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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工业市场出现了这样一个逐渐兴起的趋势，那就是：在工业产品的市场竞争中，

厂商不再仅仅依靠产品和技术的更新换代来吸引用户，他们会更加重视向用户传达植

根于这些产品之中的理念，从根本上强调自己的产品针对当前用户需求所显示出的合

理性。在此之前，厂商从专注产品性能、价格，发展到重视新理念的传递和推广，一度是大众消

费类市场特有的典型趋势。

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苹果，当其他厂商都在忙着迎合用户的琐碎需求时，苹果却旗帜鲜明

地站出来，用凝聚着创新理念的产品反过来告诉用户，什么才是在下一个时期内能够真正满足用户需求

的手机产品。苹果公司在商业上获得的巨大成功，很好地说明了：成功的理念引导是产品最好的敲门砖。

今天的工业市场，尤其是中国的工业市场，正面临着产业升级、模式变革的巨大挑战。这种时候，

恰恰是一些新的理念迅速扩大其影响的最好时机。问题变了，看问题的视野和角度就要跟着变，而决

定视野和角度的，恰恰是工业用户的理念。

比如，以前工业用户针对设备采购做选择时，比价格一定是首要因素。当然，作为现代企业的

营运参与者，对经济因素的考量是理所应当的，关键问题是：采购价格的低廉是否一定代表着经济收

益的最优化呢？

如果从设备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考量，答案就不一定是肯定的，甚至往往是否定的。比如，对

于很多能源消耗集中、使用强度大的设备而言，用不了几年，在其身上产生的能源成本和维护保养成

本就会超出当初一次性产生的采购成本，而随着服役年限的继续增加和能源、维护成本的缓慢增长，

这种变化就更为明显。

如果能够从这种角度出发去审视设备的经济性，用户在对一个低价格、高耗能的产品和一个高

价格、低能耗的产品进行选择时，就会理性得多。我们不希望用户盲目地选择高价或者低价的产品，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结合自身情况进行理由充分的计算，然后做出最优的选择。选择产品的标准有了变

化，这就是一种理念能够带来的影响。

再比如，很多企业一度将服务看作是工业产品的附属品，服务的优劣也完全取决于服务人员的

个人素质和主观能动性。尤其对于很多国内品牌的服务工程师，常常能看到他们为了实施服务披星戴

月、长途奔袭，以此换来了企业的声誉和好评。

这种精神固然值得肯定，但当服务于一些高度定制化的产品领域时，凭借个人能力是否能够应

对日益多样化的问题？当企业扩展市场区域时，如何保证新加入的服务人员也能够较好地实施服务？

跨区域的远程应用越来越常见，有限的服务人员如何应对这些需求？解答这些问题，同样也需要企业

换一种理念，而不是简单地追加有可能并不解决核心问题的投资。

当前，不少企业就开始践行“服务与产品深度融合，服务与研发制造流程深度融合”等理念。

这些企业有的从先进的信息化服务管理解决方案中寻找答案，将服务打造成一套深度结合研发制造等

环节技术资源的标准化体系；有的则利用远程监测、趋势预测等先进的技术来弥补服务手段的不足，

而不是靠简单地增加服务网点和人员来堆砌服务质量。这也是一种理念带来的改观。

所以，在本期《工厂工程中文版》杂志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行业知名厂商的决策者带来的转变。

相对于大力推广产品，他们更看重理念的清晰阐述，因为他们明白，理念的转变恰恰最能够深度影响

用户的决策，而产品则是践行这些理念的途径和工具，在当前市场环境快速变化的大背景下，两者的

关系已经是相辅相成、无法分割的了。

理念引导市场进化

编辑寄语

pLaNt ENgINEErINg china
《工厂工程中文版》主编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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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个是

假冒产品？
假冒产品不仅会对公司的经济利润和声誉产生负面影响，还会影响公共安全。

假冒的电气产品可以引起过热或短路，导致火灾、电流冲击甚至爆炸等事故，

进而严重威胁到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并造成极大的财产损失。

PE视点

p6  面向未来的工厂网络

p8  服务：改变制造业的未来

p11  阿特拉斯科普柯：先进理念促市场变革

p12  罗克韦尔自动化：“互联企业”当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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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解决方案

p24 用数字指导电机的维修和更换

 如果根据这一算式得到的维修/ 更换决策系数正好处于临界值附近，那

么 更换这台电机将成为更明智的选择，因为随着能源成本的上升，

新电机带来的高效率无疑有着重要的价值。

p27 通往可靠性之路

 IBE 团队不仅提供了电气和输电设备的准确数量，还获取了详细的铭牌

信息、应用程序信息以及工厂地理信息。

 增材制造

p29 应用于液压夹具的增材制造技术

 增材制造或3D 打印是逐次逐层向上堆叠材料，这与传统加工过程中的

减材制造有着显著的不同。

 自动化解决方案

p30 减少工厂能源消耗的五个途径

 你要做的不仅仅是应对报警通知，还要越过这些报警信号去管理、分

析和追踪电气设备的可用性和使用情况。这样，你才能对工厂的能源

情况进行积极的、预测性的管理。

 机械解决方案

p32 考量所有因素：活塞式和回转式压缩机的选择

 有很多种可行的技术都可以用来实现对空气的压缩，关键是要确定哪

一种类型的压缩机能够最有效地满足你的气体需求。

 用户心得

p34 基于石油化工炼油行业的数字化移交方法（上）

 为了理想化的数字化移交，需要保持工程数据的一致性、准确性、完

整性和关联性，详细规划数字化移交的总体目标，阶段性目标和分阶

段实施移交的计划。

新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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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ility and usage. So you can proactively and predictively manage energy in 

your 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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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面向未来的工厂网络
——高效安全，体验卓越

pEC主编 乔灿

近
年来，信息的采集、传输与交

换在工业领域中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这已经成为了一

个显著的事实。

随着应用需求的不断变化，工业网

络技术不但要满足传统的要求，更要能

面对未来的种种挑战。可喜的是，当前

一些新的技术趋势，正使工业通讯领域

的革新速度不断刷新，也为用户们不断

创造着更加卓越的体验。

从孤立环节到有机整体
一个企业的管控在工业通讯投资上

做出的每个选择，都有可能从现在起成

为影响其工厂持续获得竞争力的关键因

素。尤其是在企业纷纷转型升级，寻求

高效生产、智能管控的今天，这样的表

述一点也不夸张。让自己的生产制造过

程从一个个孤立的环节转变为可追溯、

互相关联的有机整体，正成为决胜市场

的新钥匙。

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用户的关注点

正在发生变化：他们关注的不再是单个

的产品，而是一个具有强大数据采集、

传输、整合能力的工业通讯系统。这样

的工业通讯系统离我们并不遥远。

例如，今天在很多工厂里，一种涵

盖了 RFID 和读码系统等方式的识别系

统技术正在越来越多地发挥出作用。而

识别系统与工业通讯系统要实现良好的

商用环境相比，工业应用场合的条件要复

杂、恶劣得多。很多在办公楼里正常运行

的商用级设备，放在工业现场后，其可靠

性简直不堪一击。

所幸的是，面对这些挑战，Wi-Fi 的

802.11n 标准的推出已经解决了很多实质

性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它让 Wi-Fi 这项

技术本身更加适用于工业应用场合。比如

程�就谈到，利用 802.11n 的多入多出技

术（MIMO），使得在网络的发送段和接

收端都采用多重天线。表面上看，采用 3

个天线只是天线数量的增加，但实际上，

经过处理的数据通过多组天线分别传输，

并由接收端的多组天线作相应的接收，再

由软件通过信号处理算法对接收的信息进

行解析，这种新的机制将大大提升无线网

络传输数据的稳定可靠。

另一方面，由西门子开发的“工业

点协调功能”iPCF 允许用户快速漫游，

这对于很多需要在大区域范围内移动的设

备非常有意义。快速漫游是指客户端从一

个无线区域快速切换到另一个无线区域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客户端的退出和重

新登录可以以非常快的速度实现，可以满

足通讯的实时性要求。

以前，这样的切换往往需要几百毫

秒，对于一个正用无线网络看电影的普通

用户而言，这点时间延迟并不易被察觉，

但对工业用户而言，这个时间却显得太长

了。现在西门子的这种 iPCF 功能把这个

inFOCUS

西门子专用快速剥线钳可以为用户带

来良好的工程体验

衔接，才能最大地发挥出作用。借助

于这样的识别系统，用户企业能够实

现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对产品各项信息

的追溯。

据负责西门子工业通讯与工业识

别的部门经理程�介绍，西门子包括

RFID 和读码等方式在内的识别系统和

工业通讯系统可以快捷、轻松地集成

到用户的自动化和 IT 环境中，并且提

供一系列技术应用程序，让上文中提

到的愿景得以轻松成为现实。

802.11n 带来更高可靠性
但是，这种“从孤立环节到有机

整体”的愿景，既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

惊喜，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严峻的考验。

人们不仅希望享受生产的高效率和先

进性，也不得不对其可靠性、安全性

等问题作出考量。在工业领域，这是

一些无法被绕过的门槛。

可靠性问题之所以受到工业用户

如此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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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缩短到了 50 毫秒之内，完全满足了

