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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上海工业自动化展 (IAS) 都是中国自动化

市场最重要的创新和解决方案商展，今年也不例外。全

球经济走势开始影响中国工业的投资环境，但中国的高

科技生产领域依旧保持着持续和快速的发展，为海内外

市场不断提供先进产品。所以，创新性产品与自动化解

决方案在中国市场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作为真正的解决方案合作伙伴，图尔克公司力求为

广大用户的自动化任务提供更好的支持，并为此进行了

大量投资。例如，图尔克集团的大手笔投资项目——超

高频RFID技术，旨在为用户提供先进的远距离感应超高

频解决方案。为此，我们在德国新建了研究设施，支持

图尔克积极开发满足全球需求的RFID和现场总线技术解决方案。我们

另一个新的主要发力点，是增强在连接技术领域中的影响。目前，图

尔克已在全球最大的自动化市场——美国——成为市场领导者。此中

积累的经验和技术，赋予我们足够的本地竞争力，足以为中国市场用

户带来全球顶级的连接技术。图尔克中国公司作为知名企业所蕴含的

强大竞争力和生产能力，决不仅仅满足于为用户提供最佳的标准化连

接产品，我们强大的团队正蓄势待发，准备好为您提供定制化的连接

方案，帮助您提高自动化生产效率。

除供应高度精密和成熟的自动化产品外，图尔克中国公司已经建

立了非常精干的工程团队，可针对您的特定需求，创造完善的自动化

概念、定制系统集成和提供交钥匙工程解决方案。通过此种途径，大

大提升了我们作为中国市场解决方案优秀供应商的良好声誉，同时可

为您带来更多价值。

您可以看到，图尔克中国公司本着令用户利益至上的宗旨，积极主

动地采取了诸多举措。作为创新性自动化解决方案合作伙伴，我们为未

来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持续开发和改进产品与服务，再加上致力于尽

可能完善用户的需求，都涵括在内。图尔克中国公司的最终目标是要借

助智能解决方案让您获得最大收益，支持您成功发展业务。为此，我们

希望与您多多交流，期待了解在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图尔克如何更好

地给予支持。

因此，热诚邀请您莅临图尔克公司在上海工业自动化展 (IAS) 上的展

位W1 A011。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就能够提高效率、盈利能

力、并最终提升竞争力的实际或未来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多多交流。我公

司将始终不渝地贯彻和完善“精致服务，与您同行”的战略。

未雨绸缪，布局未来

Andreas Risch 安睿史
博士   总经理

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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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直线位移传感器

 2012年7月1日起，Andreas Risch

安睿史博士就任图尔克（天津）传

感器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一职。此

举意在加强图尔克中国公司的业务

发展。前任Frank Rohn先生现已卸下

他为之工作2年多的天津公司总经理

职务，返回德国总部出任图尔克全

球过程自动化业务销售副总裁。安

睿史博士毕业于亚琛工业大学（德

国九所精英大学之一），2012年6月

离开全球最大的食品与能源加工业

系统供应商之一、德国GEA跨国集

团，加盟图尔克集团。在GEA时期，

安睿史博士自2004年开始历任多个

高级战略和总经理职务，并于2010

年起赴中国上海和苏州工作。加盟

图尔克后，除负责管理图尔克（天

津）传感器有限公司及麾下23家中

国分支机构外，安睿史博士还负责

中国地区的图尔克工程与系统解决

方案业务运营。

图尔克（天津） 
传感器有限公司 
新任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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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m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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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您可以通过www.turck.com的more@

TURCK专区了解更多英文原版的有关

报告或产品介绍信息。只需将各文章

末尾处的网络代码输入检索字段中即

可。通过以下文章页面可以直达产

品数据库，也可下载或发送PDF格式

的英文原版文章。同时，您也可在

www.turck.com.cn首页中直接浏览或

下载more@TURCK中文版杂志。

信息

 最近，图尔克新增了一款紧凑型Li-Q17系列小型直线位移传感器，其最

大测量范围为300 mm。该传感器是基于感应式振荡电路的测量原理，通过

一个电容器和线圈构成的电感式振荡线圈系统来实现测量，而不是磁性定

位元件来检测目标的位置。坚固的Li-Q17系列传感器完全被封装在塑料外壳

内，如今共有五种规格，测量范围分别为50、100、150、200和300 mm，

工作温度为-40至+70℃。产品既有标准模拟量输出 (0-10 V、4-20 mA)，也

有0.5-4.5V电压输出的型号。小型位移传感器不仅安装形式紧凑，同时盲区

也非常小（电气连接端为

10 mm，首端为22 mm）。

产品连接方式有两种：带

30 cm电缆的M12接插件方

式，或2 m的连接电缆。

得益于其智能安装理念和

标准安装附件，用户可以

在任何条件下快捷地安装

与使用Li-Q17。借助稳定

的金属夹，可以轻松将传

感器以垂直或水平方向固

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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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参展汉诺威
工业展
 德国汉诺威，2012年4月24日—

中国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

圩，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

莅临图尔克展

台。图尔克公

司股东U l r i c h 

Turck先生和董

事总经理Chri-

stian Wolf先生热情接待了部长一

行，在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

公司副总裁许庆星先生的陪同下，

苗圩部长仔细观看了包括图尔克

RFID系列和BLOCK I/O模块等总线

产品、角度传感器和直线位移等传

感器产品、和接插件、接口产品等

公司的最新产品及技术应用。

紧凑型UHF读写头
 紧凑型UHF读写头TN865-Q175L200-H1147是图尔克 RFID产品家

族的新成员。该主动型读写头满足ISO 18000-6C 和EPCglobal Gen 2

国际通讯标准，天线和电子器件一起被置于防护等级为IP67，尺寸

为175×200×60 mm的坚固铝合金外壳中。从机械角度来看，更容

易与现有产品线集成。TN865是deister电子和

图尔克联合开发的第一代读写头。研发之

初，TN865即以工业生产和物流过程的优

化应用为首要目标。如有需要，UHF读写

头与HF读写头可以同时在Turck的BL ident 

RFID模块化系统里运行。坚固的UHF标签可

以直接安装在金属表面，并且可以在高达

240℃的高温环境或高压环境中工作。UHF

技术拥有超长的感应距离，可适用于以前无

法应用的领域。

 图尔克推出全新的经济型网关，将BL20 I/O系统连接到Profinet和Ethercat

网络，进一步扩展其现场总线产品组合。BL20-E-GW-PN网关符合Profinet 

IRT（等时同步实时以太网）标准，可以满足严格的实时通信需要。该网关具

有完善的诊断和维护功能，比如自动检测相邻站点的LLDP协议。Ethercat网

关BL20-E-GW-EC确保了实时应用的快速数据传输率，比如满足轴同步或包装

行业里严格要求时序的定位任务的要求。新型网关使图尔克的BL ident系统在

首次连接时就集成到Ethercat网络。连同现有的Modbus TCP和Ethernet/IP协议

网关，图尔克的BL20现场总线接口可以支持所有主流的以太网总线协议。图

尔克紧凑型网关宽度仅33 mm，并带板载式供电单元和集成两个RJ45接口的

以太网交换机，从而有效降低了安装要求。

BL20 Profinet IRT和
Ethercat网关

  德国杜伊斯堡海关署已为图

尔克颁发了AEO-C (AUTHOR ized 

economic Operator - Customs) 认

证。该认证用于保证安全、可靠

地处理国际贸易业务。因此，现

在图尔克的客户从更迅速、更可

靠的跨欧盟边界交付流程中受益

良多。作为经海关认证的AEO，

由于减少了货物检验程序和所需

文件，图尔克现在得以利用简化

的通关手续提供更快的装运交付

速度。作为“经海关认证的经营

者”，图尔克绝对是广大客户值

得信赖的贸易伙伴。

图尔克获得AEO-C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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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角度传感器

