦纳iVu系列集成环形灯的DataMa-
trix二维码/条形码阅读器之上。小型阅读器带背

部触摸屏或外部显示。由于此处的特殊需要，阅

读器要背部朝下安装，因此此处选用带外部显示

的型号。

综合诊断程序

如果Playmobil人偶在1号单元中通过所有测

试，其将通过其它单元。人偶经过不同站点进行

颜色识别和频谱分析、划痕检查、三维识别和立

剖图创建或几何测量。参观者可以通过控制台的

监视器查看所有测量结果。最后，配件及被测试

人偶被运送至包装站，机械手将包装好的人偶传

递给参观者带回家作为纪念品。视觉应用公园带

有视觉参观路线，参观者可以在展板上获得有关

图像处理行业内容和培训机会的详细信息。

如果您错过了汉诺威展会上的应用公园，你

还可以在今年德国其它三个展览会上见到多品牌

部件整合的设备，其中包括在斯图加特举办的

Vision展会。 

2_2011



凭借集成RFID的解决

方案，糖果厂商能够识

别每个单独的模具

智能化巧克力生产
RFID的信息化优势：巧克力模具的无线识别，确保

整个生产链的透明

作者 

Bernhard Grimm博士
德国图尔克

米尔海姆公司
食品和包装行业的

行业经理

网页代码 | more11105c

巧克力、牛奶巧克力、白巧克力、坚

果或果仁夹心、贝壳形或巧克力糖，

如同用户的喜好一样，巧克力的模具

应有尽有。糖果厂商通常会提供不同的产品，这

意味着需要灵活的生产过程：需要不同的铸造模

具，生产厂家要引入新的填装设备，并在生产

过程中进行更换或清洗。

工业大规模生产的效率依赖于生产链的

所有组件的可用性，特别是对于灵活性

的生产过程。生产步骤的信息是至关

重要的。对于巧克力生产中所

涉及的子过程，无线识别

（射频识别）蕴含的自动

化潜力巨大，可以同时

提高工厂的效率和安

全性。

相对于传统的自

动 ID识别技术，如条

形码或DataMatrix二维

码，强大的无线识别

解决方案（如图尔

克BL ident RFID

系统）可为糖

果厂商带来优

势。电子数据

介质（标签）

，以及数据传

输必备的组合

读写头，在食

品生产的复杂条件

下也能够可靠工作，升

温升压、清洁或潮湿都

无法损坏组件。标签、

组合读写头和控制器之间

的无接触式全自动数据传输

16 趋势_RFID在食品行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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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依次为：WDS电气和自动化技术经理Bernd Plies;希尔德布兰工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Harry Imhoff，图尔克产业

经理Bernhard Grimm博士，总裁兼首席执行官Volker Krämer

可实现对生产过程所有步骤的货物和模具进行连

续跟踪。凭借与具体过程链兼容的RFID系统，供

应链的每一步骤都可以被监测，记录和追溯。

RFID团队

为满足巧克力生产商的具体要求，图尔克与

行业巨头Winkler、糖果机生产商Dünnebier和清洗

系统制造商希尔德布兰及模具制造商Agathon一起

合作。大家共同的目标是了解生产链的需求并为

糖果制造商提供一个专门的行业解决方案。

越来越多的巧克力生产商开始对结合不同行

业知识的解决方案产生兴趣。除此之外，项目的

四个合作伙伴在SPS/ IPC/Drives展会上展示其合

作成果。著名的巧克力制造商的代表们由此了解

到了RFID解决方案所能提供的实际的节约和优

化。根据需求，合作伙伴们将会在杜塞尔多夫的

Interpack展会设立一个展示工坊。免费登记请联

系claudia.kall @ turck.com

连续识别

为了实现在整个过程中对巧克力模具的连续

识别，模具的生产者配备了可靠的RFID标签。可

以随时轻松地识别用于众多终端产品的模具 - 即使

它被存储在仓库中。每个模具的数据都是集中提

供的，因此存库过程中无需花费高昂的人工成本

对库存模具进行清点。

在生产过程中，通过这些标签，可实现每一

种模具乃至数以千计的模具的回溯。装载站、压

铸机或重要的检查站的组合读/写头将保存的数

据记录并转发至控制器。操作人员可在任何时刻

对于所有生产过程而言，借助了RFID的无线识

别具有巨大的潜力。该技术已应用于越来越多的生

产过程。如果在生产过程的整个供应链中采用RFID
解决方案，如巧克力生产过程中的模具识别，其高

效的性能可以得到完美的体现。

  快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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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感器检测到污染状况，立即识别出受污染模具并进行清洗。