工业用户的需求。另外西门子的设备在开

启 iHOP 模式后对于一些环境复杂、无线

信号受到污染的信道，还可以自动跳转到

干净的信道，使信息传输的可靠性得到进

一步加强。

而西门子独特的漏波电缆技术能够

为沿轨道运行的设备提供稳定的无线信号

传输环境，很好的避免了转弯处易形成通

讯死角和不同系统间相互干扰的问题，为

AGV 的稳定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透视安全之镜
除了可靠性之外，工业安全也始终是

生产的基本刚性要求。以前，一谈到工业

安全，很多人会马上想到故障安全（功能

安全），而当前工业网络的快速发展，则

使得工业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使

工业安全形成了涵盖故障安全与信息安全

的“大安全”概念。在这种跨越多层次、

多角度的“大安全”概念里，工业通讯技

术也扮演着多元而关键的角色。

比如，对于人们一直重视的故障安全

领域，工业通讯技术就能够提供很好的支

持。PROFIsafe 安全行规在故障安全中的

应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西门子推出的

安全通讯协议 PROFIsafe 使标准设备和安

全设备能同时共用一条通讯链路，安全通

讯不通过冗余电缆来实现。这样的特点和

其开放架构的特性可以使用户得到成本的

降低，并有利于未来对系统的改造。

而工业信息安全的问题，在近年来则

体现得更为突出。尤其是在倡导“两化融

合”的今天，很多企业面临着业务数据与

控制数据的整合。在这一过程中，工业以

太网的深化应用的确提升了不少效率，但

其“一网到底”的开放特性也使其受到攻

击的几率大大增加。

面对这一问题，很多厂商正在采

取高度重视的防范和研发策略进行应

对。而西门子在这方面也推出了一系

列基于通讯的安全产品与“纵深防御”，

设置隔离缓冲区的解决方案。比如其

推出的 SCALANCE S 工业安全模块，

带有基于 IP 和 MAC 数据传输的高品

质状态监测防火墙，可根据相应的安

全性需求组合不同的安全措施，可以

作为工业层与商业应用层之间的安全

大坝。

即便攻击者能够绕过外围网络，

直接连接上现场控制网络上的 PLC，

西门子 PLC 上具有安全功能的 CP 卡

（专门负责分担 PLC 通讯功能）也带

有防火墙，可以对 SIMATIC S7-300、

S7-400 和 S7-1500 控制器进行保护。

而针对远程访问等需求，西门子的

SCALANCE M 远程通讯模块则可以支

持用户通过 UMTS 移动网络对各个工

业区域进行安全的访问。

细节决定用户体验
在工业领域，一些最基本的细节

往往会对工业用户的体验带来决定性的

影响，尤其是在维护、故障处理等方面

就更是如此。

所以，在工业布线时，用户应该

尽可能选择可靠的线缆和附件，尽管一

些高品质线缆和附件的价格要高于那些

外观并没有显著差异的同类产品，但是

在长期的应用过程中，它们的价值将逐

步地体现出来。一边是在布线时付出的

有限成本，一边是排查故障源无从下手

的窘迫，繁琐的维护以及由此带来的巨

大损失，面对这样的选择题，明智的用

户显然不会以首购置成本作为采购的唯一

考量指标。

程 告诉记者 ：“工业布线为用户带

来的良好体验是贯穿于各个环节的，这包

括线缆、附件的可靠性，布线工具的易操

作性，以及快速装配、防错设计等带来的

便捷性等各个方面。”

在这方面，西门子提供的工业布线快

速装配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包

含了线缆、连接器以及快速装配工具的解

决方案在很多细节上都有亮点。比如，西

门子结合其线缆产品的特性，专门配套提

供了一种快速剥线钳，其简便的操作能够

大大提高装配的效率，减少了设备连接的

时间；而为了保证连接的可靠性，西门子

在设计连接器接口的弹片时，用金属材质

代替了一般使用的塑料材质，使其更加耐

用。这些细节都着眼于让用户从各个方面

都获得一种卓越的体验。

当前不断涌现的新产品，也在提

升产品性能的同时，更多地着眼于用户

体验。今年，西门子于 2014 汉诺威工

业博览会上发布新型介质模块 MM992-

2VD（可变距离模块），无需使用调制

解调器等附加硬件，即可利用两芯电

缆（如 Profibus）进行以太网通讯。使用 

MM992-2VD 介质模块，电缆传输的距离

可达最长 1000 米。无需改变机械与工厂

间的现有布线系统，即可快速，经济地

转换到以太网网络，尤其适用于广泛采

用 Profibus 布线系统的转换。这种升级方

案将布线工作量降到最低，同时保护用

户初始投资，降低升级成本。

    工业通讯领域的发展仍在持续，

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面向未来的工

业用户必将面临更多、更好的选择，以及

更加卓越的体验。  

inFOCUS 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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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来，一项名为“服务生命周

期管理（SLM）”的业务又

成为了广受业界关注的热点

话题。自从 PTC 公司将著名 SLM 厂商

Servigistics 收购并整合之后，PTC 全球

SLM 业务在 2013 年第一财季就实现了

20%~25% 的增长率。

这样的速度也许可以说明，当前各

行业企业对服务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的

需求，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结合这

一趋势，《PLANT ENGINEERING China》

记者近日对 PTC 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

裁寿宇澄进行了专访，与他探讨了服务生

命周期管理对于未来制造业的意义。

服务领域的关键转变
首先，谈到 PTC 在 SLM 领域的发力，

寿宇澄指出，PTC 对于服务生命周期管

理业务的重视和投入，并非一时之举，而

是基于这家公司对市场需求的长远判断。

近一两年来，PTC 一直在向业界积极分

享其基于大量的调研工作所探查到的趋

势，即数字化、全球化、个性化、合规

性、智能产品、联通性、服务化七大趋势。

而 SLM 快速兴起的势头，恰恰与这七大

趋势带来的影响密不可分，尤其是其中的

“服务化”趋势。

“对各个行业来说，服务的重要性都

在提升，只是由于不同行业的情况有差

异，存在一个脚步快慢的问题。”寿宇澄

服务：改变制造业的未来
——专访PTC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寿宇澄

pEC主编 乔灿

谈到，当前对于各个行业而言，在其服

务端普遍在发生着一些关键性的转变。

首先，是服务的定位在发生变化。

以前，对于大多数行业而言，服务更

像是产品的一种附属品，甚至是一种

弥补措施，用户往往在产品出现问题

的时候才会想到服务。事实上，假如

一家企业的产品质量足够好，可能反

而不需要在服务上花费太多资源，用

户也不会花太多注意力对服务进行考

核和评判。

但是在今天，产品和服务的界

限正在逐渐模糊。寿宇澄指出，正如

PTC 一直在分享的“产品服务化”的

趋势提到的那样，很多服务已经变成了

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服务本身

就是产品。在这种趋势下，服务的重

要性将大大提升，其在企业核心竞争

力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这必然导

致企业战略资源向服务端的逐渐倾斜。

其次，是企业实施服务的难度和

复杂程度在不断增加。寿宇澄谈到，如

果像以前一样，产品都是共性的，服务

就相对容易一些，企业可以按统一的

“套路”一路打过去 ；但是，当产品呈

现出个性化的趋势，服务也自然会要

求个性化，这样一来服务就会变得复

杂得多，也就促使企业在服务环节投

入更多的资源。

他谈到 ：“比如，企业必须得了解

每一类甚至是单个服务对象的情况，包括

用户的具体需求、习惯和历史情况，然后

企业对自己的能力也要有一个预估，比如

备件怎么管理，现场服务的人员、方式怎

样去配置等等，这些和传统意义上的服务

是不一样的。”

最后，用户对服务的评判方式也在

发生变化。寿宇澄谈到，以前很多人评

价服务做得好不好，更多是看服务人员

的态度、素质。但是到了今天，服务恰

恰应该避免由个人的素质来决定服务的

质量，而要用标准的规范、流程来保证

服务的质量。

他谈到 ：“一个服务人员态度再好，

也只能代表他个人 ；但是如果企业把服务

的标准和流程制订得非常好，那么整个企

PTC 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寿宇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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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服务水平就都有了保障，哪怕是新加入的服务人员，

只要他能够充分地理解和执行这套规程，也能做到有章

可循、符合标准，这种标准化的思路才是我们要帮助客

户去培养的。”

事实上，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恰恰也印证了这个道理。

最初，很多行业的用户对服务人员的要求就是解决问题，

谈不上考核和评价，也没有渠道来进行反馈；逐渐地，越

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要求用户为服务打分，但也只是感性地

打一个整体分；到了今天，这种反馈机制已经越来越细化，

企业往往要请用户从服务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逐项打

分，比如响应时间、服务态度、服务效果等等。这也说

明了整个市场看待服务的眼光正在变化。

在寿宇澄看来，以上这些潜移默化的变化，都印证

着市场对服务的需求正在发生变革，而这也正是 SLM 走

向崛起所必须凭依的深厚土壤。

技术密集产业领跑 SLM 市场
那么，哪些行业最有可能成为国内 SLM 业务先行的

突破口呢？对此，寿宇澄的观点是：一些技术敏感程度高、

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的行业，可能在 SLM 业务上会“走

得更快”，成为最先具备示范性的行业。

当然，SLM 的市场拓展情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响应

了这样的观点。从目前 PTC 在 SLM 的业务增长上看，汽车、

电子、医疗设备等领域成为了实施应用 SLM 比较领先的行

业，而这些行业恰恰具备技术领先、更新活跃等特点。那么，

为什么具备这些特征的行业会对 SLM 首先敞开大门呢？

寿宇澄认为，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趋势，是因为与其

他行业相比，这些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服务环节，和研发、

设计、生产等环节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需要一个系统性

的规划。而这正是 SLM 的用武之地。

谈到这儿，他以汽车行业举了一个例子：“大家把汽

车行业叫做‘工业上的皇冠’，这个行业集中了很多工业

设计的精华和最领先的技术，变革非常快。每一年都会有

很多的新车型推出来，甚至有的汽车已经开始针对用户

的需求去定制化生产了，每辆车之间都不完全一样。用

户满意了，但是服务的问题也出来了：厂商要如何为这

些多样化的汽车提供售后服务？”