 图尔克在ACHEMA展会上将展

示冗余电源概念。全新冗余电源

设计可大大扩展BL20 I/O系统的应

用范围。这使得冗余电源模块可

以简便整合至IP20 I/O系统，确保

系统更高的可用性。如果模块或

其电源失效，冗余模块将自动接

管连接站点的电源供应。集成的

诊断功能通过指示灯和诊断消息

向控制器指示故障，从而可以实

现模块的快速更换已恢复系统运

行。根据具体应用需要，每个站

点可按需要整合冗余电源模块。

第一对模块对为现场总线网关第

一组 I /O模块供电。如果达到

最大电源输出，可安装另

一对冗余电源模块为

在右边 I /O模块供

电。总线供电模块

提供两个电压：5 V

和用于I/O的24 V。

冗余电源

 自现在起，图尔克为其

RI电感式旋转角度传感器添

加了新功能，用户可直接在

设备上设定RI传感器。不仅

可以设定旋转角度范围，而

且起点和终点都可以根据要

求在传感器上直接设定。此

外，旋转方向也可根据要求

来选择。RI传感器专门为移

动设备而研发并符合e 1认

证，RI角度位置不是由磁性定位元件来测量，而是依靠一个RLC电路。这

种传感器能够抵抗磁场干扰（如在大型电机中）。RI传感器测量范围是

360°，精度为满量程的0.15%。传感器本体和定位元件的分离式设计以

及±4 mm的位置公差，都保证传感器安装简易性和操作安全。定位元件

可安装在实心或空心轴上。非接触的工作原理可靠地补偿了由于震动等

因素导致的轴承偏心度误差，同时也保证了很高的线性度。传感器具有

不同的输出方式为：0...10V、4...20 mA、0.5...4.5 V和SSI接口形式。

快速启动成组I/O模块
 图尔克针对极短启动时间的应用提供基于Ethernet/IP的新型I/O模块。

基于全面的运行速度，紧凑型FGEN成组模块仅需不到100 ms的启动时

间，因而比其它Ethernet/IP站点更迅速。新型FGEN模块是汽车行业的机

器人系统的换枪应用的理想选择。由于其紧凑设计和IP67防护等级，该模

块无需任何额外保护要求即普遍适用。得益于其集成交换机，快速启动I/

O模块也可安装于线

性拓扑结构。图尔

克为模块提供四个

不同的I/O配置：16

个自由配置的输入

或输出，16个输入

或16个输出，以及

输入输出各 8 个的

型号。所有型号不

仅可用于Ethernet/

IP，也可用于Mod-

bus/TCP。 网页代码 more11210e

培训

 图尔克现在为感兴趣的客户提

供关于产品、技术和系统的培训

课程。培训课程将指导客户如何

安装和操作图尔克快速可靠的解

决方案。欲了解更多信息以及在

线登记，敬请访问

www.turck.de/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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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距离读写范围：最大4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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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
多公司的市场部尤其爱好使用“贴近

客户”和“解决方案导向”这两个术

语。但是，如果标准解决方案无法解

决客户的实际需求，很快就能分清良莠。

“我们自认为是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的值得

信赖的合作伙伴。对此，客户同样能够进行比较

和权衡，”图尔克公司业务部自动化系统副总经

理Oliver Merget这样保证，“尽管图尔克的产品

组合已包含多达15000多种产品，我们依然经常

8 封面故事_ T U R C K  M E C H AT E C

以解决方案为业务核心
Turck mechatec公司可提供从控制柜到电机完整的连接方案以满足客户需求

针对个人特殊解决方案开展调研。这有利于图

尔克明确进一步产品发展方向，有利于准备好完

整的连接解决方案。”为了尽可能满足客户的各

种需求，图尔克近几年相应改进了基础设施并充

实了员工队伍。“根据调研结果，我们的专家为

销售队伍提供建议，并为此设计、执行定制化发

展方案，或者我们为客户提供装配控制柜或箱体

等，帮助他们完成工作。”Merget解释说。 

10年之前，图尔克集团成立了子公司Turck 

尽管mechatec公司     
完全独立操作，但产

品经理Rainer Winck和
员工Dirk Vennemann         

（右）可以随时利用整

个图尔克集团的资源

作者 

网页代码 | more11200e

西蒙·达姆
图尔克德国公司

编辑

www.mecha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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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 Ruhl使excom I/O系统能够满足客户需求。

作为自动化合作伙伴，图尔克公司不只限于为

客户提供其产品组合中的15000多种标准产品。如

果客户需要，收到预订后，图尔克即可采用规定元

件设置全面的解决方案。公司供应范围从不锈钢外

壳中的excom远程I/O系统到定制的电缆标志、完整

控制柜，可满足客户各种需求。一切均由图尔克子

公司mechatec计划和实施。

 快速阅读

mechatec GmbH公司。该子公司位于德国米

尔海姆，与图尔克销售组织和产品管理紧密联

系。“单个客户解决方案的设计以订单为基础，

因此产品管理与销售之间的直接联系非常重

要。”Merget（同时是Turck mechatec销售和技术

负责人）说道，“我们从这里可以获取图尔克集

团的所有资源，因此客户可以和mechatec员工直

接联系和交流，从而出色地完成订单。”

随时准备连接e xc o m远程 I / O站点装配是

mechatec产品组合的常见特征。“所有excom订

单都采用开关箱形式供应，无论其不锈钢外壳有

无检查孔，也有可能根据客户要求的模块直接进

行装配。客户收到他们分别装配的远程I/O站后，

仅需安装和连接不锈钢外壳。” mechatec项目规

划负责人Rudolf Wolany说道。

去年，mechatec完成了一个特殊订单，涉及

了在米尔海姆的Rheinisch-Westfälische Wasserwer-

ke (RWW) 多种服务。供水公司想使用uprox电感

式传感器来监控井盖，这需要无线连接到可编程

控制器。而需要用uprox电感式传感器来监控的水

井多达100多个，客户不得不花费巨大的人力、物

力以及很长的时间来为每一个井盖安装传感器、

无线网关、电池和天线。mechatec自与客户洽谈

开始就紧密关注和积极参与该项目，迅速提供了

适用的不锈钢外壳、发射机、电池、传感器及连

接天线。RWW只需将这些箱子安装到井盖。

“m e c h a t e c会接手图尔克通常已完结的

业务，”产品经理R a i n e r  Wi n c k开门见山说

道。“我们对图尔克提供的业务进行补充，并

尽力为客户提供最优化的解决方案。”一经要

求，mechatec甚至会为客户进行安装和启动，甚

至为mechatec解决方案编写操作手册或改编软件

程序。mechatec自身拥有采购部门和库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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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mechatec需要写入定制软件时会利用图尔克软

件专家的服务。渊源共生的图尔克与mechatec取得

了合作共赢的喜人局面。通过与图尔克共用基础设

施和人员，mechatec能够顺利处理大型项目。

总部设在米尔海姆的mechatec拥有众多大客

户，包括德国汽车行业三大巨头戴姆勒、福特和大

众，以及制药/化学领域的两大环球供应商先灵药业

和巴斯夫。这些客户对供应商的一致要求就是：注

重服务的可靠性和质量。mechatec也拥有其它行业

的诸多客户，但很多项目必须服从保密协议。

目前， m e c h a t e c 正为通用电力公司 S V S 

Schweisstechnik准备850台发动机，后者则将其供

应给戴姆勒公司。这些发动机已按客户规格装配好

连接器及标准戴姆勒电缆标志。这些标志均在米尔

海姆生产和印刷。另外，mechatec还为戴姆勒生产

Piconet现场总线I/O系统。mechatec工作人员将特

殊电缆、电缆标志以及特制的接线盒系统安放至一

个模块之中，并最终将安装至一个金属外壳和完全

封装的环氧树脂之中。“戴姆勒将我们的成品直接

安装至机器人即可使用。就这么简单。” mechatec

生产经理如是说。在过去六年里，mechatec正逐渐

为汽车制造商生产供应机器人Piconet I/O系统。

共同未来

今后，图尔克和mechatec将继续携手前进。

尽管年轻的子公司已部分超过母公司的实际业务

范围，mechatec仍然是图尔克集团的重要组成

部分。最后，依靠灵活性、生产知识及交付速

度，mechatec为自动化专家提供了附加工具，并兑

现自己“尽可能按照客户需求提供最有效的解决方

案”这一承诺。  

mechatec从大型母公司完全独立出来。这保证

了公司运作的自由度和灵活性。

渐趋独立运作的项目

之前，mechatec凭借图尔克的成品与定制产品

开展自身的业务。如今mechatec很多项目不再需要

向图尔克下订单，销售成了公司重要部分。例如，

在控制柜安装方面：“我们供应传统控制柜和额外

的改装柜，这些均独立于图尔克的产品。这部分业

务目前占我们总销量的一半。”项目经理兼销售负

责人Wolany如是说。在这点上他得到了图尔克所有

销售团队的支持，与客户交谈时也总需全套mecha-

tec服务牢记在心。

虽然独立于图尔克业务的产品和服务销售量

增加，但mechatec依旧与图尔克集团保持紧密联

系。Ulrich Turck兼任mechatec的总经理和Hans Turck 

GmbH & Co. KG.的总经理。在他的协调下，两家公

司紧密合作，共用办公地点、仓库物流及装配服

坚不可摧：定制的I/O盒完全封装，并一一粘贴标签mechatec提供给RWW的解决方案有100多种，用

于连接传感器/无线系统

MECHATEC团队

包括（从左往

右）：项目经理

Rudolf Wolany、
生产经理Rainer 

Winck及Turck 
mechatec 公司

销售和技术主管

Oliver Merget。
他们会对每个订

单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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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67 防护等级，电路部分