当模具插入清洗设备，特别的读/写头捕捉到不同大小和形状的模具

高效的过程管理：附于模具上的坚固数据载体可随时提供每个模具的识别

和状态信息。

18 趋势_RFID在食品行业中的应用

了解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模具及当时的状态。例

如，是否需要填充，是否已完成填充，是否已经

冷却，或是否已经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并准备再次

开始循环。此信息有助于有效地管理负载变化，

避免设备的停机。整个生产周期是实时监控的，

可即时发现干扰。

利用RFID技术，很容易识别损坏或被污染的

巧克力模具，以便从生产过程中移除并直接输送

至相连的清洁设备。图尔克的特殊RFID标签和

组合读/写头还可应用在清洗环境中。依靠模块化

RFID标签概念，通过强固的标签（防护等级达

IP69K）、组合读/写头、食品和饮料兼容电缆、

现场总线和接口组件，图尔克的BL ident系统可

以轻松地集成到复杂的环境条件和现存的自动化

结构中。

拥有附加值的识别

无线识别方法相比中间产品、最终产品或产

品载体的识别更具优势。EEPROM或FRAM存

储器容量高达数千字节，可记录生产日期或清

洗次数，这些数据会通过识别代码保存（唯一的

ID），可用于监控卫生和质量指导方针。另外，

借助RFID系统，自动化程序能够可靠运行，如

压铸机的装载或产品的精确放置及产品运载设备

接近搬运机器人。此外，还可以在模具生产出有

缺陷的产品前识别并移除这些必须更换的模具，

例如已受污染或材料有缺陷的模具。

安全带来效率

因为所有的相关数据都是自动写入RFID标

签并自动从RFID标签读取，工厂运营者无需手

动输入数据，并且还可以获得生产设施的最新数

据。放弃手工输入和控制不仅降低了直接运营成

本，还减少了工厂停工所造成的损失。由于整个

生产链的适用性，自动数据传输发掘出了很多新

的自动化应用潜力，其提供了一个全面灵活的跟

踪系统，易于集成并能提升工厂生产的安全性和

效率。尽管中间产品、产品运载设备和搬运过程

众多，制造商仍可依据食品行业的准则，通过点

击几下鼠标来审查整个生产过程。



• 可用于高温高压、强酸强碱

流体及卫生定性流量监控；

• 专门针对在线式小管径定量

流量监测；

• 紧凑型及分体式流量传感器

为全不锈钢材质；

• 对于存在爆炸危险的区域，

   可以使用本质安全型的流量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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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22-83988188/83988199
传真：022-83988150
邮箱:  technical.marketing＠turck.com

www.turc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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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和角度测量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当前

位置到测量系统的传输问题。不同的

测量系统各有利弊，但到目前为止，

一直没有一个解决方案能满足所有的传感要求。

最简单的角度测量方法是用机械连接直接把

被测位置和传感器连接起来，类似于电位计解决

方案。电位计价格便宜，但有其缺点。例如，安

装困难，尤其是对轴向进行精确调整时。对于快

速的旋转，还需要一个额外的转矩弹簧联轴器来

补偿震动。此外，出于安全因素考虑，如果电位

自动防故障微型测量装置
图尔克推出了第一台电感式微型直线位移传感器，利用了防干扰谐振电路的测量原理，

测量范围为50mm到200mm 

里程表需要伸出机器之外，需使用盖子对其进行

保护。最后，重要的是，不可能仅仅为这些传感

器而安装外壳，因为这会带来更高的维护费用，

并且更容易出现问题。

通过使用磁位置发生器，传感器无需机械连

接。由于传感器有封闭的外壳，能够避免磨损并

且系统也可以提供精确的测量。尽管采用了磁位

置发生器的距离和角度的传感器价格较高，其仍

在众多领域得到应用。但是，磁测量系统不适

于在有铁磁性金属碎片或电磁场存在的场所应

新型LI - Q17系列的  
电感式线性位移传感器

适用于极小的角落， 
并且由于位置发生器 

内的振荡器，其对电磁

干扰不敏感

作者 

网页代码 | more11170c

André Brauers
德国图尔克

米尔海姆公司的
线性位移传感器

和编码器
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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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推出了第一台测量范围为50-200mm的自动防故障微型直线位移传感器。LI-Q17应用了谐振电路测