Oil-free Screw Air Compressors, Oil-free Air for all 
乐机 ELGi 无油螺杆式压缩机

乐机 ELGi 全无油空压机，广泛用于能源、钢铁、纺织、电子、制药和

食品饮料等行业，满足现代工业对于洁净压缩空气的苛刻要求，提供

完美的纯净空气解决方案。

乐机压缩机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乐机设备 ( 浙江 ) 有限公司
售后服务热线：400-826-3585 
电话：021-3358 1191/1192
电邮：enquiry.cn@elgi.com     |     www.elgi.com.cn

乐机·格瑞宝系列高能效注油螺杆压缩机
乐机·格瑞宝系列压缩机在设计中同时考虑到每个部件的高可靠性及

耐用性，维护更便捷，成为乐机公司在压缩机设计和运行的一款代表

性产品。新一代的乐机·格瑞宝系列压缩机大大降低运行成本，节能

及用户的各种支出节约使投资回收期小于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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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宇澄指出，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反

映出一种行业模式的变化，这已经不是靠

服务人员凭个人的素质和态度就能解决的

问题了，而必须要靠建立一套标准的技术

服务流程。

比如，新车型越来越多，对于维修

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挑战。以前，一两个有

经验的修理工就能解决大多数问题；但到

了今天，再有经验的维修人员也无法把所

有车型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完全掌握。

但是如果借助一套标准的技术流程

和工具，任何一个服务人员都可以快速地

查询到每个车型的每个零件是如何设计、

如何组装的，以及为什么要这么组装；再

有，如果遇到了问题，应该怎样去维修，

有哪些注意事项。不难看出，在整个过程

中，这些技术信息是否能够得到有序的传

递，才是今后服务的关键问题。

寿宇澄指出，要解决上面这些问题，

需要从设计、制造到销售各个环节的资源

来参与、配合。服务的一举一动怎么做到

合理、快速响应，从产品的设计阶段就已

经进入规划了，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标

准化的服务解决方案。他深有感触地说：

“相当于不仅是服务人员在做服务，而是

企业的各个流程在协同为用户做服务。那

么如何来形成、管理这种理想的服务形

式？ SLM 正是这样一个穿针引线的信息

化的工具。”

仍以汽车行业为例，利用 SLM 系统，

汽车企业可以在原来设计的基础上，把装

配的形式、过程做成动画，指导维修人员

进行准确、高效的检测和维修，也可以形

成一套标准化的知识库，帮助维修人员在

面对多样化的车型时，能够迅速查阅到需

要的技术文档。

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面临个

性化、高技术化的变革，这样的服务形

式也即将从技术密集型行业向更多行业

扩散。所以，尽管汽车、电子和医疗设

备等行业只是在 SLM 领域率先迈出尝

试步伐的几个典型，但寿宇澄认为，随

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必将有越来越多的

行业相继加入中国的“SLM 俱乐部”。

中国市场 ：未来的 SLM 样本
当然，对庞大而又充满差异化的

中国市场而言，情况显然还有一定的

复杂性。

比如，分散而又数量庞大的中小

型企业一直是中国产业结构中重要的

构成部分，这既为 PTC 提供了一个容

量可观的市场，同时又为其带来了不小

的挑战。众所周知，作为一个企业信息

化解决方案的提供商，PTC 在面对一

些行业资源集中、规模较大的“重量级”

客户时，主要依靠有领先技术优势的直

销服务团队 ；而当面对数量庞大的中

小型企业需求时，PTC 则必须依靠众

多本土的渠道合作伙伴来“铺开局面”，

对待这块“散养”的市场如何配置资源，

是 PTC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面对这个问题，PTC 采取了这样

一种做法：为渠道合作伙伴赋予同样

的创新实施能力，带领它们共同成长。

寿宇澄谈到，中小型客户也分为

两种，对于常规行业、通用性较强的中

小型客户，有行业内一些比较具有典

型性的案例作为参考的“样本”，不存

在太大的问题 ；但对于一些比较专精、

技术含量较高的中小型企业，就没有

现成的样本可以“照抄”了。而很多

这一类的中小型企业，恰恰是一些创

新领域的“生力军”。

“这个时候，就要从方法上让我们的

合作伙伴知道怎么去实施好一个项目，我

们会和他们一起去为客户做实施，一起去

做具体的项目，用我们的实施人员帮他承

担一些关键的角色，这样让他在实战当中

能够得到锻炼，这个效果是最好的。等他

的技术人员成长起来，以后就可以独立做

很多项目。”寿宇澄谈到。

事实上，PTC 之所以如此看重中国

本土合作伙伴在能力、资质上的成长，其

着眼点也许还不仅仅限于深耕当前的中小

型客户群体，对于未来中国市场在 SLM

等业务上的增长潜能，PTC 似乎有着更为

长远的预期。

从寿宇澄对中国服务市场的发展判断

中，就不难看出这样的端倪。他谈到，由

于欧美地区在企业管理、生产等方面一直

占据着较为领先的地位，所以业界在这些

软件系统上普遍遵循着源于欧美的理念和

模式，绝大多数中国用户也已经认同了这

一点。但涉及到未来的服务市场和 SLM 业

务时，未来的情况也许将会有所变化。

寿宇澄谈到 ：“因为中国与欧美相

比，拥有着最为庞大的企业和用户数量，

这些企业和用户都要和服务这个环节紧

密相关，无论是在未来服务市场的容量

上，还是在服务需求、用户环境的多样

化上，都是欧美市场很难比拟的。所以，

一旦国内服务市场成熟起来，我们在

SLM 等业务上的一些方向，反而有可能

以中国的应用情况作为‘样板’，向中国

市场进行倾斜。”

可以想象，等这一市场趋向成熟，

中国企业不断扩大的 SLM 需求将很难由

PTC 本身去一一满足，这时候，拥有一批

具有较强技术实施能力的本土渠道合作伙

伴的意义，也将迅速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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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一家享誉全球的压缩空气系

统供应商，阿特拉斯 · 科普柯

凭借其卓越产品与技术，一向

为业内用户所熟知。而最近一年多以来，

这家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一系列动作则尤其

引人注目——无论是其无锡压缩机制造中

心的正式投运，还是先后向中国市场推出

节能达 50% 的 GA VSD+ 喷油螺杆压缩机

以及 SmartLink 智能程序，对中国的压缩

机市场都称得上是“重量级消息”。

近日，PEC 记者对阿特拉斯 · 科普

柯压缩机技术中国客户中心总经理 Paul 

Hense 进行了专访。其间，Paul Hense 谈

到一个重要的观点：随着中国市场的压缩

机用户不断走向成熟，先进的理念将和产

品、技术有着同样的重要性，以并驾齐驱

的姿态为市场带来变革。

能源重要性日益提升
事实上并不难看出，阿特拉斯科 · 普

柯虽然是以众多款卓越的产品直接取信于

客户，但在这些创新型产品的背后，实际

上都有着领先的理念作为支撑。

节能理念，成为了阿特拉斯科 · 普柯

在当前发力引导的首要方向之一。据 Paul 

Hense 介绍，阿特拉斯科普柯去年在中国

市场正式推出的全新 GA VSD+ 喷油螺杆压

缩机，与同类型的传统定转速压缩机相比，

其在能源消耗上可以实现的平均节能率高

达 50%，这种新型压缩机不仅树立了新的

行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推动用户重

新审视压缩机的能效问题。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先进理念促市场变革
——访阿特拉斯·科普柯压缩机技术中国客户中心总经理Paul Hense

pEC主编 乔灿

Paul Hense 谈到，空压机在全生命

周期内的整体成本，大致包括能源成本、

保养维护成本和采购成本三个部分。随

着空压机使用年限的增长，能源成本的

比重将不断升高，成为这三部分成本中

的首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降低总体成

本最好的突破口。

Paul Hense 谈到 ：“如果用户能够

认识到空压机能耗的重要性，并注意选

择低能耗的产品，他们无疑将会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持续受益，这是一开始有限

的采购成本所无法比拟的。所以，我们

一方面向市场提供 GA VSD+ 喷油螺杆

压缩机这样的节能型设备，一方面也在

持续推广能效的理念，理念和产品是相

辅相成的。”