完全灌封

• 支持多种现场总线协议

• 齐全的IO 类型，并可将两

种不同的 IO 集成到一个模

块上

• 支持TURCK RFID系统

• 具有宽泛的工作温度： 
-40～+70℃

• 全部采用标准接插件连接

• 提供定制化服务，打造您专

有的 IO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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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内部_访谈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图尔克的高频无线

射频识别解决方案早已声誉卓著。我们

的BL模块无线射频识别系统已在目标市

场建立多年，且正处于持续发展中。但

对图尔克而言，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并

不是什么前沿技术。那么，图尔克为

什么要与deister 公司合作，而不是

自己研发UHF解决方案呢？

Ulrich Turck先生               
表示：“其他供应商均无

法提供如此完美匹配、

模块完整的产品包，           
并在全球范围内提供      

永久服务。”

“购买UHF专有技术”
2012 年初，科技杂志A&D总编Mathis Bayerdorfer与Ulrich Turck先生谈论图尔克公司就UHF

与deister公司开展工作的缘由和细节

是目前UHF读写头市场需求日渐增长，

为尽快开发出成熟的解决方案，我们决

定利用现有知识，针对自动化领域的需

求着手进一步的开发。在此，“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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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非常关键。如果我们按照自身规划

按部就班地执行UHF的研发，也能够达

到目前合作伙伴的技术水平。但这需要

很长时间，在此期间我们可能无法为客

户提供完整的UHF产品组合。

为什么专门选择该合作伙伴？

目前没有哪家公司在UHF领域比deister 

公司经验更丰富。该公司多年以来都以

UHF技术专家著称，尤其擅长自动化以

外领域的UHF应用。图尔克的高频技术

则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取得了成功。合作

双方的产品和行业专业知识均可以完美

互补。因此，我们签订了合作协议，对

相互技术转让进行了规定，也使得图尔

克可以充分利用deister 公司丰富的UHF

经验，支持自身的自动化领域UHF产品

和技术，并销往全球。

deister 公司的附加值在哪？

对合作双方来说，此次合作都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双方客户将从中直接获益。

除了公司财务方面，deister 公司还受

益于其它技术领域的市场营销，尤其受

益于图尔克集团的全球销售网络。图尔

克成为该公司强劲的销售和开发合作伙

伴，使得deister 公司在全球打开全新

销售市场，将重点放在进一步的应用市

场。因此，无论是已验证的HF还是更

宽频段的UHF，我们的客户手头总能拥

有合适的读写头，并且在全球各地均能

使用。

 

合作协议实际做出了什么规定？

该合作和销售协议远远超越了我们所理

解的“合作”概念。图尔克可以完全自

由地获得deister UHF技术的开发成果、

专有技术及知识产权，并可以在自动化

领域自由使用。

“自由使用”的实际意义？

如有需要，我们可为客户选择性开发

UHF技术，甚至自己生产设备。为落实

这一点，合作协议规定deister将对图尔

克员工进行集中培训。目前，合作双方

的研发、项目部门正针对合约规定的项

目展开紧密合作。这表示：对各行业

客户而言，图尔克作为RFID项目合作伙

伴，不仅提供HF和UHF系列广泛的应用

及解决方案专有技术，而且还提供整套

优质产品。

这让人印象深刻。其实质内容是？

该合作和销售协议使图尔克得以为生

产、物流及其它诸多工业应用领域提供

最为先进的RFID系统解决方案。其他供

应商均无法提供如此完美匹配、模块完

整的产品，并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永久服

务。deister 公司的UHF专业技术使得图

尔克行业及应用技术得以提升，保证了

HF和UHF所需RFID解决方案的快速、精

确地实施。另外，图尔克的提升不仅表

现在现有传感器的量程（我们可以将

deister的UHF技术整合进去），而且表

现在基于我们BL67及BL20 I/O系统的模块

化系统理念。该理念确保了与客户自动

化基础设施的直接整合——甚至与非无

线射频识别信号平行。CoDeSys可编程

现场总线网关甚至能使现场整个无线射

频识别通信得以实现，因此也就有可能

只将用户数据传输到高级控制器。  

结束前，您能说说对RFID系统前景

的展望吗？

如你所知，我们正持续进一步开发BL 

ident。比如，我们将在汉诺威展览会上

展示型号多样的HF读写头（其感应范围

显著增加，高达一米），以及一款新型

的UHF读写头。后者是我们与deister 公

司合作开发的第一款产品。另外，我们

还将在秋季的SPS/IPC/Drives展览会上展

示UHF系列的最新进展。 

“对各行业客户而言，图尔克作

为RFID项目合作伙伴，不仅提供

HF和UHF系列广泛的应用及解决

方案专有技术，而且还提供整套

优质产品。”
 

 Ulrich Turck  

作者 

Mathis Bayerdorfer
科技杂志A&D总编

www.aud24.net

网页代码 | more11230e

“ 图尔克可以完全自由地获得

deister UHF技术的开发成果、专

有技术及知识产权，并可以在自

动化领域自由使用。”
Ulrich Turck  



如
果加工厂中有多个现场总线设备都必

须要连接到集散控制系统（DCS），

系统规划人员基本上有以下几种可选

方案：常规接口方案、远程I/O方案和完全采用现场

总线的方案。典型的信号传输方法是点对点接线，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接口技术。这样可以将每一台现

场测量仪器各自的测量信号直接传输到PLC。而采

14 技术_远程 I / O

无缝封装
图尔克增强型excom远程I/O系列产品允许将整个现场总线系统的安装从原先的

安全区域转移至危险1区进行

用点对总线的接线方式（也叫做远程I/O），现场仪

表的信号将由工厂中的一台I/O站点负责采集、转换

为数字协议并通过总线电缆转发给控制系统。这样

DCS就只需要一个单独的通信接口，而无需多个模

拟或数字输入和输出卡。

第三种方案是总线对总线之间的连接（完全采

用现场总线技术）。在这种方案中，适当的现场仪

Excom系列产品中的  
新成员提供了更加紧凑

的模块支架和适用于危

险2区的新型电源单元

作者

网页代码 | more11271e

Peter Praske
图尔克德国公司

现场总线系统过程
自动化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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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将通过Profibus PA或