量原理，而非使用磁定位器，通过由电容器和线圈组成的电感震荡系统检测物体的位置。这样LI-Q17系列产

品在一个解决方案中综合了所有常规测量系统的优势，摒弃了劣势。

  快速阅读

新型LI - Q17系列

的电感式线性位移

传感器适用于极小

的角落，并且由于

位置发生器内的振

荡器，其不受电磁

干扰的影响

用。此外，磁致伸缩线性位移传感器每侧有多达

80mm的盲区，如果测量范围为50mm，那么用

户就不得不将安装长度提高到210mm。

谐振电路原理带来突破

图尔克开发的新型位移和角度测量传感器弥

补了这些不足。不同于磁致伸缩或传统的使用磁

体的电感式位移传感器，新的传感器通过谐振定

位装置检测物体的位置。其功能原理为：置于防

护等级为IP67的外壳内的发射线圈产生一个高频

交变磁场（190kHz），以激发集成于定位装置

中的谐振器。每次当发射线圈停止发射时，传感

器中的两个接收线圈接收到谐振器感应电压。电

压强度取决于定位装置与接收线圈重叠部分。集

成的16位处理器则会提供不同格式的相应比例的

输出信号：0-10V、4-20mA、IO-Link或SSI。
不同于磁致伸缩传感器，谐振电路原理完全

不受大型电机或焊接单元产生的外部电磁场影

响，并且由于没有磁性物质的介入，碎片不会

在定位装置上面累积。不同于电位检测的解决方

案，由于有了完全密封的IP67等级的外壳，该传

感器甚至不受灰尘和湿气的影响。

LI-Q17扩展谐振器组合

图尔克在三个系列的传感器中使用了谐振

电路测量原理：小型直线位移传感器是专为

50-200mm的短测量范围设计的；紧凑的微型传

感器组合包括电感式RI系列角度传感器和测量范

围为100-1000mm的电感式LI-Q25系列位移传感

器。

强大的LI-Q17拥有IP67防护等级的外壳，有

四种不同的型号，测量范围分别为50、100、150
和200mm。传感器使用12位数模转换器，最

小测量范围可至0.012-0.05mm。4月上市的首

批传感器有模拟输出（0-10V，4-20mA，0.5-
4.5V），而SSI型还在开发阶段。不仅外型设计

非常紧凑，而且图尔克新系列的传感器的盲区极

小，仅在连接端和头端分别有10mm和22mm。电

气输出连接方面，有带30cm长预注电缆的M12接
插件或直接2m出线的开放式连接电缆。

预装配概念使得用户可以更快更方便的安装

和操作LI-Q17传感器及其标准附件。外壳配有坚

固的金属夹，可水平安装也可竖直安装。位置发

生器的电子模块安装在枢轴上，可在不同安装条

件下提供精确位置信号。如某应用需要特定的测

量范围，带试教功能的适配器可满足具体需求。

传感器上的LED灯显示了位置发生器是否位于测

量范围内。

用于长距离测量范围的LI-Q25 

LI-Q17是图尔克首次采用谐振技术的直线

位移传感器LI-Q25系列的新一代产品。LI-Q25
传感器分辨率达1μm（重复准确性10μm），

特别适用于如压榨机、注塑机或金属加工机器

等已建设好测量系统但由于技术限制而存在问

题的应用。Q25传感器的外壳使用铸铝材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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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可选的安装附件可进行灵

活应用。通过不锈钢附件可

保证传感器安全灵活和正确

的安装。其两端仅有30mm的极

小盲区，可耐受-40-70°C的宽

温范围，并且可以通过编程使传感

器适应不同测量范围，因此用户无需为

特殊应用选用其它传感器。对于100-
1000mm测量范围，仅需使用同一系

列的传感器，可显著减少库存，帮助

用户降低总的拥有成本。

Q25传感器系列有多种不同的输出。除了电

流/电压和SSI接口外，图尔克还提供带可编程

IO-Link接口的高端型号，其支持用户定义测量

范围以及输出信号。例如，其在汽车工业的应用

中可输出0.5-4.5V信号。此外，有最多4个开关

点可调。

RI-传感器测量旋转角度

除了直线位移传感器，谐振器产品组合也

包括一系列角度传感器。RI-传感器的测量范围

是360°，精确度为全量程的0.15%。传感器

图尔克提供测量范

围为100-1000mm
的可编程直线位移

传感器LI-Q25。

通过提供的安装夹

可将传感器和用于

轴安装的定位元件

进行水平安装或垂

直安装。

22 技术_位置和角度测量

单元和定位装置是分开单独进行安装的，安装

误差可在±4 mm之间，因而其安装方便、运行

安全。RI-传感器可以使用两个实心或空心轴螺

栓安装。通过一个直径为6mm和8mm的集成适

配器，标准的空心轴传感器可以改装成实心轴

传感器。非接触原理补偿了特殊应用的轴承公

差，例如由轴颠簸引起的振动。传感器输出为

0-10V、4-20mA、0.5-4.5V和SSI接口。

结论

由于具有良好的抗干扰能力以及高分辨

率，LI和RI传感器几乎可以取代所有领域中常规

测量系统的位移和角度传感器。无论长距离还

是短距离、有限安装空间还是外部有干涉，图

尔克的LI和RI传感器都可以提供灵活的解决方

案，轻松地集成于已有的结构中，应对不同的应

用。通过M12x1连接，直线位移传感器和角度传

感器可以轻松与现场总线相连，如BL20、BL67
或BL compact。图尔克开发了真正符合其理

念“Sense it, Connect it, Bus it, Solve it”的新

型传感器，意味着其不仅提供单个元件还提供系

统解决方案。



• 集多种输出方式于一体；

• 多种过程连接方式可选；

• 全不锈钢外壳，用于高温高

压、强酸强碱流体，卫生及

危险场合的流量监控；

• 抗高压水冲洗，无需拆卸即

可清洗；

• 所有标准接插件据符合卫生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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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22-83988188/83988199
传真：022-83988150
邮箱:  technical.marketing＠tur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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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urck.com.cn



码器用于实现对距离、角度、位

置或机器转速的测量，分为：增

量型和绝对型测量系统。增量型

编码器产生脉冲信号，利用脉冲数可测量速

度、长度和位置。增量型编码器还可以用于

检测转速。

绝对型编码器用于监测位置或角度，每

一个位置都对应一个特定编码。客户可以选

择单圈编码器或多圈编码器，单圈编码器也

可理解为像一个角度传感器，通过旋转的位

置来测量，而多圈型可以处理更多的旋转信

息。绝对型编码器明确地为每个位置分配代

码，相对于通过计算获取位置的增量型编码

器，其位置信息更精确。因此即使突然

断电，绝对值编码器也能够确认实际

位置，适合长距离定位检测的应

用。使用绝对值编码器，系统

的上电或断电，其参数不再丢

失，可立即显示当前位置，因

此在设备新激活时信息直接可用。

扫描技术

有两种已确定的扫描技术用于工业编码

器：光学扫描和磁扫描。光学扫描提供高分

辨率和精度，不易受磁场干扰。磁技术抗冲

击性强，可达IP69K的高防护等级，并且其

结构紧凑，特别适合温度波动较大环境，而

且价格便宜，但分辨率和精度相对偏低。

图尔克所有类型的编码器（增量型、绝对

值单圈、绝对值多圈及模拟量）都可以提供两

种原理技术，客户可根据实际应用需要选择

最合适的产品。

机械设计

线性位置传感器和编码器通常防置在

靠近动作的位置，因此必须能够耐受环境

影响和机械应力。技术参数，如防护等

级、温度范围、抗冲击性与抗振动性、以

及轴负载能力，都是客户选型的重要参数。

当然，这些参数无法确保编码器长期在恶劣

条件下工作。

无论是增量式、绝对

式、单圈或多圈、SSI
或现场总线接口，图

尔克为众多的应用提

供了全面、标准的编

码器产品组合

作者 

Nils Watermann
图尔克总部的

位置传感器及编码器
产品专家

网页代码 | more11171c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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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422或推挽输出。还有高分辨率的正弦输出