智能工具助力预防性维护
采访时，Paul Hense 向记者透露，

阿特拉斯科 · 普柯已经向国内推出了一

种 SmartLink 智能监控程序，通过这

种工具，阿特拉斯科普柯能够对从客

户的空压机上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

提前发现客户的空压机可能存在的问

题，并提前加以解决。

截至发稿前不久，记者也恰好

收到了阿特拉斯科普柯在中国发布

SmartLink 智能程序的正式消息。可以

看到，通过这种 SmartLink 智能程序，

客户可以全天候、全面深入地了解其压

缩空气的生产过程，找到在整套压缩空

气系统中可以优化生产并节约能源的环

节和方式。另一方面，服务技术人员也可

以在故障发生之前就有所计划和准备，以

主动的方式应对和预防问题的发生。

这与 Paul Hense 在采访时倡导的“预

防性维护”理念非常契合。他在采访时谈

到 ：“我们注意到很多国内用户不重视空

压机保养维修，甚至尽量去压缩在保养维

修上的支出。尤其很多用户实际上没有备

用的压缩机，现有的压缩机一旦出现故障

将意味着极大的困扰。”

而 SmartLink 这种工具，无疑将为

这些用户享受预防性维护带来更大的便

利。Paul Hense 对此给出了他的评价：“用

户避免损失，我们也能提前知道用户设备

的很多状况，而不用每次都派人到现场去

了解问题，这是一种双嬴。”

以卓越的产品服务用户，以领先的理

念促进市场的变革，阿特拉斯科 · 普柯今

后的诸多动态，也将持续令人期待。  

阿特拉斯·科普柯压缩机技术中国客户

中心总经理 Paul H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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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韦尔自动化：“互联企业”当逢其时
pEC主编 乔灿

3月 19 日，罗克韦尔自动化联合

思科等多家专业合作伙伴在北京

共同举办了“罗克韦尔自动化产

品展示”活动。在这次活动上，罗克韦

尔自动化进一步强调了一个面向未来的

目标：大力提倡建设“互联企业”。

“互联企业”是罗克韦尔自动化首先

提出的概念，即通过集成的自动化控制

与信息技术，结合“物联网”时代最先

进的移动技术、云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等

现代科技，实现数据、生产过程、人员

和设备的无缝连接。

事实上，“工业互联”、“物联网”、“云

技术”和“大数据”等词汇，在近两年

来的自动化业界已经不算什么新鲜词汇

了。但是面对这些热度很高的话题，人

们也不免担心出现“叫好不叫座”的局面。

毕竟“互联企业”不应该只停留在宏大

的构想和热烈的讨论中，而应该真正走

到现实用户的企业、工厂中去，并且实

的要求都是要尽快地扩大生产产能；如果

跟一个设备制造商去谈的话，他们的要求

则是要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应该承认，这

是由当时的产业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当前，时过境迁，情况已经发生了

本质的转变。John Watts 谈到 ：“现在如

果你再去跟一个终端客户去谈的话，他就

会迫切地要求提高生产效率，在保护现有

资产的情况下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而对

于机械制造商来说，人力成本、土地成本

的增加带来了成本压力，来自于欧美的竞

争压力也越来越强，他们需要使他们的机

器更加具备互联性和智能性。”不难看到，

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需求转变，使“互联

企业”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而罗克韦尔自动化集成式的控制和

信息解决方案，恰恰可以适应这样的需求

转变，例如：通过其集成架构，企业用户

可以得到能够反映工厂实际情况的信息，

比如产量、质量记录、资产健康状况和能

inFOCUS

实在在地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为用户

创造价值。

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基于产

业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帮助用户创造

实施“互联企业”战略的必要条件，同

时有针对性地提供完备的系统、产品和

服务。当前，罗克韦尔自动化选择在这

一时机向中国市场提出“互联企业”战

略，无疑占据了两个最为有利的条件。

产业机遇助推互联愿景
首先，罗克韦尔自动化推广“互

联企业”概念的时机，与中国市场的产

业形势非常契合，可谓正逢其时。这

样说的原因，一方面是来源于当前企

业用户的实际诉求，一方面也可以从

宏观政策层面的引导方向上得以印证。

据罗克韦尔自动化亚太区市场总

监 John Watts 先生介绍，在五年前，他

见到中国的终端用户的时候，他们提出

罗克韦尔自动化“互联企业”战略合作伙伴，罗克韦尔自动

化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柯思齐 罗克韦尔自动化亚太区市场总监John Wa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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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效率等，有助于使其运营状况实现持续

改进，来应对诸多挑战。

这种转变，和政策风向的引导也紧

密相关。在国家战略层面上，产业升级、

能效提升等宏观诉求也在不断涌现，这同

样为“互联企业”的大力发展打造了厚实

的土壤。罗克韦尔自动化大中华区董事总

经理柯思齐表示：“在三月召开的两会中，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一再重申，要控制能源

消费总量，其中一大具体指标是今年能源

消耗强度降低 3.9% 以上。罗克韦尔自动

化积极推广的‘互联企业’愿景与中国政

府的这一目标高度统一。”

在这种现实的机遇下，罗克韦尔自动

化也早已将目光瞄准了几个对“互联企业”

需求最为旺盛的典型行业。John Watts 指

出，罗克韦尔自动化认为，生命科学领域、

消费品行业以及矿业等能源密集型行业，

最有可能成为“互联企业”需求的爆发点，

也是他们较为重视的几个领域。他认为，

在这些行业中的一些独特需求——比如监

管追溯、定制化生产、订单快速调整、高

能效要求等，将会成为“互联企业”落地

的强劲推动力。

集成架构提供成熟基础
其次，罗克韦尔自动化在相关软硬

件架构方面具有非常成熟的基础，这为

其实施“互联企业”战略提供了实实在

在的先决条件。众所周知，罗克韦尔自

动化从很早开始就致力于建设其“集成

架构”，也就是结合了 Logix 硬件设备序

列和 FactoryTalk 软件平台的有机整体，

这套东西经过了众多实际应用案例的验

证，是一套从设计规划上就有着高度协

同性和适用性的“组合拳”。而其在开放、

标准的工业以太网领域的持续投资和规

划，恰恰使其具备了在实现“互联企业”

过程中重中之重的信息通讯基础。

正如在采访中 John Watts 先生谈

到：“如果我们的客户在很久以前就开

始使用罗克韦尔自动化集成架构的话，

他们现在的网络架构其实可以非常好地

来支撑互联企业，比如罗克韦尔自动化

的 DCS 以及 PLC 这些产品，其实都有

以太网的接口，都能够很好地支撑互联

企业的建设。”

这意味着，面对用户在应对“互

联企业”趋势时提出的新需求，罗克韦

尔自动化无需从

头规划、研发新

的产品架构，也

无需像一些厂商

那样将毫无新意

的解决方案老调

重弹，他们可以

利用成熟、经过

验证的集成架构

平台和不断推出

的创新产品或软

件更新来满足符

合当前形势的

“互联企业”需求。这种在产品与业务规

划上的前瞻性，无疑帮助罗克韦尔自动化

占得了先机。

另一方面，罗克韦尔自动化对应用

行业自动化的熟悉和积累，同样是其在“互

联企业”方面的优势之一。当前很多厂商

设想各种与“互联企业”类似的模型，一

个关键的问题都在于如何实现整个企业范

围内上下各层设备与系统数据的有效整合

和利用。对于很多传统上专注于软件的厂

商而言，对用户管理层的信息化解决方案

实施并不构成问题，难就难在与环境复杂、

工艺多样、设备繁多的生产运营层和现场

设备层进行真正有效的信息接驳。

此前，人们常常谈到的“一网到底”，

大体上常常给人一种信息纵向传输的感觉。

实际上，在复杂的工业生产现场，信息的

流向并不是简单的上传下达，而是贯穿在

不同层级、不同工艺环节和不同设备间的，

既有纵向的采集和传输，也有横向的交换

与协同；在不同层级之间，对数据的整合

程度、对数据周期的敏感性也各不相同。

不难理解，如果没有对于自动化技

术、行业工艺的深刻了解和丰富经验，现

场层环境、工艺、设备的复杂性很有可能

将使厂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陷入困境，或

是使得实施的解决方案难以实现预期的效

果。而罗克韦尔自动化对于应用行业自动

化的熟悉，自然使其能够自如地应对这些

挑战。此外，在项目咨询、工程实施等方面，

同样是罗克韦尔自动化的优势所在。这些

条件，都是一些单纯从事自动化产品或软

件的厂商所不能比拟的。

当逢其时，披坚执锐。我们有理由

相信，罗克韦尔自动化的“互联企业”愿

景，将在不久的将来为中国的企业用户带

来实实在在的价值。  思科中国资深副总裁海广跃

inFOCUS 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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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ABB 在华业绩稳步增长

ABB（中国）有限公司2013年订单

额及销售收入创历史新高，双双达到56

亿美元；全年新增投资1.36亿美元，

在华累计投资总额为18亿美元。

ABB集团北亚区及中国负责人

顾纯元表示：“2013年ABB在华业

务健康稳步发展，这主要得益于国

家注重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绿色低

碳，和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发展

战略。ABB与国内客户通力合作，

注重本地研发，全面创新，运用智

能技术解决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中

遇 到 的 能 源 、 人 力 、 场 地 和 资 金

施耐德电气 PlantStruxture ™ NOW!“创变始于现在”峰会亮相海南博鳌

全球能效管理专家施耐德电气在海

南博鳌隆重举办2014年PlantStruxture ™ 

NOW! “创变始于现在”客户峰会。本

次峰会组织开展了十余场主题演讲和行

业研讨会，邀请了客户、合作伙伴、行

业专家、媒体等300多人参加，共同讨论

在目前经济环境下工业自动化行业的能

效管理及市场需求。期间，施耐德电气

隆重推出了PlantStruxure™协同自动化架

构下的多项重大革新产品和技术，全面

展示其在能效管理上的进一步创新和

突破。

施耐德电气高级副总裁、工业

事业部负责人徐骏表示：“作为全球

能效管理专家，施耐德电气的目标是

帮助用户实现能效最优化和可持续发

展，我们时刻关注用户的需求变化和

行业的发展趋势，在产品技术和业务

模式上不断寻求创新和突破。我们希

望通过本次峰会展出的最新创新产

等生产要素的瓶颈问题，实现智慧跨

越，与客户共同成长。”