Foundation现场总线

等通信协议直接连接

到总线中。

每一个现场设备

都是总线上的一个独

立站点，但是也必须

为它们提供各自的现

场总线连接。由于其

拓扑结构比远程 I/O方

案更加复杂，因此这个要求

在很多情况下均无法实现。在完全

采用现场总线的方案中，经常会出现

信号密度过大的情况，而且除了模拟过程值以外通

常还会需要数字信号（例如来自Namur传感器的信

号）。在这种情况下，远程I/O连接是最有效的解决

方案，因此完全基于现场总线的仪表尚未成为当今

的标准。

完整的物理层产品组合

图尔克丰富的物理层产品组合正在为各种连接

方式提供可根据具体要求而优化的最佳解决方案。

除了采用通用外壳的各种接口方案以及用于Foun-

dation现场总线和Profibus PA设备的大量组件外，图

尔克通过BL20和excom产品系列进一步扩展了远程

I/O解决方案的范围。模块化BL20 I/O系统原是用于

工厂自动化领域，但是针对过程工业的要求通过兼

容HART的I/O模块和冗余电源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开

发。鉴于许多现场设备都可以通过HART协议传输额

外的信息，因此确保所安装的连接技术兼容HART协

议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以便使远程I/O系统能够将输

入的HART信号转换为数字协议。

过去12年间，图尔克一直在为业界提供危险1区

使用的Excom远程I/O系统，并且现在已经将其扩展

为一个系列，配备了紧凑的模块支架和适用于危险2

区的新型电源。该系统可以传输来自外部设备的过

程和诊断数据，并可在需要时与HART现场仪表进行

通讯。因此控制系统就可以直接获得关于过程值、诊

断和总线设备管理的更多信息（数字量）。此外，该

系统的拓扑结构所需总线电缆要大大少于基于H1的

Foundation现场总线和Profibus PA现场总线系统。

自由选择安装位置

有了最新的Excom系列产品，用户在选择安装位

置时就不再有任何限制。系

统可以安装在危险1区、危险2区或者安全

区域中。它的好处不仅在于用户不再需要使用专为

特定区域而优化的部件，还在于用户可以采用统一

的标准对外部设备和现场仪表进行配置和参数化。

所有产品的功能和处理方式都完全相同。采用

GSD文件或DTM进行配置以及进行总线设备管理时

都可以采用标准的结构和操作方式。无论在何种情

况下，都可以在运行时对系统进行维护和改动。这

不仅适用于添加单独的测量点，也适用于通过额外

的模块对系统进行扩展。该系统还支持已经得到实

践证明的Excom冗余选件。

一个标准的Ex-i外设可以支持危险0区、1区和2区

的信号处理和现场设备控制。如果该外设安装在危险

1区或2区中，那么就需要一个经过专门优化的电源单

元来产生本安型系统电压，以使外设可以在尽可能接

近仪表处接收到信号。与现场总线（此处为Profibus 

DP）之间的接口也为本安型。该配置方式可以使整

个系统在Ex区域中运行时得到完全的维护。

同样的Ex-i外设现在也可以用在安全区域中。一

个新型的模块支架最多可支持24个I/O模块的运行，

进一步减少了基本的设备费。由于图尔克已经开发

出了一款专用于该应用区域的电源单元，因此整个

系统变得颇为紧凑。

过去12年
间，图尔

克一直在提供

危险1区内使用

的Excom I/O系统

图尔克针对危险1区和2区应用对Excom进行了优化，并且大大扩展了

系统的功能。由于相关要求更少，这个具有更小电源单元和更紧凑模块支

架的系统目前已可运行于危险2区中。因此，新型Excom系列产品既可用于

单独的危险1区应用中，也可用于混合应用中。所连接的现场仪表即使在未

预先连接至控制系统的情况下也可启动。

  快速阅读



风量的监测
气体型流量传感器在电力机车上的应用

步电动机做牵引动力。以“和谐D2”型电力机车为

例，基本上每一类的“和谐”系列货运电力机车都

会配备有一台牵引变流柜（主变流柜）以及两台独

立的辅助变流柜。

其中，牵引变流柜内安装有整台机车的牵引传

动系统，每个电机变流器单独给每台牵引电机供

电，因此整台机车的动力部分和牵引变流柜密不可

分，对于机车的正常运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两台辅助变流柜主要给冷却塔风机、牵引通

风机、水泵、油泵、空调及主压缩机、蓄电池充电

机、加热器等辅助设备供电，采用一用一备的冗余

工作方式；与牵引变流柜相比，虽然辅助变流柜是

给辅助设备供电，但是其重要程度仍然不可忽视，

该变流柜的正常工作与否，同样关系到整台机车的

顺利运行。

为了实时监测变流柜内部通风情况，从而确保

变流柜的正常工作，每一台变流柜内部均安装有

TURCK M18外形的模拟量输出气体型流量传感器2只

（柜内左右两个风机下方各一），具体安装位置见

行业背景

中国北车集团大同电力机车有限责任公司成

立于2003年，是我国电力机车研发制造的重要基

地。2007年，公司引进法国阿尔斯通（Alstom）公

司技术，联合设计生产的“和谐D2”型大功率交流

传动电力机车，代表了国内交流传动电力机车的最

高配置，同时也具备了国际先进水平。

“和谐D2”型电力机车（又称“HXD2型电力

机车”）为八轴大功率交流传动货运机车，是在阿

尔斯通公司的PRIMABB43700型电力机车的基础上

开发出来的。机车采用微机网络控制，标准化、模

块化设计；具有恒功范围宽、轴功率大、粘着特性

好、功率因数高、谐波干扰小、维护率低和全寿命

周期、运营成本低、适用范围广等优点，是中国铁

路装备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产品之一。

客户需求

“和谐”系列货运电力机车均为大功率交流传

动机车，由逆变器供电，机车和动车组采用交流异

张祖魁

图尔克中国公司
产品经理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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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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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在使用TURCK的气体型流量传感器之前，客户

也使用过其它品牌的流量传感器，但是由于柜体

内部温度时常变化，传感器内部缺乏有效地温度突

变补偿反馈电路；灵敏度过低，响应时间较慢；模

拟量输出曲线不理想等原因，严重影响了整个机车

的正常运行，也给客户的调试工作带来了不少的麻

烦，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生产效能。在使用过程中，

由于灵敏度过低，延迟严重，经常需要人工手持风

速检测仪表进行柜体内部通风检测；同时，由于货

运电力机车这类特殊产品经常需要长时间不间断地

运行，这就使得柜体内部的温度变化明显，对于普

通的热式流量开关来说，由于工作原理的特殊性，

这种变化会直接造成输出曲线不理想，线性度差，

从而导致检测的失败。同时，安装空间狭小，布线

空间不足也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客户之前使用的其

它品牌的传感器均无法完全满足应用的需要。

TURCK解决方案

TURCK公司技术人员针对以上要求和工况，经过

现场深入交流，推荐了螺纹圆柱式模拟量输出气体

型流量传感器产品：FCS-M18-LIX，圆满地解决了用

户的难题。由于热式流量传感器特殊的工作原理，

其容易受到温度突变的影响，从而容易造成检测失

败；而TURCK的气体型流量传感器藉由特殊的探头结

构以及内部有效的闭环负反馈控制电路，实现了可

以将温度突变的影响基本抵消，从根本上解决了热

式流量传感器的应用难题。另外，针对气体流量检

测而专门设计的流量传感器拥有比普通热式流量传

感器更高的灵敏度，可以很准确地检测热量变化并

不明显的气体，从而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要。

FCS-M18-LIX也是TURCK气体型流量传感器系

列产品之一，其200K/min的温度梯度可很好地适用

于现场温度突变的环境，从而避免了输出不稳定的

情况发生减少了维护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针

对于气体而专门设计的检测元件部分，可以很好地

监测变流柜内通风量情况，既避免了人工的重复劳

动，又保证了模拟量线性输出的准确、及时性；同

时，其一体化的设计，小巧紧凑的产品外形，也给

客户的安装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度。藉由以上优点，

整个机车的性能也相应得到了提升，可以很好地满

足日益快速、高效的铁路运输发展的需要。

TURCK传感器为电力机车的运行安全提

供可靠保证

在类似于北车大同电力机车生产的大功率交流

传动机车上，包括主要设备牵引电动机以及冷却塔

风机、牵引通风机、水泵、油泵、空调等辅助设备

在内，其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第

一位的，这体现在整个机车的每一个细节之处，尤

其是给全部设备提供动力的主、辅变流柜，其可靠

性尤为重要。TURCK气体型流量传感器在变流柜上

的成功应用，充分提高了电力机车运行的可靠性，

给客户带来了便利。

首先，TURCK气体型流量传感器拥有丰富的产

品序列，可以满足客户不同形式的使用要求；另

外，其针对于气体研发的高度可调的灵敏度特性，

使得即使变流柜体内风量微小的流量变化也可以被

传感器感知到，从而确保了行车安全。

其次，TURCK气体型流量传感器也属于TURCK热

式流量传感器大家族的成员之一，同样具备优秀的

抗温度突变的性能。在电力机车不间断的运行过程

中，环境温度千变万化，难免会有温度突变的情况发

生，尤其对于热式流量传感器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考

验，TURCK的热式流量传感器藉由其特殊的探头结构

和内部补偿电路，完全可以将温度突变的影响降到最

低，从而保证了模拟量输出的稳定，进而实现对变流

柜体内风量的成功监测，确保了

电力机车的长时间顺利运行。

最后，TURCK M18外形的气

体型流量传感器外形小巧，结构

紧凑，将检测元件和处理电路集

于一体，其体积仅相当于一个流

量传感探头，尤其对于安装空间

有限或者不适于安装分体式流量

开关的应用场合来说，能够有很

大的应用自由度。 

 
 
 
 

 
 
 
 
 