方式。标准的推挽输出用于连接计数器、电气

柜和SPS。同步串行SSI接口是绝对值编码器

的标准形式。尽管布线复杂，并口依然是无可

替代。对于不同的现场总线系统，如Profibus-

DP、CANopen、DeviceNet、EtherCAT 和

Profinet，图尔克可提供对应的绝对值多圈编码

器直接连接到系统。

速度

具有精确完整轴承和强大电子组件的编码器

也可用于高速检测场合。传感器的反应速度一定

程度影响着测量速度，但通常的限制因素在于接

口和通信结构方面。图尔克的增量型编码器配有

频率高达300kHz的快速电子组件，绝对值编码

器提供的高速SSI接口速率可达2MHz，在实时

最大抖动为1μs的情况下，位置值的更新率超

过100kHz。由于控制周期短，此精度可在应用

中提高生产效率。如果需要一套实时的高精度反

馈系统，如应用于无齿轮驱动器，包含额外的正

弦/余弦轨迹的型号将是最佳选择。

编码器的品质

由许多参数决

定，如强固的

机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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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转身
图尔克凭借不同类型和设计的编码器扩展

了其传感器产品组合

户外使用时，编码器可以能够承受-40℃

的低温，同时满足IP67防护等级。但这就足够

了吗？户外设备需要暴露在由于温度忽冷忽热

变化的环境中，因而编码器内部可能会产生凝

露。使用坚固紧凑的压铸外壳以及对编码器边

缘和外壳间进行多重密封可避免此类情况。紧

凑型编码器把空气空间压缩到最小，因而降低

了冷凝的可能性。 

如果编码器接触到高压水或蒸汽喷射（通

常在清洗机器时发生），就需要IP69K的防护等

级。接插件也必须满足相同的条件。

其次是环境条件，必须考虑到冲击和振动

的机械应力。用于驱动器和发动机的编码器应

当至少具备1000m/s2的抗冲击和100m/s2的抗振

动性能。在重工业应用中，推荐抗冲击能力为

2500m/s2，而对于在某些建筑机械中出现的极

端应力，则需要达到5000m/s2。决定编码器适

用寿命的因素是轴承安装方式，最大径向和轴向

的轴承负载表明轴承强度——在安装过程中，推

荐使用轴的负载能力为径向80N、轴向40N。轴

承组件的安装也会影响编码器的寿命和电信号的

输出质量。图尔克编码器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轴承

装配，机械互锁，确保最大的安装距离。

接口

在接口方面，增量式编码器有长线驱动的

几乎所有的自动化任务都需要精确地测量位置

和运动。市场上针对这些应用提供了几种传感器解

决方案，但编码器是最常见的一种。为了向客户提

供理想的传感器解决方案，图尔克针对不同的应用

领域提供了多种的编码器产品。

 快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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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www.bachofen.ch  Integrator www.gilgen.com

智能循环：借助于       
图尔克的RFID系统     

BL ident，Bachofen 
AG仓库内大约有350

个运输箱被搬运到          
目的地

个三层超过3 ,000平方米的存储空

间，一个双向电梯系统，约350个运

输箱，包含价值数百万瑞士法郎的机

械、气动、液压和电子产品，这些都是瑞士乌斯

壹

高效存储
瑞士Bachofen AG将图尔克无线识别系统BL ident用于自动引导，优化了物流系统

作者 

特Bachofen AG的自动化项目的核心点。作为一

家始于1945年的家族企业，Bachofen AG为运

动工程、流体控制、气动元件、液压系统、机器

人、视觉和RFID以及OEM提供工业自动化解决

网页代码 | more11150c

Frans Brouwer
德国图尔克

米尔海姆公司的
西欧地区
销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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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运转期间，瑞士乌斯特市的Bachofen AG为了实现自动引导，

给他们的箱体运输系统配备了无线识别系统（RFID）。读/写头整合在了

滚轴输送机上，读取运输箱底部的数据标签并通过Profibus DP使数据被

获得。借助于模块化的标签、读写头和接口元件，图尔克的RFID系统BL 
ident支持定制自动化方案。

  快速阅读

方案。除了单一元件方案外，其产品组合还包括

一些特殊的分支及系统解决方案。

运行过程中的改动

在2010年3月到5月的物流重组过程中，在

存储空间中的容器输送系统也进行了现代化改

造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在运行过程中不

可以避免需要更换设备，我们需要尽可能缩短

调整的时间”，系统集成商Gilgen物流公司的销

售总监Walter Landtwing这样说道。其中更为重

要的要求是运输系统的模块化和箱子的零压力运

输。Bachofen AG的自动化产品经理Kurt Gfrer-
er总结说：“旧的输送设备使用了接近40年了，

我们对它的性能已经不再满意了。” 
在与Bachofen讨论后，系统集成商决定采用

一种无接触的无线识别系统从而更高效地管理货

物的输送过程。尽管Bachofen是图尔克在瑞士的

销售伙伴，但在选择图尔克的BL ident RFID系统

前，他们还是对不同供应商提供的RFID解决方

案进行了评估。“分布式的智能设计，可方便灵

活地整合到现有的控制系统中，加上整个系统的

灵活性说服了我们”。Landtwing解释说，“采

用图尔克的RFID系统后，Bachofen完全可以依

赖他们的智能控制技术和物流。分布式智能系统

的优势是可以非常可靠地对复杂应用进行优良的

控制。”