顾纯元进一步说：“同时集团部署

的盈利性增长、以业务为导向的跨部门

合作、不遗余力的全面执行，这三大工

作重点的着力推进，也是我们取得坚实

业绩的重要保障。”通过不断加大资本

投入，ABB已经建立起了强大的本土研

发、制造、销售和工程服务能力，80%

以上的销售收入来自于本地制造，业务

布局拓展到全国109个城市。

皮尔磁机械安全基础培训在沪成功举办

由皮尔磁组织的2014年第一期机械安

全基础培训于2014年2月28日在皮尔磁上海

培训中心顺利举办。在为期半天的培训

中，皮尔磁的安全顾问向与会者介绍了

机械安全的一些基础知识，如为何需要

安全、关键的安全问题、健康与安全管

理等，同时着重介绍了EN ISO 12100风

险评估与风险减少的方法，并且介绍了

目前常用的机械安全标准。在会议的间

隙，皮尔磁的安全顾问解答了与会者提

出的一些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机械安全相

关的一些问题。培训在热烈友好的氛围中

落下帷幕。

作为安全自动化行业的领军企业，

皮尔磁的安全解决方案在工业领域有着非

常广泛的应用，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专

业、人性化的技术支持服务，皮尔磁获得

了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的认可与赞誉，不

仅如此，皮尔磁近几年推出的安全服务业

务，也填补了行业内的空白。

品、增值服务和大量行业解决方案，帮助

用户不断提升在能效管理、智能生产、运

营维护和安全性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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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塑料轴承 iglidur 环球之旅中国站成功举办

承。1984年，iglidur轴承诞生于德国科

隆，它是工程塑料专家德国易格斯的

杰作。在之后的30年里，这种免润滑

免维护的工程塑料轴承部件进入各行

各业，成为人类工业中不可缺少的部

件。这次历时一年的环球旅行也是对

易格斯轴承一次重要的实践检验，它

将经历炎热、冰雪、暴雨，也会经过

沙漠、泥土、沙石等各种地形。行程

在德国出发，经印度之后来到中国、

韩国、台湾和日本，然后飞往美国，将

在美国和加拿大跨越东西海岸，最后回

到欧洲。

霍尼韦尔表彰亚太地区最佳渠道商合作伙伴

2014年3月10日晚，一辆装载了56

颗iglidur轴承的橙色小车远渡重洋，来

到上海，开始其周游世界旅程中的重要

一站——中国站。在中国一个月的时间

里，它将从上海出发，进江苏，上山

东，过河北，一直到北京，在从北京沿

另一条路径南下回到上海。行程超过

6000公里。

这辆小车在科隆总部历时数周的改

造后，一共装备了56颗iglidur工程塑料轴

2014 PTC 中国技术大会上海站成功召开

PTC近日宣布，2014 PTC Live Tech 

Forum中国技术大会上海站成功召开。在

本次会议中，来自PTC的全球高级副总

裁兼亚太区直销与分销业务总经理Robert 

Kocis、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寿宇澄

和PTC CAD面向市场总监Stuart Heavyside

携PTC技术专家向与会者分享了PTC公司

的战略蓝图与技术远景，分析介绍了制造

业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化市场中获得竞

争优势，并再次强调PTC将与中国客户一

起致力于提升产品智能化水平，深化中国

智造内涵。

PTC中国技术大会通过五个专题

演讲和三个客户案例，共同分享国际

前沿理念和先进客户的成功法则。来

自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等企业和机

构的PTC优秀客户在会上做了精彩演

讲，分享了PTC产品和技术应用成功

案例。

PTC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寿

宇澄博士对本次大会的成功召开表示

非常满意：“PTC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持续增长，离不开广大客户和合作伙

伴的大力支持。我们期待着借助技术

大会的平台，与合作伙伴一起帮助广大

中国客户在制造业变革的时代里占据更

多竞争优势，并实现更大商业价值。”

霍尼韦尔近日在澳门召开一年一度

的产品事业部渠道商大会，对年度优秀

渠道合作伙伴授予奖项并给予表彰。

2 3家渠道合作伙伴凭借优质的

客户服务、出色的创新能力和卓越的

表现，从参选的150多家提供和集成

霍尼韦尔解决方案的公司中脱颖而

出，不仅超额完成经营目标，而且还

为客户创造了更多价值。

霍尼韦尔过程控制部副总裁马同乐

先生表示：“我们的渠道商在满足亚太

地区客户需求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他们凭借各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在

本地丰富的经验，向霍尼韦尔客户提供

高质量的服务、专业建议以及技术支持

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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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森美孚强化风机运行维护服务能力

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

第十三届世界风能大会暨第八届中国（上

海）国际风能展览会上宣布将继续扩容

美孚风电服务团队，在2014年内新增四

辆美孚风机换油工程车，通过安全、环

保、高效的风机换油服务满足国内日益

增长的风机运行和维护需求。

自2012年正式进入中国以来，美

孚风机换油工程车队的足迹已经遍布

内蒙古、新疆、宁夏等我国北方重要

的风力发电地区。而新增的美孚风机

换油工程车队将使得美孚风电服务能

力在现有基础上翻番，并覆盖包括华

欧莱雅选择西门子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软件

中石油将在其 30 家工厂全面应用霍尼韦尔规划与协同技术

世界领先的化妆品公司欧莱雅集团

近日选择了西门子的Teamcenter® 软件，

帮助其优化包装开发流程，缩短产品上市

时间，同时提高产品创新和质量水平。作

为全球应用最广泛的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系统，Teamcenter将作为欧莱雅

集团的企业产品数据管理系统在全球范围

内进行部署，供集团所有参与产品开发流

程的人员使用。Teamcenter是Siemens PLM 

Software所推出的重要软件。

霍 尼 韦

尔近日宣布

其先进的信

息管理及流

程建模软件

工具将拓展

实施至中国

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

“S i e m e n s  P L M  S o f t w a r e的

Teamcenter系统将帮助我们优化工程

和制造流程。”欧莱雅集团开发和包

装总监Philippe Thuvien表示：“利用

Teamcenter系统，我们将可以在不同技

术部门之间共享包装配置和创新理念，

并对规范进行标准化，进而减少时间和

产品成本。此外，我们还将能获取和管

理我们的企业专业知识，为未来的创新

和发展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司（以下简称“中石油”）的17家炼

油石化工厂，帮助其应对中国市场日

益增长的石化产品及燃料油需求。此

前，中石油已经在其13家工厂实施了

霍尼韦尔的信息化解决方案。

霍尼韦尔的炼油及石化建模系统

（RPMS）和Intuition® Executive 先进

信息管理软件可以帮助中石油工厂运

营人员监测整个工厂内的生产运营情

南地区在内的更为广泛的国内市场。

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岳春阳在介绍美孚风电服务时强调

说，“美孚风电服务在欧美市场经过多年

实践，积累了许多风机换油和维护的宝贵

经验；而中国有着世界第一的维护风电装

机量，市场需求巨大。凭借高科技与丰富

经验，美孚风电服务可以和国内风电开发

商共同应对质保期后的风电机组维修保养

任务带来的挑战，并为他们带去安全、环

保和高效的实际效益。”

Siemens PLM 

Software全球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Chuck 

Grindstaff 先生指

出：“欧莱雅公司

通过部署Teamcenter

系统来实现规范化管理的决定充分表明，

消费品行业亟需一个稳健而开放的PLM平

台。Siemens PLM Software很高兴帮助欧莱

雅提升创新能力并管理复杂性问题。” 

况，并实时获取所需信息以提高工厂利

润率并提升效率。

霍尼韦尔过程控制部大中华区副总

裁兼总经理王春文表示：“我们很高兴

地看到霍尼韦尔解决方案正在越来越多

的中石油厂区得以应用，通过实现更高

的可视化以及总体运营效率的提升，帮

助中石油提升利润率并更有效地应对中

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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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中国、服务亚洲的决心。未来英特

诺将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充分把握中国

市场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inFOCUS 布局

舍弗勒太仓制造基地新厂房投产

着舍弗勒大中华区汽车传

动系统产品线和产能有了

显著提升。

舍弗勒太仓制造基地

五号厂房于2013年4月开工

建设，今年1月建成并试生

产。作为舍弗勒太仓制造

基地三厂的延续和补充，

五号厂房将主要生产湿式

双离合器和液力变矩器，这两款产品

都是汽车自动变速箱中的关键部件，

并且都是第一次在中国实现生产。

舍弗勒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张艺林博士、舍弗勒大中华区首席运营

官贺瑞德（Reinhold Heidner）、太仓市

市长杜小刚等出席了开幕仪式。舍弗勒

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张艺林博士

说：“舍弗勒将最新的产品和技术引入

中国市场，并实现本土生产，显示了对

中国市场的重视和信心。这座厂房生产

的产品，将给中国的汽车消费者带来前

沿的驾驶和乘坐体验。”