风机 风机 

为了可靠、及时地监测电力机车车头内牵引变流柜以及辅助变流柜内

部通风情况，中国北车集团大同电力机车有限责任公司选择了图尔克公司

的M18外形的模拟量输出气体型流量传感器产品。藉由优秀的温度梯度特

性，以及针对气体流量检测而专门设计的比普通热式流量传感器更高的反

应灵敏度，即使在温度变化剧烈、流速变化波动大的环境中，M18外形的

模拟量输出气体型流量传感器产品也能出色地完成监控任务。

  快速阅读

主、辅变流柜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由TURCK气体流量

传感器充分保证

性能优秀的气体流量传感器被广泛地

应用于电气柜以及通风管道内的风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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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3400 M：采用

三个图尔克电感式

直线位移传感器的

WEIMA压块机

作者 

网页代码 | more11250e

Helmut Röder
图尔克德国公司

销售代表

用户网站 www.wei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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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当出台新的环境法规的时候，Iisfeld的

Swabian镇都会对其密切关注。这里正

是WEIMA Maschinenbau GmbH公司的

总部所在地。该公司主要生产压块机和粉碎机，并

且经常获益于这类新的环境法规。例如，在过去20

年间，联邦排放物控制法案明令禁止木制品企业焚

烧胶木板废料。木材废料必须先粉碎然后与一种氧

气混合物一起焚烧。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合适的温度

以完全燃烧掉黏合剂和涂料中所含的有毒物质。伴

随该法规的生效，WEIMA的粉碎机销售量自然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

压块机产品也使这家机械制造商从废料处理法

规中得到了好处。如今任何要回收的东西（无论

是铝或其他金属、塑料、绝缘材料、废地毯还是废

纸）都要被压成块，以优化正确分类废料的储存、

加工和运输过程。但是，压块机的主要买家还是木

材工业，他们主要将其用于满足对可燃性燃料（主

要用于生火或火炉）日益增长的需求。木屑也要进

行压块以进行工业加工（例如在造纸过程中）。

与大量散装的木屑相比，木块可以节省约90%的空

间。一台ISO标准集装箱可运输30吨木块，而如果是

木屑的话只能运输7吨。

凭借其粉碎机和压块机，WEIMA已经成为欧洲

市场的霸主。在这两类产品中，该公司目前都使用

了来自图尔克的电感式LI-Q25直线位移传感器。无磨

损的位移传感器目前正被用在两种型号的粉碎机和

TH 1500 M压块机以及更大的TH 3400 M型压块机中。

检测双挤压机构的位置

WEIMA公司自1986年起就开始建造其第一台设

备了，而该公司以前在压块机中都是使用电感式接近

开关来检测位置的。每一台压块机中都必须要检测三

个距离或位置：预压缩机（用于将木屑挤压成一个大

块）的位置、压杆（用于将木屑挤压成成型木块）的

位置以及在压杆将原料挤压成木块的过程中所采用的

双挤压机构的位置。压块机还有两个用于排出木块的

弹出器轴。

木块是在设备右侧的两个弹出器轴之间被挤压

成型的。压块机采用双挤压机构。木块被连续挤压

19

精密压块机
机械制造商WEIMA正在应用图尔克电感式直线位移传感器缩短其压块机的安装和设置时间

成型，并交替从左右两侧弹出。当右侧挤压机构正

在进行挤压时，设备会将挤压完成的木块从左侧弹

出。然后左侧挤压机构会被移动到压缩缸前面，并

在右侧挤压机构弹出成型木块的同时将一个木块挤

压成型。该过程会连续地重复进行。按照这样的顺

序运行时，在双挤压机构中必须总有一个木屑正好

位于压杆之前。否则，在最大型的压块机中其液压

机构所产生的大约600 bar压力就会施加到金属机构

上（而不是木屑上）。这会带来巨大的损坏，甚至

会使设备完全毁坏。

现在使用了一个来自图尔克的电感式直线位

移传感器来代替之前使用的接近开关，以检测挤

压机构的位置。其带来的好处从安装时就已经体

现了出来：以前装配工必须把接近开关拧进去、

对它们进行精确地调节、暂时上紧然后才能最终

将它们固定好。“如果没有将开关精确调节好，

它们经常会很快损坏。”  WEIMA集团的销售经理

Jorg Topfer在谈到接近开关的问题时这样说道。

位于德国Ilsfeld的Weima Maschinenbau GmbH公司主要生产压块机和

粉碎机。以前的产品使用接近开关来检测压杆、挤压机构和预压缩机的位

置。为了缩短生产和维修时间，WEIMA现在正在将这种复杂的设计替换为

来自图尔克的LI-Q25电感式直线位移传感器。客户可以从设备的可视化和

远程控制能力中获益。

  快速阅读

压块机不只生产

150 x 60 mm的

成型块，也能生

产大尺寸成型块



装配工现在只需将直线位移传感器固定到双挤

压机构的液压缸上、并将传感器中带导轨的定位元

件连接到液压活塞上即可。然后电气工程人员就可

以通过PLC对传感器自动进行示教。PLC会使其运动

到挤压机构的“最左位置”和“最右位置”并将直

线位移传感器的对应测量值记录下来作为开关点使

用。WEIMA的专家对传感器进行编程就像使用一个

开关一样方便。PLC会计算4到20 mA的模拟信号值

（该模拟信号仅与双挤压机构的两个位置有关）并

将其用于显示。

压杆的位置检测

为了检测挤压位置，WEIMA现在使用了一个

LI-Q25直线位移传感器代替之前的两个接近开关来

检测挤压活塞（压杆）的开始和结束位置。WEIMA

将位移传感器安装在液压缸上，并将定位元件连接

到挤压活塞上。安装和校准与在双挤压机构上安装

传感器时一样简单。PLC会自动对其进行校准。

WEIMA负责电气工程和控制柜建造的Thomas 

Steiner解释了新方案的好处：“我们没有再遇到设置

方面的问题。以前我必须将接近开关移动到预定位

置，然后移动传感器直到采集到输入信号为止。而现

在我只需要移动到一个位置，记下测量值并将其定义

为反向还是正向即可。即使传感器安装出现5毫米的

误差也没关系，因为之后还要进一步校准。” 

与磁致伸缩传感器相比，采用图尔克电感谐振

电路测量原理进行位置检测的一个主要好处在于电

感式系统不需要使用磁体。它主要是基于一个由定

位元件（谐振器）和传感器的线圈系统组成的振荡

电路，因此不易受到磁场或金属环境的影响。除了

抗干扰性以外，该测量系统还为WEIMA带来了许多

其它好处，比如该公司也涉足金属屑压块机市场，

而使用电感式测量系统可以保证金属屑和粉尘不会

堵塞定位元件。

使用直线位移传感器代替滚珠链条

第三个直线位移传感器用于检测位于实际挤压

室上方的预压缩机位置。预压缩机会以较小的压力

将碎屑压实，从而避免碎屑失控而进入挤压室。预

压缩机对进入挤压室的挤压原料进行测量，并且需

要连续不断地得到原料的当前运动位置信息。在挤

压模式下，预压缩机可以提供规定量的木屑。在长

紧凑型TH 1500 M
压块机可以使用叉

车进行提升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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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而且需要大量的安装和校准工作。

在此应用中，由于不仅需要开关信息还需要精

确的位置信息，因此电感式直线位移传感器可以充

分发挥优势。其设置方式与上文所述两种情况完全

一样，可以通过PLC的示教程序来实现。 

Steiner还特别强调了在显示器上将整个挤压操

作可视化的价值：“可视化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

要。此前我们只能在屏幕上概略显示运动行程。而

现在用户可以在显示器上逐个地对整个挤压操作进

行跟踪和设置。如果设备停在了难以触及的位置，

可以从控制柜对所有参数进行设置，而之前这些都

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

图尔克直线位移传感器的竞争优势

销售经理Topfer从自身的角度解释了直线位移传

感器带来的好处：“图尔克的技术使我们比竞争对手

领先一步。我们的竞争对手以前并未使用直线位移传

感器，而是使用限位开关和接近开关。而这在生产和

检修过程中所耗费的工作量要比我们大得多。这也意

味着客户可以通过我们的检修操作获得更低的维护成

本。我们使用图尔克的技术对设备进一步进行了真正

的开发，而不只是对其进行升级。可视化和远程控制

能力为客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附加值。”