智能化运输系统

运输系统如此运作：在三站中的某一站，

仓库的工作人员在操作设备上手动为运输箱分

配一个目的地，该目的地位于三个楼层的某层

中 — 包含进货、调试或出货。只要运输箱开始

输送，一个集成至输送轨道的特殊读写头（TNL 
R-Q80L400）就将目的地写入箱体底部的FRAM

“图尔克的系统可灵

活地整合到现有的控

制系统中”，Gilgen
物流的销售总监

Walter Landtwing
正是被这一点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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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层，滚轴输送机上的三个特殊的

Q80读/写头可读取运输箱底部的数据标

签，无需接触，更加可靠。

在货物升降机前，读/写头从箱体底部的标签上读取目的地数据

“PLC所需的功能

模块直接在网关执

行，因此无需高级

S7控制。简直是太

轻松了。„
Kurt Gfrerer, 

Bachofen AG

数据载体（标签）中。该读写头可完全匹配

80cm宽的滚轴输送机。现在运输过程已完全实

现自动化。

如果根据调试的需要，箱体需运输到另一层

楼，货物升降机上的另外一个读写头将会读取标

签内的目的地信息，如果目的地所在楼层已经没

有空间，箱子将置于升降机的前端，直到目的地

有足够空间为止。从上层楼层运往底层的箱子亦

采用同样的方式到达目的地。升降机的出口处有

第三个读/写头，用于读取相应目的地信息。

CoDeSys可编程网关

利用每层仅有的三个读写头，Bachofen实现

了高效和全自动化的目的地导航系统，即I/O站点

的带分布式智能的循环。首先，读/写头将箱子的

目的地数据发送至现场总线系统模块，即图尔克

的BL67，其包括一个用于现场总线通信的可编程

网关和独立的集成接口模块。该模块拥有诸多优

点：由于该I/O模块独立于现场总线，并且在设备

运转过程中可以更换。不论是否需要增加更多的

RFID接口、额外的传感器或执行器，整个通信环

境都可灵活升级以满足新的自动化需求。

根据需要，可选择CoDeSys可编程网关(IEC 
61131-3)，其支持带额外控制和诊断功能的分布

式系统。Bachofen主要依靠易于编程的Profibus
网关。“这个系统的最大优势是数据处理的现场

智能并可以轻松集成至控制系统。”Gfrerer解
释说。“PLC所需的功能模块可以在网关直接执

行，因此可以免去高级S7控制并且只交换相关数

据。这可不简单。”这位自动化专家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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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与无线网络通讯技
术的完美结合
BLident在味精厂原料中转库中的应用

图尔克RFID系统            
BL ident实现了对物料的

实时管理与追溯

作者  

图尔克（天津）
传感器有限公司

市场技术部
林强

前，RFID被广泛应用于库房物流管理

系统中。尤其，在烟厂各立体库中的

应用，将RFID技术的优势完全展现出

来。近来，随着中国人对食品安全卫生的日趋关

注，一些国内大的食品厂也希望在其原料加工，

目
生产，存储，运输过程中使用RFID技术，来实现

物料追溯，并提高生产效率。

客户需求

该项目是国内某大型合资食品公司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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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味精生产线，拥有国内最先进的味精生产工艺

和技术，所以客户希望在这个项目中使用技术先

进，性能可靠，性价比高的产品和系统。特别是

在原料中转库中建立一套物料追溯管理系统，通

过使用RFID技术，对物料进行实时管理与追溯。

该系统应该自动将入库数据单转换为单一托盘对

应的数据信息，并通过RFID读写头自动写入载

码体中。然后，系统自动分配库房区域，指导叉

车把物料摆放到库房的相应位置，并将位置信息

与托盘上载码体信息在系统中绑定在一起。出库

时，系统能够根据生产订单分解成的生产任务，

自动指导叉车从库房中按先入先出的原则提取

物料并送到相应生产线上。在提取物流过程中，

叉车上的读写头应对物料托盘上的载码体进行校

验，判断物料是否是需要的。如果物料在入库、

出库、进入生产线时发生错误，系统应自动报警

并提示操作人员进行相关处理。另外，在整个库

房管理过程中，托盘需要被重复使用。

数字化托盘

嵌入载码体的托盘被称为数字化托盘，被广

泛应用在目前所有使用RFID技术的库房管理系统

中。这种托盘既不影响货物的装载，也便于实现

大批量货物的精确数字化管理。

与传统贴有条形码的托盘相比，数字化托盘在

入库环节操作更为简便。因为它无需工人事先打印

很多条形码，然后用Barcode枪一一扫描，再贴到

每个托盘上。所以减少了工作时间，降低了工作难

度。另外，载码体适用于恶劣环境，即使表面有划

痕、污渍也不会影响正常识读。而且，它不会像条

形码一样易被雨水毁坏，可以被重复使用。载码体

UID的唯一性也提高了物料追溯的精确度。

30 应用_RFID

随着中国人对食品安全卫生的日趋关注，国内某大型食品厂在其原料加工，生产，存储，运输过程中使

用图尔克RFID系统 BL ident，实现了物料实时追溯，并提高了生产效率。

  快速阅读

RFID叉车可以实时追踪每个数字化托盘的信息 载码体被安装在每个托盘上，形成数字化托盘



图尔克RFID读写

头被安装在叉车

前端，从而更靠

近托盘上的载码

体，使读取效果

得到大大地改善

图尔克PG-EN网

关通过连接无线热

点，实现无线网络

数据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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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dent解决方案