英特诺集团在沪成立新亚洲总部

全球领先的内部物流核心部件和关

键设备供应商英特诺集团今日宣布，英

特诺上海公司已经正式投入运营，这标

志着英特诺拓展中国市场的新里程牌。

英特诺上海公司将作为英特诺集团

新的亚洲总部，与位于苏州的英特诺亚

洲技术中心形成合力，为亚洲客户提供

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与支持。亚洲技

术中心成立于2011年，是英特诺面向亚

洲市场的生产基地和技术服务中心，此

前也承担了英特诺亚洲总部的功能。英

特诺上海公司是继成立亚洲技术中心之

舍弗勒太仓制造基地五号厂房于

2014年4月11日举行投产开幕仪式，标志

克劳斯 •德勒将成为舍弗勒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

舍弗勒股份公司监事会近日任命克

劳斯•德勒为舍弗勒股份公司新任首席执

行官。克劳斯•德勒将于2014年7月1日就

任这一新职务。

舍弗勒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乔治•F•W•

舍弗勒表示，“克劳斯•德勒是一位非常出

色的领导人，在汽车供应商行业拥有丰富

的经验。我们确信，在他的领导下，我

们将能够进一步加强公司在汽车和工业

应用领域的技术领导者地位。”

7月1日之前，克劳斯•罗森菲尔

德将继续任首席执行官，领导舍弗勒

股份公司。克劳斯•德勒到任后，克劳

斯•罗森菲尔德将任舍弗勒股份公司副

首席执行官（Deputy CEO），重新更多

地专注于其舍弗勒股份公司首席财务官

职责。此外，克劳斯•罗森菲尔德将加入

INA控股舍弗勒有限两合公司董事会，

并成为该董事会唯一的非家族成员。该

控股公司拥有舍弗勒家族在大陆股份公

司和舍弗勒集团的份额。

后，英特诺加快中国市场布

局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

英 特 诺 集 团 执 行 副 总

裁、亚洲区总裁夏本春博士

表示：“我们预期未来几年

中国市场对内部物流技术、

设备、解决方案的需求将继

续保持快速增长，这将为我

们在中国的业务发展继续提

供强劲的推动力。中国是英

特诺最重要的战略市场之一。英特诺

上海公司的成立，体现了英特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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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任命 Matthew Cohen 为全球服务和合作伙伴执行副总裁

inFOCUS 布局

西马克梅尔上海二期厂房落成

西马克梅尔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SMEC）完成了其上海二期厂房的扩

建，这将大幅提高西马克梅尔为中国客

户提供服务的能力。

二期厂房的扩建项目投资总额约

为1000万欧元，总占地面积为12500平

方米。西马克梅尔工程（中国）有限

公司主要生产线材、管磨机、锻造和

精整设备组件，同时还提供安装、现

场管理以及一整套产品售后服务。未

来，西马克梅尔工程（中国）有限公

司计划吸纳更多工程师、服务和生产

专家，从而将员工人数提升至500人。

3月18日，西马克梅尔二期厂房的落成

揭幕仪式在上海举行，相关钢铁行业

的重要领导和当地的政府代表出席了此

次盛典。

西马克梅尔工程（中国）有限公司首

席执行官肖作国先生表示：“西马克梅尔

工程（中国）有限公司真正使得德国技术

标准在中国制造。我们得到来自全球的技

术专家和同事的支持，这也为我们的优质

服务能力提供了更多保障。二期厂房的建

成，将西马克梅尔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的产能提高近一倍，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服

务于不断增长的中国市场。”

PTC近日宣布，Matthew Cohen于4

月1日起出任PTC全球服务和合作伙伴执

行副总裁。Cohen于2001年加入PTC，目

前担任PTC全球服务部门副总裁一职，

负责全球咨询和培训业务线，并管理着

1000余名交付专家，以确保客户能够从

PTC解决方案中实现价值。

P T C 总 裁 兼 首 席 执 行 官 J a m e s 

Heppelmann表示：“在过去几年里，

PTC积极扩大自身技术解决方案组合，

以帮助客户在日益智能互联的世界中

获取更大价值。如今，PTC被客户认为

是值得信赖的专业顾问，因为我们通

过改变客户创造、服务和经营产品的

方式从而带动了新的价值创造。在以

往的工作中，Cohen充分展现了将客户

关系转变为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

这也帮助PTC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PTC任职期间，Cohen曾在多个销

售和服务组织部门担任过一系列领导角

色。Cohen表示：“加入PTC是我职业生

涯中最激动的时刻。我期待着同其他管理

人员一起，保持强劲的利润扩张，并帮助

我们的客户获得真正的竞争优势。”

皮尔磁集团常州工厂奠基

2014年3月12日上午，皮尔磁集团常

州工厂奠基典礼仪式在江苏省常州市金

坛开发区顺利举行，金坛市政府领导、

扬子江建设集团总经理、铭普思建筑工

程总经理，皮尔磁中国公司总经理以及

皮尔磁集团董事长等出席了奠基仪式，

与八十多名相关人员共同见证了这一激

动人心的历史时刻。皮尔磁常州工厂的

奠基标志着皮尔磁发展历史上一个新的

里程碑。

皮尔磁常州工厂是皮尔磁在欧洲以

外的第一个生产基地，充分显示了皮

尔磁集团对于中国及亚洲市场的信

心。由上海市扬子江集团承建的皮

尔磁常州工厂项目位于常州金坛经济开

发区，总建筑面积10023平方米，一期

投资3000万欧元，办公楼、生产车间、

物流仓库一应俱全，皮尔磁常州工厂从

设计及材料选择上，充分考虑生态、低

碳、环保的理念，最大限度的节约资

源、减少污染、保护环境。项目预计将

于2014年底完成，2015年初投入使用。

届时将显著缓解亚洲尤其是中国市场的

供货压力，让用户在更短的时间内拿到

订购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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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华科技晋升为 Intel® 智能系统联盟首席会员

凌华科技近日起正式晋升为“Intel®

智能系统联盟”首席会员。目前该联盟

仅授权全球五名首席会员，凌华科技是

其中之一。充分显示出在未来道路上，

凌华科技与全球处理器领导厂商英特尔

在合作关系上将更加密切。

“Intel®智能系统联盟”成员包含提

供嵌入式系统解决方案的软硬件及系统

集成商，会员厂商将英特尔提供的软件

整合到既有的工具套件中或者可以进一

步研发新的工具，提供给客户更完整

的系统整合及服务，让系统集成商在

其各自的垂直市场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优势。

凌华科技董事长刘钧说：“  凌

华科技与英特尔各项合作计划已有数

年，凌华科技全球业绩的成长证明了

我们的策略成功，并且在英特尔的嵌

入式架构上，发展出领先市场的各

项垂直应用。经过多年的成功合作

后 ， 凌 华

科 技 获 选

为“ I n t e l ®

智 能 系 统

联 盟 ” 首

席 会 员 ，

我 们 会 获

得更多更好的机会参与新兴科技的合

作发展，提供客户和伙伴更多更先进

的平台。“

舍弗勒创新科技获 2014 年度 PACE 奖

罗克韦尔自动化再次入选世界最具商业道德公司

凭借

能节省油

耗和减少

震动的后

轮驱动用

带离心摆

式减振器

的液力变

矩器，舍

弗勒被提

名为2014

年度PACE产品类奖获得者。

位于美国伍斯特的舍弗勒L u K

产 品 开 发 副 总 监 帕 特 里 克 •林 德 曼

（Patrick Lindemann）4月7日在底

特律代表公司领取了这一荣誉。这一

著名奖项已被全世界公认为行业创新

的里程碑。“能够获得这一著名奖

项，且我们为客户提供创新产品和技

术方面的贡献能得到认可，我们感到

很荣幸。”林德曼表示。“我们开发

的带离心摆式减振器的液力变矩器切

实证明了舍弗勒如何致力于创造产品

并帮助汽车制造商面对当前和未来的

行业要求。”

由于小型发动机比大型发动机更

容易产生振动，舍弗勒开发了离心驱动

的摆锤，安装在液力变矩器上，从而消

除发动机振动，且减少燃料消耗和二氧

化碳排放。振动减少的同时增加了舒适

度。这款液力变矩器是在舍弗勒旗下

LuK美国有限公司位于俄亥俄州伍斯特

市的下属工厂开发问世的。

罗克韦尔自动化再次入选道德村

协会评选的“世界最具商业道德公司”

榜单。这一奖项旨在表彰在商业道德方

面领先业界同行的公司。道德村协会是

一家领先的国际组织，致力于在商业

道德、公司治理、反腐败和可持续发展

方面打造、推动并分享最佳实践。“世

界最具商业道德公司”称号获得者都深

知，道德、声望和业务成功之间有着密

不可分的联系。

道德村协会首席执行官Timothy 

Erbl ich说：“世界最具商业道德公

司是一个致力于通过领先业务实践推

动业绩增长的独特集体，罗克韦尔自

动化是其中一员。这一集体的所有成

员都有一个共同认识，那就是客户、

员工、投资者和监管部门都特别看重

信任，而道德准则和出色的公司治理

则是赢得信任的关键。”据企业执

行委员会针对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显

示，在超过 

1 7 5 家 受 调

查公司中，

罗克韦尔自

动化在管理

人员的道德

规范和行为

准则方面优

于几乎所有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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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PTC公司宣布：经过激烈