Töpfer承认新方案的价格稍高于接近开关方案，

但是他马上补充说这部分增加的成本实际上被原先方

案中其他地方所带来的成本（例如生产和检修）所抵

消。公司的授权代理商都十分清楚：你不可能仅仅通

过比较两个组件的标价就做出合理的成本预算。在做

出决定时必须要考虑完整的解决方案以及在产品整个

寿命周期中对全部成本的影响。“最终价格还是令人

满意的。”Topfer总结道。  

度模式下，它会逐渐添加木屑直到达到规定的木块

标准长度为止。

到目前为止，WEIMA的技术人员一直在使用他们

自主设计的一套直线位移检测系统。一个接近开关通

过扫描汽缸上的滚珠链条来确定活塞的位置。链条由

交替放置的金属和非金属滚珠组成。当活塞运动时，

接近开关检测到链条通过时所产生的开关脉冲，PLC

对这些脉冲进行计数以确定出运动距离。该设计并不

预压缩机上LI传感器的模拟信号可以直接显示在控

制面板上

电感式定位元件在沿着LI-Q25的导轨上可靠运动

“我们使用图尔

克的技术对设备

进一步进行了真

正的开发，而不

只是对其进行升

级。可视化和远

程控制能力为客

户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附加值。 ”Jörg Töpfer,
Weima



在
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对业主还是设备

供应商来说，游乐园这种场所的抗危

机能力都很强。“尤其是在旺季，进

入游乐园的游客数量大大增加，并且持续如此。”

游乐设备制造商德国Zierer Karussell- und Spezialma-

Flying Fish旋转木马
Zierer使用了带IO-Link接口的图尔克电感式直线位移传感器

schinenbau GmbH公司的总经理Wolfgang Brück解释

道。“游乐场业主需要定期进行投资以提供具有吸

引力的新设施，因此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Zierer也能

处于良好的市场位置。在需求方面我们一直处于并

将持续保持良好的态势。”

在Flying Fish旋转木马

中，Zierer使用图尔克

电感式直线位移传感器

对贡多拉金属臂位置 
进行可靠检测

User www.zierer.com

作者 

网页代码 | more11251e

Achim Webers
图尔克德国公司

销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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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于1930年在Lower Bavaria的Deggendorf

成立，是家庭游乐园游乐设施的领先供应商。全球

范围内的游乐园和游乐场运营商都熟悉并青睐Zie-

rer的游乐园游乐设施，因为这些产品具有高质量

的工艺、高安全标准以及较低的维护要求。因此，

迪斯尼乐园、奥兰多环球影城、哥本哈根帝沃利公

园、Busch娱乐公司、Movie Park电影公园、韩国

Everland爱宝乐园以及许多其他世界知名游乐园都

是该公司的客户。 

在Flying Fish旋转木马中，Zierer公司以前使用

接近开关来测量贡多拉金属臂的水平位置。但12

个液压缸中每一个都需要使用5个传感器，从而使

得安装、校准以及集成到控制系统中的工作非常复

杂，尤其是还只能得到近似的高度测量值。Zierer

现在首次采用了来自图尔克的电感式直线位移传感

器。这些传感器可以提供模拟量信号，并且可以使

用PLC通过IO-Link对其进行参数设置。

  快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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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水流。安全性不应因为乘客的控制而变差，因

此必须对金属臂的运动进行精确测量并在液压系统

的顶部和底部对其进行缓冲。否则贡多拉在运动到

终点时会产生颠簸，这会影响乘客的体验。

为确定臂的水平位置，Zierer以前在每个液压缸

上使用了5个传感器。虽然可以保证安全的运行，但

是这些传感器的安装和调节相对而言非常复杂。只有

在安装传感器的5个关键点上（而不是在任意时刻）

才能精确确定贡多拉的位置，这也是设计者寻求替代

性的检测方法的重要原因。“这中间的区域是一个无

人区，”项目经理Klaus Gack说道。“控制器并不知

道是否能够向上或向下快速运动，因为它不知道贡多

拉距离运动终点到底是5厘米还是150厘米。” 

替代性的直线位移传感器

2011年10月，Zierer提出了一个采用直线位移

检测的解决方案。Zierer正在寻找一种能够测量总长

从规划、设计到生产、售后服务，Zierer公司是

各种露天游乐机械建造服务的单源供应商。所有游

乐设施都是根据客户要求设计和定做的。只有技术

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提前确定的。

保证娱乐时的最佳安全

游乐设施不仅要为顾客带来快乐，还必须保证

安全。该领域的要求通常要比传统工业设备的要求

更高。“毕竟，这最终都将牵涉到游客的生命安

全，”Brück指出。Flying Fish旋转木马是Zierer提供的

典型产品之一。乘坐这种旋转木马时，乘客坐在12个

鱼形贡多拉中。固定在金属臂上的贡多拉绕着木马的

中心旋转。星形布置的12个鱼形贡多拉可以通过液压

控制在金属臂上上下运动。可以使用一个操纵杆控制

飞鱼的水平运动，这一点最讨乘客的欢心。

Zierer还提供了一种带喷水的Flying Fish设备，

这样游客要想在乘坐过程中保持干爽就必须躲避喷

“ LI传感器不仅

节 省 了 投 资 成

本，还提高了游

乐 设 施 的 可 用

性，并有助于增

强运行安全。”Wolfgang Brück,
Zierer

与之前必须在每个液压缸上使用5个接近开关不同，现在使用了来自图尔克的1000 mm直线位移传感器来检

测金属臂的精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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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传感器具有很短的

盲区、IP67防护等级

和非接触电感式定位

元件，因此是露天游

乐机械所需要的坚固

耐用应用的理想选择

Zierer电气工程专

家Matthias Nie-
dermeier通过IO-
Link接口很方便地

对LI传感器进行了

参数化，并且还可

以将所有错误信号

传输到PLC上

1000毫米的液压缸行程的直线位移传感器。除了测

试其他几家生产商的传感器以外，Zierer项目组也测

试了来自图尔克的LI-Q25电感式直线位移传感器。

该传感器采用谐振电路测量原理，可提供高精度和

抗干扰能力。与磁致伸缩传感器不同，该传感器是

采用电感谐振电路（例如由一个电容和一个线圈组

成的振荡系统）而非磁定位元件来对位置进行检测

的。磁性或金属环境、偏移或振动都不会影响这些

电感式位移传感器的精确测量功能。 

由于感应电子电路板被集成在传感器的整个长

度范围内，因此LI-Q25的盲区非常短。该系统目前

在市场同类产品中是独一无二的。Zierer对于图尔克

传感器的测试结果印象深刻。即使在快速运动并且

在产生离心力的情况下，传感器也能通过4...20mA

的模拟量信号提供定位元件的精确位置。项目经理

Klaus Gack对于测试结果非常满意，他总结道：“对

于我们来说，所有组件在运行过程中的质量和可靠

性是非常重要的。图尔克的直线位移传感器看起来

用在这儿是正确的选择。”

通过IO-Link进行参数设置

虽然之前的测试结果不错，但是还有两个其它要

求也必须弄清楚：出于安全考虑，Zierer还想要对定位

元件的任何故障予以指示。虽然传感器上的一个LED

指示灯可以指示定位元件是否位于测量范围之外，但

是电气设计负责人Matthias Niedermeier想要将此信号

输出到控制器上。借助其可通过IO-Link进行参数设置

的能力，LI传感器可轻松满足此项要求。IO-Link接口

允许用户从控制器定义测量范围、转化输出信号或者

只是简单地输出特殊信号 (例如故障信号)。Niedermei-

er对传感器进行了参数设置，从而使得“定位元件丢

失”信号可以通过IO-Link通道单独输出，就像所有其

他错误信息一样。控制器会识别出这种特殊状态，并

根据所存储的安全子程序关闭旋转木马。

Zierer还有另一个关于MTBF（平均故障间隔时

间）值的要求，该值提供了设备发生故障的概率信

息。该值是按40℃下运行时进行计算的。按照SN 

29500（99版）指令进行分析后发现，LI传感器可以

连续无故障运行138年。这样的故障概率深深打动

了项目组中的所有成员。总经理Brück也对其质量印

象深刻：“该传感器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节省投资成

本，还能提高游乐设施的可用性，并有助于实现更

高的运行安全。”

最终测试

Zierer目前正在为维也纳附近Lake Neusiedl的一

家游乐园建造第一个采用12个LI传感器的Flying Fish

旋转木马。“通过这个项目图尔克可以展示其传感

器技术的耐用性和可靠性。”Brück说。如果传感器

能在连续运行中得到证明，Zierer将把它用作其他设

施中的标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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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们常说自信是任何计划成功执行的关