由于生产设备及原料位置分散，现场环境潮

湿，物料呈粉尘状，以及生产连续，物料种类多

等特点，我们推荐客户使用基于现场总线IP67防

护等级的BLident系统。另外，因为生产原料为食

品类产品，所以在这个项目中选用防护等级达到

IP68且适用于食品加工行业的标准载码体。

由于物料需要通过叉车运输，所以我们将读

写头安装在叉车上对物料托盘上的载码体进行读

写操作。但是同样安装在叉车上的网关如何与上

位机通讯成为一个难题摆在我们面前。因为叉车

四处移动，无法通过线缆与上位机连接。经过多

次技术方案讨论和试验，我们终于实现了可编程

Ethernet网关与上位机的无线网络通讯，从而解决

了这个难题。同时满足了客户提出的整个生产系

统全物流实时追溯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要求。

客户评价

该项目的系统集成商是图尔克（天津）传

感器有限公司工程部。项目负责人李稼轩在谈到

BLident产品时说：“图尔克RFID读写头形状与

接近开关类似，安装灵活方便；载码体以<0.5m/

S的速度运动读写，可以准确读出200字节；读写

距离在0~200mm之间，完全满足应用需要；通过

LED灯指示可以了解读写头和读写模块的工作状

态；IP68防护等级的载码体，可以应用在恶劣的

场所；预铸线缆确保数据能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

安全传输；最大50米的电缆长度极大地方便了安

装，也减少了网络节点；标准的PIB功能模块减

化了程序开发。”

总结

RFID作为物料识别的一种技术，被广泛应

用在仓储管理系统中。使用RFID技术，可以对

物料入库、出库、库存盘点等各个环节的数据进

行自动化采集，保证仓库管理各个环节数据输入

的快速、准确，确保企业及时准确地掌握库存的

真实数据，合理保持和控制企业库存。利用RFID

技术，还可以及时掌握所有库存物资当前所在位

置，有利于提高仓库管理的工作效率。

图尔克RFID读写头形状与接近开关类似，安装灵

活方便



为一个开发实验室的独立的程序步

骤，搅拌在近几年越来越重要。综合

小批量生产和向大型系统中转移的需

求，现如今只有很少的实验室搅拌机可以满足这

样的要求。

在 处 理 实 验 室 规 模 的 混 合 和 造 粒 问 题

方面，Wolfgang Naton已有长达十年的经

验。Wolfgang Naton是一名过程工程师，还是

Somakon Verfahrenstechnik的经理。Somakon 
Verfahrenstechnik公司是一家从事多应用领域搅

拌机开发和销售的公司。Somakon的搅拌机应用

于化工、医药和杀虫剂制造的研究实验室。除了

作为纯搅拌机的入门机型LB，Somakon还提供

MP搅拌机系列。

完美的组合
Somakon Verfahrenstechnik借助图尔克HMI/PLC解决方案VT250，实

现了其MP系列搅拌机的智能控制和操作指导

User www.somakon.de

图尔克的HMI / PLC  
解决方案VT250是   

MP搅拌机的中央控制

和操作元件

作者

Jörg Süßmann
德国图尔克

米尔海姆公司的
销售专家

网页代码 | more11153c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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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250（位于倾斜面上）通过以太网，利用BL20远程I/O（左上）与

传感器和变频器通信

Somakon的MP
搅拌机可满足客

户各种需求

33

模块化搅拌机概念

“MP代表多用途，意味着我们可以根据客户

的需求单独配置系统”Naton解释说，“许多客

户最初只需要基本型号，但很快就会需求更多的

功能。我们的MP解决方案可以根据客户的期望，

灵活更新基本模块，并增加温度、压力或湿度测

量。这样您就可以轻松操控整个过程。”

除了搅拌之外，根据配置标准，MP也可用于

造粒、微粒化、乳化、悬浮、捏合、装填、粉碎

或干燥。除配备容器和工具外，根据所执行的过

程步骤，搅拌机还配有传感器和执行器。为满足

机器灵活性的需要，Somakon未采用机械控制元

件和经典控制系统，而是选择了图尔克的VT250。
VT250是一个配有PLC的小型操作终端，是特

别针对中小型机器的独立控制和操作而研发的，

是MP搅拌机系列理想的解决方案。VT250配有一

个带紧凑塑料外壳的5.7” QVGA-TFT触摸屏；

人与机器之间的通讯通过QVIS可视化软件实现，

并借助通用控制软件CoDeSys3实施。“图尔克

的VT250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满足我们所有需

求并且性价比极佳的PLC。”Naton补充到，“我

Somakon的搅拌机很受知名工业用户的研究

和开发部门欢迎，依靠他们的模块化概念，可针

对大部分任务进行单独订制。为实现较好的灵活性

和极佳的性价比，Somakon采用了图尔克的HMI / 
PLC—VT250，其是高效的控制和操作单元。

 快速阅读

们已经与图尔克实施了第一个项目，在建造新机

器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支持，包括CoDeSys的控

制编程。”Naton过去与其它知名的PLC供应商

有过不满意的合作经历，尤其是对他们的支持工

作：“我曾与另一家PLC供应商合作过，作为相

对较小的公司，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通过电话

找到正确的联系人。图尔克不同，从产品管理到

现场和室内服务，我们体验到了极佳的支持。”