角逐，PTC同全球著名的科学技术组织

FIRST紧密合作推出的第四届FIRST技术

挑战赛（FTC）中国赛区总决赛在同济

铁姆肯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詹姆

士•格里菲斯日前被烟台市人民政府授予

“烟台市荣誉市民”称号。该奖项旨在表

彰为烟台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

外国友人、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烟台

市市长孟凡利代表烟台市人民政府向詹姆

士•格里菲斯颁发了荣誉证书。

詹姆士•格里菲斯表示：“此次获

得‘烟台市荣誉市民’称号是我与铁

姆肯公司的荣幸，铁姆肯公司在中国

第四届中国 FIRST 技术挑战赛顺利闭幕

铁姆肯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荣获“烟台市荣誉市民”

inFOCUS 卓越

莱姆电子实验室获权威认可

认可委员会颁发的《中国合格评

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

书》（CNAS）。该项认证充分

肯定了莱姆实验室具备优秀的检

测技术能力。而莱姆实验室在中

国的成长也进一步表明：莱姆中

国有能力兑现其对中国乃至全球

客户的承诺，为他们提供零缺陷

产品服务。

莱姆电子（中国）有限公司实验

室成立于1989年，是莱姆电子（中国）

有限公司批准设立的内部实验室，主要从

事电流、电压传感器的检测工作，对产品

进行型式测试和例行测试，如电性能、环

境测试、EMC（电磁兼容）等相关的测

试。为了适应不断提升的测试需求，莱姆

实验室先后引进多套国际领先的检测设

备，如高低温试验箱、环境实验箱、恒温

恒湿试验箱、温度冲击试验箱、数据自动

采集系统（DAS）、响应时间测试设备、

电压抗干扰测试设备、静电放电抗扰度测

试设备等。

日前，莱姆电子（中国）有限公司宣

布，莱姆实验室获得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

大学嘉定校区顺利闭幕。

作为FIRST全球战略合作伙伴，

PTC为FIRST项目提供了最高规格的企

业赞助，支持世界各地举行的FIRST

竞赛，为参赛队伍提供Creo、Mathcad

和Windchill产品，并培训他们使用这

些软件。PTC为学生们提供的软件已

经被世界各地27,000多家制造企业广

泛使用，这也将帮助学生们成长为企

业所需要的高规格人才。

PTC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寿

的业务始于烟台这座城市，烟台工

厂的运营长期以来得到了烟台人民

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非常自豪能

宇澄博士表示：“我们很高兴看到FTC

赛事过去四年在中国获得蓬勃发展，越

来越多中国本土学生参与其中并在国际

舞台上崭露头角。当前全球以及中国的

制造业转型正在如火如荼进行，行业对

创新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PTC希望携

手更多国内知名院校和企业，借助FIRST

赛事这一平台吸引更多学生投身STEM

（科学、技术、数学和工程）领域，同

时也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开创广阔的就业

空间。”

够成为一名投身于烟台及全球其它社

区的企业公民。”

铁姆肯公司烟台工厂成立于1996

年，采用铁姆肯公司全球一致的制造

工艺和质量标准，是铁姆肯公司全球

第一家获得汽车行业最高质量标准ISO/

TS16949认证的工厂。其制造的轴承主要

应用于汽车和铁路行业。工厂还积极投

身本地社区建设和环保活动，致力于为

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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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套自动化系统没有报警功能，

这几乎让人无法想象；但是，报警的数

量太多也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流程

工厂和管线的日常运营依赖大量自动化

系统高效运转，这些系统每天会发出上千

次报警，其实许多并不严重，但需要控制

室操作人员快速区分开常规过程报警和威

胁营运或安全问题的关键报警。对此，

霍尼韦尔发布了最新DynAMo™报警套件

（DynAMo™ AlarmSuite），实现报警总次

数的减少，并帮助操作人员着重关注并优

先处理最关键的报警。

事实上，无法对报警实现有效控制

的弊端并不难理解：一方面，根据异常

情况管理联盟(ASM®)显示，未能有效管

inFOCUS 技术资讯

霍尼韦尔帮助流程行业用户减少“干扰性”报警

——新款 DynAMo 报警套件有助于工厂操作人员确认并处理最重要的系统报警

理干扰性报警（不必要的报警）会引

起事故，令流程行业损失数亿美金；

另一方面，当报警响起，操作员必须

不断地响应并立即做出应对，这也大

大增加了操作员由于疲劳和压力而带

来的风险。 

DynAMo™警报套件依托霍尼韦

尔在流程行业20多年研究报警管理的

经验，能帮助用户将报警总次数尽可

能降低80%，确认维护问题并突出那

些需要紧急处理的关键报警。其定制

化的基于角色的仪表盘允许操作员、

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能够对报警系统的

健康状况一览无余。该新软件的一个

重要特点是能够兼容许多移动设备，

全球客户反响

“在安装报警管理后的第一个月，干扰性报警次数就减少了169534次，显著改善了SCADA系统，同时更减少了

控制器报警次数。”

——约翰•马克•肯尼迪（John	Mark	Kennedy），Williams公司控制部主管	

“霍尼韦尔报警管理解决方案能够快速向操作员提供正确的报警活动信息，帮助他们迅速查明并做出反应。”

——科氏管道公司SCADA功能负责人埃里克•帕姆奎斯特（Eric	Palmquist）

工作人员几乎能够在任何地点随时查看

报警系统指标。能够更频繁地进行监

控，更快速地采取正确行动，从而减少

引起操作员疲劳的主要因素。

霍尼韦尔过程控制部高技术解决

方案业务副总裁兼总经理柯伟茂先生

（Vimal Kapur）谈到：“当操作员不得

不应对同时响起的数百个报警时，这将

增加安全风险，更不用说降低工作效率

了。 DynAMo™警报套件这一有效工具

能够通过优化报警管理程序消除过量报

警及提示，减轻操作员压力。该软件提

供的保护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意外断电、

安全事故及向环境中排放有害物质。”

DynAMo™报警套件能够集成霍尼

韦尔业内领先的Experion®过程知识系统

(PKS)，以及其它任意控制系统。霍尼韦

尔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报警管理咨询、服

务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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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个是假冒产品？
识别假冒电气产品可以保护人身安全和经济收益。

By Tom Grace

Eaton

COVERStory

对
知名品牌和产品进行假冒是一个日

益严重的问题。据估计，假冒商品

约占全球贸易的 5% 至 7%，其总

量每年可达到 6000 亿美元。目前，被美国海

关查获最多的假冒产品种类中，第一位是药

品，第二位就是电气和电子类的安全产品。

假冒产品不仅会对公司的经济利润和声誉

产生负面影响，还会影响公共安全。假冒的电

气产品可以引起过热或短路，导致火灾、电流

冲击甚至爆炸等事故，进而严重威胁到工作人

员的生命安全，并造成极大的财产损失。这些

非法产品根本不需要符合性能和安全规范，也

没有经过任何的检测和核准就可能流入市场。

对工厂经理而言，认识到使用不安全的假

冒产品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并了解如何进行防

范，这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定义，未经授权而使用其他产品、服

务或打包项目的商标、服务标记或版权，并对潜

在用户进行欺骗，使其相信该产品或服务为正版

的行为称为假冒。这也使得人们非常难以辨别出

正版产品和假冒产品之间的区别。

事实上，伊顿公司曾经做过这样一项实验。

他们请来了一些从工厂经理到独立电气分销商

在内的业内专业人士，向他们出示了两个看似相

同的断路器产品，并请他们挑选出其中哪一个是

假冒断路器。这些专业人士对这些断路器的各个

方面都做了检查，从辨别认证商标贴纸到寻找明

显的产品缺陷和外形差异，但每个人的反应都

是 ：“我不知道哪个是假冒产品，我从来也想不

到这样的产品会是假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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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可以通过观察封面图片上的断路器，

自己来做一做这项测试。你能否分辨出哪一个

才是假冒的产品？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们将

为您揭示出答案。

尽管识别出假冒产品看上去非常困难，但

还是有很多方法能够帮助用户在购买产品前对

这些假货进行识别和防范。

避免买到假冒产品的最好方法是从制造商

的授权分销商和零售商那里进行采购。如果不

能对产品的供货路径进行有效的追踪和回溯，

那么就有更高的风险买到假冒产品。

一些制造商和认证机构还提供了工具让

用户来验证电气产品是否为真品。通过这种方

式，用户很容易检查出一件产品是否具有认证

资格，从而对假冒产品进行防范。例如，伊顿

公司设计并推出的新型断路器验证工具（CBA）

就可以让用户对假冒的伊顿产品进行辨别。通

过输入断路器产品上的条形码、零件编码和日

期编码，CBA 验证工具可以立即对产品的真

伪进行验证。你也可以利用在 www.eaton.com/

counterfeit 网页上的这一在线工具，来检验自

己是否已经正确地辨别出了哪一个断路器是假

冒的。

当采购电气产品时，用户可以观察经销商

或采购项目中是否存在关键的危险信号，从而

避免买到假冒产品的风险。第一个危险信号是：

产品的价格或折扣低得让人难以置信。将你拿

到的产品价格和其他经销商提供的同类产品价

格进行对比，如果价格明显过低，有很大的可

能性是假冒产品。

对产品标签和包装进行检查也能有助于

鉴别出假冒产品，但这只是整个检查流程的一

部分。因为造假者变得越来越有经验，所以也

有必要进行更高程度的检查。可以检查 UL、

NEMA 或其他有资质对电气产品的质量和性能

进行认证的专业机构的认证标签。

产品缺少任何应有的品牌或组织机构标

作者简介：Tom	Grace是伊顿电气部门的品牌保
护经理，负责监督防范假冒产品，并进行相关培
训。他的工作还包括树立用户、承包商、检货员及
电气产品零售商对假冒产品的风险和防范意识，
提示他们假冒产品可能导致的对人身安全和经济
利益的损害。要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www.
eaton.com/counterfeit。