键。这个关键因素是无法伪造或者假

装相信的。您对自己的产品要么有自

信，要么就没有自信。这种对于自信的想法也正是

建造未来
图尔克现场总线和连接技术为Stonemaker的移动式石料生产机械提供支持

Stonemaker的发明者Gary Troke所熟悉的。最初的个

人项目现在已经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创新理念，并将

改变全世界人们的建筑方式。采用这种突破性的新

技术可以将一台机械变成一个便携式石料制造厂，

Stonemaker公司的

DM-185是全球第一台也

是唯一一台移动式混凝土

和石料制造设备

作者 

网页代码 | more11252e

Paul Gilbertson
图尔克美国公司

技术沟通专员

User www.stonemaker.com   Integrators www.internationalhydraulics.com   www.hilco-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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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人们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建造一座城市（从地

基砌块直到屋顶的瓦片）。

创新理念

Stonemaker建立在一个简单而且尚不完善的理

念之上。那就是能不能建造一台机器，这台机器能

够保证您随时随地使用周围的原料、混凝土和机械

柴油燃料来建造混凝土砌块。带着这个想法，Troke

开始着手建造第一台Stonemaker机器。他所建造的

第一台机器仅仅能够正常工作。但是要想以他所设

想的方式投入使用，这台机器还远未具备足够的多

功能性。该机器使用了手动开关、继电器和按钮来

运行，这大大阻碍了它在现实世界中的潜在应用。

Stonemaker是一台可用作便携式全功能石材制品厂的机器。通过在机

器中集成图尔克的产品（尤其是即插即用接口产品）可以使其运行更加灵

活，而且可以在全球各地任何现场进行装配。

 快速阅读

Stonemaker使用

湿拌混凝土每小时

最多可生产240 sq/
ft（平方英尺）或

5 cu/yd（立方码）

的石块



一起设计出了一套使生产过程完全自动化的方案。

通过与International Hydraulics以及图尔克公司的合

作，该机器已经发展为一台真正能够在全球任何地

方生产混凝土骨料的便携式多功能机器，可以使用

几乎任何东西来生产坚固耐用的建筑砌块。在参与

到该项目之后，这个三人小组发现除了仅仅使生产

过程自动化以外，还可以在许多方面使用图尔克的

产品来改进并精简机器的运行。

该机器目前采用了可以通过CoDeSys进行编程

寻求帮助

在与该机器的手动生产方式进行了长期斗争之

后，Troke接受了在机器电气部件领域的亲密合作伙

伴（来自International Hydraulics公司的Terry Kelly）

的建议。Troke之前仅和Terry开展合作，而Terry建议

并带来了图尔克代理商Hilco Inc.公司的Scott Price，

一起探讨图尔克的产品能为他的发明带来哪些潜在

改进。Scott Price与他的同伴Hilco公司应用工程师

Bob Dodrill以及图尔克网络应用专家Anthony Molnar

Stonemaker
研发团队 (从左到右)：

Stonemaker公司的

Gary Troke、Hilco
公司的Scott 

Price、International 
Hydraulics公司的Terry 

Kelly以及图尔克公司

的Anthony Molnar

新的控制面板可以对机器的运行进行集中控制 图尔克带以太网网关的BL20 I/O系统简化了现场的

装配和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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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从15秒缩短至11秒。

前景广阔

Stonemaker的潜在应用机会包括非洲甚至海

地。“真正令人兴奋的潜在应用是在海地，在那

里可以使用现有原料和地震造成的瓦砾以制成重

建所需的混凝土砌块，实际上实现了对瓦砾回收和

重复利用。”Stonemaker目前刚刚进入市场引入

期，而且已经在北美洲和非洲获得了一些订单。此

外，Stonemaker马上就要加速将他们的机器引进南

美洲和中美洲，因为那里已经对他们的产品显示出

了极大的兴趣。美国军方也就一份关于采购机器的

合同与Stonemaker公司进行了接洽。为满足市场需

求，Stonemaker已经着手在弗吉尼亚州的Roanoke

开办一家制造厂。

结论

由于Stonemaker的机器在全球范围内销售和使

用，因此在发售时要求用户只能在能够确保产品可

靠性的地方使用图尔克的部件。Troke说道，“由于

要在遥远的地方使用机器，因此机器和组件的完整

性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得多。如果在遥远的地方有

些零部件损坏了的话，是无法对其进行维修的，因

此产品能够在恶劣环境中正常、持续使用，这一点

非常关键。您每次按下按钮，都清楚地知道将会发

生什么。这样才会使您真正充满信心。” 

的BL20模块化可编程网关，从而提供了最适合该机

器的多功能性。它还使用了移动设备传感器以及一

个连接到压缩头的变送器，以监测施加在原料上的

压力大小，从而在将原料加工成预期结构时确保其

满足当地建筑标准。

即插即用

在整个改造过程中所发现的最大优势也许就是

图尔克能够提供完全“即插即用”的接口解决方

案，从而为整个机器带来模块化能力。正如该机

器的所有者Gary Troke所说：“事实表明，接口是

该应用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图尔克的接口技术方

案，我们就不可能将这些机器销售到世界各地，并

且对其到达目的地后按照预期功能正常工作充满信

心。”Stonemaker的机器都是在他们位于加拿大

的制造厂中生产、拆解后运送至世界各地，然后重

新装配。

由于定制面板可以建立所有连接，机器的重新

装配过程非常简单、迅速，并且无需电气专业技术

人员对设备进行接线。总的来说，数字化的图尔克

解决方案使得机器生产效率更高而且更加可靠。图

尔克公司的Anthony Molanr通过精巧的编程使得机

器的电气结构消除了过程中的停顿（机器停顿需

要使用多个模具），从而使得机器只需要使用一个

模具而不是循环使用数百个模具。通过上述编程设

计，还可以使最终产品的生产更加连贯，并将循环

“如果没有图尔

克的接口技术方

案，我们就不可

能将这些机器销

售到世界各地，

并且对其到达目

的地后按照预期

功能正常工作充

满信心。”Gary Troke,
Stonemaker

Stonemaker公司的
DM-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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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背景

汽车工业是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体现，也是技

术力量的体现。客户作为是国家定点的乘用车大型

生产企业之一，多年来一直走在新技术的前沿。基

地为实现年产30万辆乘用车目标，新建了第三期工

厂。其中第三期的涂装车间，项目投资3.28亿元， 

涂装车间设计双班年产汽车15万辆。第三期项目

主要包含涂装车间、焊装车间、冲压车间、总装车

间，动力总成车间等。

第三期项目的建成将让公司实现年产销30万辆

整车，30万台发动机，年工业产值达200亿元的目

标，形成强大的汽车产业集群，整个上下游产业链

的规模化优势得以扩大，将助于做强当地的汽车产

30 应用_现场总线

性能强悍出众
体积轻薄短小
BLCompact产品在涂装车间的应用

业，使其成为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的最重要的力量。

客户需求

汽车车身在经过冲压成型和焊接后，进入涂装

车间，在涂装车间中的高温高压的环境将清洗掉车

体表面的油污，通过电泳，磷化完成表面处理，经

由底漆，面漆，流平，烘干系统等工艺流程完成一

部车身的喷涂。喷涂工艺对工作环境的要求近乎苛

刻，大量自动化工位以及高强度连续性的工艺特点

导致喷涂车间的自动化水平非常高。在喷涂车间，

包括各种专业工艺设备、涂装机器人以及车身输送

系统等，都需要灵活集成并处在稳定，高效的满负

荷工作状态。 

Integrator www.ty-industries.com

车体滚床输送

李涛
图尔克中国公司

产品经理

作者 

输送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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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喷涂车间来说，车间内的自动化系统都需