除了VT250之外，Somakon还使用了图尔克

的经济版BL20 I/O系统，以连接传感器和搅拌机

的驱动器。BL20的以太网网关协调4个I / O模块

的通信，这些I/O模块作为VT250与控制系统连接

的接口。例如，一个带有8个模拟输入的模块可

用于PT100或压力信号，另一个带有4个模拟输出

的模块可用于变频器，其它两个带有16个数字输

入和输出的模块用于二进制信号。

借助RFID进行容器识别

无线容器识别是Naton未来计划的另一重要

课题。在该方面，图尔克的模块化RFID系统BL 
ident及可以直接安装到金属上的标签，可以通过

现有的BL20 I/O系统的RFID模块与复合读/写头连

接，能够轻松整合到机器上。或者，也可将复合

读/写头与VT250直接连接。RFID标签可以确保

容器或工具专用于其设计用途，提高了搅拌机的

安全性和使用寿命。

Naton总结到：“图尔克不只是根据我们的

需求提供合适的产品，他们很乐于提供支持并针

对所有问题给出解决方案。”

“图尔克的

VT250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可以满足

我们所有需求并

且性价比极佳的

PLC。„
Wolfgang Naton,
Soma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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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www.eecv.nl

约3000万吨铁矿石和   
煤炭吞吐量，使EECV的
工厂成为欧洲最大规模

的散装搬运设施之一

鹿特丹港口，Ertsovers lagbedr i j f 
Europoort C.V. (EECV)经营着欧洲最大

的散装搬运设施设施之一。在约82公
顷的面积上，每年卸载大约2300万吨铁矿石和多

达500万吨的煤炭，进行临时性的存储，并由远航

货轮装载到较小的运输船然后运输到鲁尔区。40

在

良好监听
Ertsoverslagbedrijf Europoort C.V.安装了图尔克的Ethernet-Profibus-Interface和PB-
XEPI，以对现场总线通信进行持续监控

作者 

Michiel Kuijer
位于兹沃勒的

图尔克荷兰公司
的过程自动化

客户经理

网页代码 | more11154c

多年以来，工厂的设备一直在持续升级，但对于

物流及强大的装载起重机、传送带和装载设备的

自动化技术而言，规模和年月是一个挑战。由于

自动化设备组件和控制设备之间的通信必须要非

常强大可靠，EECV选择了Profibus协议。光纤线

路必须要行经很长的距离，达到了一公里，因此

34 应用_现场总线技术



如果PB-XEPI配置为监听器，诊断工具无需自有Profibus地址即可监控

整个网络

PB-EXPI的Ethernet-Interface和web服务器支持

集中监控Profibus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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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现场总线通信容易受到影响而出现错误。

轻松诊断 

去年夏天，业界普遍希望可以集中地监控全

部20条现场总线（Profibus）网络和所有相关设

备，以便在早期发现并避免故障。在研究强大的

监测工具期间，图尔克电工办公室的负责人发现

了以太网-现场总线-接口和PB-EXPI。决策制定

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其诊断功能，规划工程师

John van Hoorn解释说：“对我们来说，图尔克

的Ethernet-Profibus-Interface非常理想，因为你

可以找出错误的所在—详尽到单个设备。”

目前，EECV有5个接口用于诊断，还有7个
接口已预定，其它的8个接口用于煤炭设施。这

些接口对于整个办公室到单个现场组件之间的垂

直通讯和维护至关重要。EECV员工利用新的接

口第一次实现了同时、不间断、集中监控连接在

一起的现场总线网络。与当地专有的诊断工具不

同，作为网络服务器的PB-XEPI支持通过计算机

的网页浏览器实施远程维护—无论工厂有多少设

备和参与者。van Hoorn解释说：“你只需为接

口分配一个IP地址，连接现场总线电缆，就可以

使用了”。

电子邮件发送错误信息

在庞大的处理安装工作的现场总线网络中，

图尔克的PB-XEPI仅配置为监听器。在没有自有

Profibus地址情况下，诊断单元无需进行通信即

可监控网络数据流动。在网络通讯故障的情况

下，相关接口单独记录错误信息或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错误信息。维修人员通过一个附加连接，访

问接口并检索详细的信息和说明。

依靠通过以太网和集成web服务器进行的系统

独立通信，仅需要一个网页浏览器，而无需任何

特殊的软件或证书即可使用全面的诊断功能。“

不久前，一个PB-XEPI显示设备某个旧的部件出现

了所谓的“重复”，我在办公室里阅读了错误报

告，并在出现更大的故障前更换了部分电缆。”

面向未来功能

作为Profibus-net的通用接口，PB-XEPI支
持标准FDT/DTM。通过免许可的PACTware软
件和现场组件（即设备类型管理器）适合的“设

备驱动”，用户可以轻松地查看和管理设备的诊

断数据。还可在今后通过简单的操作升级现场总

线，这让诊断接口成为了自动化技术面向未来的

扩充。 

“不久前，一个PB-

XEPI显示设备某个

旧的部件出现了所谓

的“重复”，我在办

公室里阅读了错误报

告，并在出现更大的

故障前更换了部分电

缆。„
John van Hoorn,
Ertsoverslagbedrijf  
Europoort C.V. 