要具有平台的标准行和开放性，标准开放的现场总线

工业通讯网络成为项目成功的关键，总线系统的安装

设置将直接反应出该车间的自动化水平的高低。

喷涂车间的输送系统是非常关键的车间自动化基

础部分，关系到整个喷涂车间内的生产效率，工艺状

态和车辆的喷涂质量。在新的第三期涂装车间中，全

线工件输送系统采用地面滑橇的机械化输送方式，每

个滑撬中会有多个到位检测信号和电机控制信号，IO

分布多而离散如果采用IO集中的总线系统，成本比较

高，并且不适合及时处理故障问题，而现场安装又需

要考虑现场的电磁干扰和安装体积。

Turck解决方案

图尔克的最新BLCompact总线产品提供给客户

完美的解决方案，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在整个喷

涂系统中，TURCK BLCompact现场总线产品直接安

装在现场车身输送控制电机附近，用于控制电机

的启停和正反转从而实现车身输送的控制。图尔

克提供的BLCDN-4M12S-8DI-PD（接收8点开关量输

入信号）和BLCDN-8M12LT-8DI-P-8DI-P（接收16点

开关量输入信号）构成整个涂装车间总线系统的主

干。BLCompact采用环氧树脂封装技术，IP69K防护

等级的坚固外壳以及其本身的高品质抗干扰性能完

全满足现场单元层的控制需要。此外，通过 TURCK

标准接插件实现电源、现场总线通讯和输入/ 输出

信号的可靠快速的安装连接以及快速更换。

TURCK的接近开关传感器也广泛应用于车身输

送系统的位置监测。其超远检测距离、全金属检测

特性、显著的抗干扰性和抗腐蚀性完全满足现场的

工艺要求和恶劣的应用环境。

此为，BLCDN-8M12LT-8DI-P-8DI-P是图尔克客户

定制化服务产品，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定制了该型

号产品，最大限度上满足客户的安装，性能，成本等

等方面的要求。由此构成了图尔克新总线模块BLC系

列产品配合图尔克接近开关，接插件系统的完整解决

方案。给客户的使用和维护带来极大快捷，方便性。

Turck总线为客户带来了便利

BLCompact作为Turck总线系统的一个新产品分

支，对汽车行业喷涂车间安全，快速，准确，易维

护的要求，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

第一，全系列模块的客户定制化服务，满足需求

的多样性,节约成本。

第二，最小71 X 93 X 32.5cm的体积，能更好的安

装在狭窄的位置。

第三，-40℃——+85℃的温度范围，更能适应多

样的工业现场。

第四，全面的诊断功能和LED指示功能，提高设

备的稳定性。

第五，高达IP69K的高防护等级，

能够因对各种恶劣环境的挑战.

第六，标准总线协议的支持，覆

盖Profibus-DP、DeviceNet、EtherNet-

IP、Modbus-TCP、CanOpen等协议。

第七，丰富多样的信号接口类型

包括了工业自动化的全部信号类型。

作为图尔克的长期合作伙伴，图

尔克将一直为其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优

良的产品，其中BLCompact总线产品

在该客户的第三期项目中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并得到客户的好评和肯定。 

提升机控制系统 输送转台

为应对汽车涂装车间的使用环境要求和节约成本的需求，图尔克公司

的BLCompact产品方案完美的满足了客户的高防护需求，尤其是定制化的

方案更是大大优化了客户的设计成本，提高了工程调试进度。

 快速阅读



接口技术 2.0
背板式接口模块 (IMB) 的高密度通道确保控制柜中的空间充裕

性，背板式接口模块 (IMB) 使控制柜的灵活性提升

至一个全新水平。得益于其与DIN导轨安装相比的

每通道低价，易操作的背板式接口模块点对点解决

方案同时适用于有几百个输入输出的完全扩展控制

柜和只有少数I/O的简单应用场合。

工程支出最小化

该站点的主要好处在于因为背板联合了整个连

接等级，通过简单插入接口卡即可实现I/O通道的电

隔离。对于所有接口级别而言，无论是维护还是计

图
尔克的背板式接口模块 (IMB) 将强大且

极紧凑的I/O解决方案添加到其全面的产

品组合中。面积仅175 x 210 mm的背板

为8个接口模块提供空间，根据用户需求可以提供

32个数字量或16个模拟量输入/输出。这使用户能根

据不同应用实现具有多达1152通道的超高密度通道

的控制柜。

新型模块架具有许多智能功能：与霍尼韦尔

C300、艾默生DeltaV和横河Centum过程控制系统

连接的标准化模拟和数字系统、冗余电源和高耐热

网页代码 | more11270e

Klaus Ebinger
图尔克德国公司

接口技术和
流体传感器部

产品经理

作者 

伴随接口模块背板的  
出现，图尔克开创了 

新一代接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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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扩展，均极大减少了工程量。方便接触的螺纹或

弹簧终端连接，以及彩色编码和空间分离的系统连

接，有效防止了连接错误。此外，系统还提供方便

的“热插拔”功能。

系统连接的引脚分配直接与相关过程控制系统

适配，因而用户不再需要特殊连接模块，可替代使

用廉价的现成1:1预制电缆——在电子元器件的供

电，以及接口等级的安装和维护成本方面带来极大

好处。

板上的安全性

背板是整个I/O解决方案的跳线等级，且是完全

的无源器件。不同于类似系统，它的硬件不包括在

故障时会关闭整个隔离级别的有源器件。由于每个

接口卡均有单独保护，即使个别通道失效，也确保

了隔离级别的有效性。图尔克的背板式接口模块还

为控制系统的连接等级提供了简单的冗余理念。传

统的点对点布线只允许通过输入信号加倍来补偿破

损连接，然而过程控制系统I/O卡的冗余接线端子允

许对电子设备和布线实施单独的安全理念。

工厂的能源需求、接口级别乃至整个工厂的可

用性日益成为经营者考虑的重要因素。过程的效率

最终取决于总体拥有成本，4-20 mA变送器供电回

路的能源需求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现在图尔克的

研发人员已能在不减少电力的情况下降低隔离传感

器 (AIA) 的能源消耗。模拟量输入/输出卡的供电回

路也是高能效的。

直至现场级的透明度

双通道模拟量输入/输出接口卡和有效隔离变送

器都是HART兼容的。在模拟量信号上调制的HART

信号使得可直接从现场设备级获取附加信息。使用

所谓的DTM特殊设备驱动，用户可在单一的厂商中

立的工程工具（如免费的PACTware配置工具）的

支持下，对使用中的温度测 量放大器和隔离级别

以下的现场仪表进行参

数化。只需点击几下鼠

标，无需考虑总线协

议，参数化工具即可确

保DTM的简单、用户友

好型管理，功能和设置

的可视化，以及连接设

备的参数化。

接口卡还提供诊断

指示灯来指示相关运行

状态。多达四个双色指

示灯（数字量输入 /输

出卡）用黄色指示监

控输出的开关状态。激

活输入电路的监控后，

若输入电路发生故障，

适当的指示灯将变为红

色，且相应的输出继电

器和报警继电器动作。

因此接口卡可直接在控制

柜中的设备上监控I/O级的

运行。

高温规格

正如DIN导轨接口设备，背板式接口模块接口卡

也由于其高温规格而引人瞩目。工作温度范围在-20

至+70℃的背板与卡适配，也适合安装在非温度控制

柜，或接触更多来自风扇的热空气的控制柜上部区

域。无源背板的设计确保高效散热，无论设备是水

平还是垂直排列。这样做不仅增加了IMB操作的灵活

性，同时也延长了其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MTBF)，从

而增强了可靠性。

结论

通过背板式接口模块 (IMB) 和相关的有多达32

个数字量或16个模拟量I/O通道的二和四通道接口

卡，图尔克可在控制柜中实现DIN导轨接口中不可

能达到的通道密度。特别是在涉及几千个I/O通道的

加工厂，紧凑型的背板解决方案有很大益处。 

图尔克接口模块背板在最小的空间里结合了多

达32个电隔离的I/O通道和冗余电源，从而为控制柜

节省了更多空间。HART兼容模拟卡和通过DTM参数

化的温度测量放大器可作为I/O解决方案的补充，从

而为现场设备和过程控制系统间提供无缝理念。

 快速阅读

接口模块背板尤其适用于高密度

通道的装置，是传统接口解决方

案的绝佳替代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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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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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4. – 27.04.2012 Hannover Messe Hanover, Germany

14.05. – 18.05.2012 Technical Fair (UFI) Belgrade, Serbia 

22.05. – 24.05.2012 SPS/IPC/Drives Italia Parma, Italy

04.06. – 07.06.2012 Eliaden Lillestrøm, Norway

18.06. – 22.06.2012 Achema Frankfurt, Germany

24.06. – 26.06.2012 DCS Miskolc-Lillafüred, Hungary

26.06. – 29.06.2012 Expo Pack Mexico City, Mexico

09.10. – 12.10.2012 Vienna-Tec Vienna, Austria

09.10. – 12.10.2012 EloSys Trencin, Slovakia

06.11. – 08.11.2012 ISA São Paulo , Brazil

06.11. - 10.11.2012 Industrial Automation Show Shanghai, P.R.China

27.11. – 29.11.2012 SPS/IPC/Drives Nuremberg,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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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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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