在鹿特丹港口，起重机、输送带和装载设施的众多现场设备通过Profi-
bus协议与控制机进行通信。凭借图尔克的Ethernet-Profibus-Interface PB-
XEPI，一旦信号提示现场总线通讯故障，维修人员便可以通过网页浏览器

集中进行诊断并解决问题。

  快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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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www.ferrarafire.com

美国福瑞来消防公司在

现场测试设备中使用了

倾角传感器

防止侧翻
美国福瑞来消防公司在倾斜试验中采用了图尔克的倾角传感器，以保证消防车在现

场的稳定性

作者 

Marty Cwach
明尼阿波利斯

美国图尔克公司的
一名传感器

产品专家

网页代码 | more11155c

比冲入起火建筑而言，消防队员们在赶

往现场的途中所面临的生命威胁更大，

即便已赶到抢险现场仍可能受到威胁。

所以美国国家防火协会（NFPA)为运送消防员的新

消防设备制定了标准。机动车辆消防装置的1901
标准概述了确保消防员安全的消防车的制造标准。

这些要求中设涉及了确保消防车在操作中不

会发生侧翻的车辆稳定性。NFPA19014.13.1概述

了验证消防车是否符合这一标准的方法：将消防

车置于可倾斜的平台上，分别向两侧倾斜26.5度

相
或为消防车装备一个电子稳定控制（ESC)系统。

专门从事消防设备的建设、检测、评估和故障分

析的咨询工程师A.K. Rosenhan表示：“ESC系统

昂贵且容易出现问题，不适用于所有地面状况。

另外，很多司机不喜欢被控制的感觉。虽然使用

倾斜台是一个接近于静态的测试，但比起以指定

速度绕一个指定半径的圆行驶来验证是否会侧翻

而言，这个方法操作起来更简单、更安全，对于

消防车而言更容易实现。”作为客户定制型紧急

应变车辆的主要制造商，位于路易斯安那州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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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重力是恒

定的，因而倾斜平

台测试的结果是可

靠的，不容易发

生错误或偏差，并

且可以通过图像证

明消防设备符合

NFPA标准，图尔

克的倾角传感器在

提供这些数据方面

做得非常好。„
A.K. Rosenhan,
咨询工程师

图尔克倾角传感器测量倾斜平台的倾斜角度

倾斜平台分别向两侧倾斜26.5度

顿的福瑞来消防公司已经深入研究撞击检测和安

全分析，为他们的车辆提供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和

现场倾斜平台测试。福瑞来消防公司主席Chris 
Ferrara说：“了解到该稳定性测试是针对新的

1901标准推出的，福瑞来消防公司投资随即在厂

内兴建了符合SAE2180标准的测试设备。”

倾斜平台测试

福瑞来工厂里的倾斜平台，宽12英尺，长50
英尺，由螺旋千斤顶驱动，可承载重达150,000磅
的车辆。其还装备了电子磅秤，以确保符合美国

国家消防协会（NFPA）其它有关总重、轴承载荷

和横向载荷的相关规定。倾斜平台的一个重要功能

是准确测量倾斜量，并记录其它测试参数，如车身

移动等，以用于证书制作和最终鉴定。福瑞来公司

之前使用了一种简单的钟摆式角度指示器测量平台

的倾斜，但是基于稳定性和易用性考虑，选择了图

尔克单轴倾角传感器。福瑞来公司表示：“许多司

机/操作者强烈地偏好使用倾斜测试，从而避免了

使用ESC系统带来的被控制的感觉。”

“由于重力是恒定的，因而倾斜平台测

试结果是可靠的，不容易发生错误或偏差，

并且可以通过图像证明消防设备符合NFPA标

准，”Rosenhan 补充说，“图尔克的倾角传感

器在提供这些数据方面做得非常好。看到重约

65,000磅、价值高达100万美元的设备悬在空中，

感觉这是一件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当然，有松

弛的链条和皮带固定着车辆，并提供足够的移动

空间以判定车辆是否能通过测试。” 

消防车在用于现场作业前，必须满足美国国家

防火协会（NFPA）为汽车消防器材制定的1901标
准的所有要求。美国福瑞来消防公司使用图尔克的

倾角传感器来确保满足车辆稳定性所需的要求。

  快读阅读

2_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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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5日的上海工业自动化展会上（I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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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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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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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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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展会名称 城市/国家

17.03. - 20.03.2011 WIN – World of Industry Istanbul, Turkey
22.03. - 26.03.2011 ConExpo Las Vegas, USA
29.03. - 01.04.2011 Amper Brno, Czech Republic
04.04. - 08.04.2011 Hannover Messe Hanover, Germany
12.04. - 15.04.2011 Electron Prague, Czech Republic
13.04. - 14.04.2011 ISA Calgary, Canada
09.05. - 13.05.2011 Technical Fair Belgrade, Serbia
12.05. - 18.05.2011 Interpack Düsseldorf, Germany
24.05. - 27.05.2011 MSV Nitra, Slovakia
20.05. - 22.05.2011 Indumation Kortrijk, Belgium
24.05. - 26.05.2011 SPS Parma, Italy
21.06. - 24.06.2011 Neftegaz Moscow, Russia
03.10. - 07.10.2011 MSV Brno, Czech Republic
20.09. - 22.09.2011 Assembly Technology Expo Rosemont, USA
04.10. - 06.10.2011 Smart Automation Linz, Austria
11.10. - 14.10.2011 EloSys Trencin, Slovakia
26.09. - 28.09.2011 Pack Expo Las Vegas, USA
01.11. - 05.11.2011 Industry Automation Show Shanghai, P.R.China

13.11. - 16.11.2011 Metalform Chicago, USA
22.11. - 24.11.2011 SPS/IPC/Drives Nuremberg,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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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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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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