造假者通过出色的伪装，

试图将假冒产品看起来像

真的一样。在这个断路器

上，右上的条形码、左下

的日期编码和右下的货号

都是真实的。

在这个假冒的断路器上，

你可以看到日期代码是缺

失的。条形码和货号与真

正的版本看上去类似，但

如果出现问题，用户也能

够利用一些检验工具来判

断其真伪。

签，都应该拒绝对其进行采购。另外，如

果产品上有任何额外的、并非由原始制

造商提供的标记、标签，或是破损劣质

的标签、过期的产品代码，以及不使用

原始的产品包装，对这些情况都应该小

心警惕。

在购买产品时，还需要对产品的质

量工艺进行密切关注。在假冒产品的生

产过程中，质量控制这一环节通常是缺

失的，所以你很有可能从一件产品的

做工上就能识别出它是假冒的。如果

一件产品看上去质量脆弱或是有任何

显而易见的瑕疵，也要对此保持谨慎。

对随产品附带的一些资料，也应该保持重

视。假冒产品通常无法提供应有的补充资料，

比如用户手册或产品注册卡等。在有些情况下，

假冒产品会缺失这些本应随产品附带的资料，

有时候则会用来自其他制造商或产品的附带资

料来顶替。

最后，如果你怀疑一件产品是假冒的，

最好能够联系这件产品应有的制造商。这

可以帮助对产品的真伪进行确认，也有

助于将具有潜在不安全性的假冒产品从

市场上清除。

尽管我们无法对文章配图中的断路

器进行任何物理上的检验，但应该能够

检验出第二个断路器是潜藏在其中的假冒

产品。你也可以利用网址 www.eaton.com/

counterfeit 中的在线检验工具，来自己找出

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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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字指导电机的维修和更换
对效率进行计算，将为正确的选择指明方向。

By Walt Dryburg

Integrated Power Services 在
上一个时期，当一个大型电机接近

其使用寿命时，关于维修它还是更

换它的选择往往会与一个神奇的数

字相联系，这个数字是 57。这一数字是由采

购经理们基于一个陈旧电机的剩余价值和其

维修成本，并与新电机的采购及其延迟服务

成本相比较而得出的百分数。

这样一来，如果一台电机可以以低于新电机

价格的 57% 的支出得到修复，那么就将对其进行

修理；如果电机的损耗十分严重，修复的花费预计

要超过新电机价格的 57%，那么就干脆订购一台

新的电机。这就是这个数字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

而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能源成本更加

高昂，电机的效率也可以实现至更高的水平，

同时维修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就使电

机在重绕后其效率不受损失，或只受到很少的

损失。（事实上，通过对一个旧的“pre-EPACT”

高效电机定子进行重绕，服务中心还可以提升

大马力电机的效率。）

特别对于交流电机而言，作出维修还是更

换的选择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每年

维持中长时间运行的大型和中型电机而言就更

是如此。使这一问题复杂化的原因是存在着三

种异步电机 ：标准型电机、第一代高效节能电

机（EE）和当前流行的 EE 电机。在实际使用中，

它们经常可以互换使用。

电机电路评估（MCE）这项测试可以为那

些接近其使用寿命的电机提供一个评估结果。

对电机采取维修还是更换的措施，

都取决于其效率和成本。

对电机采取维修还是更换的措施，

都取决于其效率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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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高阻测试部分显示电机的对地电阻小于

100 欧姆，这个电机则已经接近寿命的极限了。

而浪涌测试意图在浪涌模式下支持高阻测试的

结果。耐高压测试是一种决策性测试，它对电

机绕组具有破坏性，如果一个电机没有通过耐

高压测试，它也就无法再工作了。

不难看出，如果电机几乎处于不间断运行

的情况下，在维修一个标准电机和购买一台新

的节能高效电机之间很容易做出选择，即购买

新电机，这是因为新的节能电机可以在几年内

就收回成本。而当在同为节能高效电机，或者

在同为运行时间较短的标准电机的维修和更换

之间选择时，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只有在功率范围非常低，即功率小于 40 匹，

同时运行时间也较少的情况下，传统的“57%

法则”才依然保持有效。

更先进的维修技术
简而言之，节能高效电机是通过缩减制造

公差和在电机内容纳更多导体来减少内部损耗，

从而提高效率。同样，维修技术也变得更加精密，

以前常见的由于重绕而导致的效率退化现象也

大幅减少。现在，维修厂可以对一个电机进行

重绕而使其达到原有额定效率，在某些情况下

还能够提高效率。这既适用于标准电机，也可

以适用于节能高效电机。

显然，电机重绕的成本会随着其内部损伤

的严重程度而变化，但我们不妨以一个需要维修

的 100 匹的异步电机为例。根据 IPS 公司华盛顿

服务中心提供的价格标准，这样一台电机的典型

维修费用大致在 2500 美元到 2700 美元之间。

运行时间

高运行时间

当一台电机每年运行超过 4000 小时，能源

成本将成为决定维修还是更换的首要因素。这就

如同一辆高里程的汽车，在燃油上的花费将迅速

超过汽车本身的采购费用，此时对于维修还是更换

的选择就变成了选择效率更高的解决方案的问题。

典型的应用是那些几乎不间断运转的设备，包括大

型压缩机、石化泵站、破碎机、给水泵、造纸机、

部分金属挤压机、塑料薄膜生产线、锯木厂、轧钢

厂……以及所有需要三班倒运行的工业设施。

图中表示的一台每年运行 8000 小时的 100

匹电机的情况，就能够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合乎逻

辑的选择。根据美国电气制造商协会（NEMA）

的估测，在粗略相当于北美平均水平的 0.1 美元 /

千瓦时的能耗成本的情况下，效率每提高 1%，每

年就可以节省 695 美元。这一功率等级的标准电

机和节能高效电机在效率上大约相差 4%，所以

这一节省将会是每年 2780 美元。一台新的节能高

效电机大约花费 8800 美元，而典型的重绕成本是

2600 美元。所以，对于一个预估寿命为 10 年左

右的电机来说，仅凭预计可以节省的能源成本就

足以导向购买一台新的节能高效电机的选择了。

中等运行时间

对于那些每年运行约3000小时的电机而言，

其运行时间大约处于中等水平，对这类电机进行

维修还是更换的选择，有可能取决于你所在的位

Savings for EE mtr vs Std m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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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图 2 中的算法。首

先，应该确定以下的各项数值。

电机年度运行时间（HA）

地方能源成本（E，以美元 / 千瓦

时为单位）

效率变化（FNEW-FREPAIR，以 %

为单位）

维修成本（CR，以美元为单位）

新电机成本（CN，以美元为单位）

然后将各项的值代入下面的算式。

决策系数 = 电机年度运行时间 • 

地方能源成本 • ( 效率变化 ) • 维修成本 /

新电机成本

例如，假设一台 100 匹、每年运

行 3000 小时的节能高效电机显示出故

障的迹象。该地地方能源成本是 0.09 美

元 / 千瓦时；同时，根据保守估计，如

果该电机进行重

绕， 将 损 失 1%

的效率，从新装

时的 95.5% 降至

94.5% ；电机重绕

的价格是 2600 美

元；更换一台新

电机的价格是 8800 美元。那么，应该

对这台电机进行重绕还是直接更换呢？

决策系数 =3,000 • 0.09 • 1 • 2,600 

/8,800 = 79.77

经过计算，得到的决策系数毫无

疑问位于“维修”区域。另一方面，假

如这台电机每年再多运行 1500 小时，

并安装在一个地区能源价格为 0.13 美

元 / 千瓦时的地区，那么照此方法得到

的决策系数则正好位于两种决策之间

的临界点附近。

事实上，这个算式指出了电机效

率这一因素在整个决策中的压倒性作

用。假如稍稍将算式中的效率差值从 1 变

为 2，那么整个决策系数的结果将立刻翻

倍。另一方面，这个算式还是相对保守的，

因为在算式中并没有考虑到地方能源价格

正在逐渐上升的趋势性因素，而这在现实

中正如税收和死亡一样，几乎是无可避免

的。所以，如果根据这一算式得到的维修

/ 更换决策系数正好处于临界值附近，那

么更换这台电机将成为更明智的选择，因

为随着能源成本的上升，新电机带来的高

效率无疑有着重要的价值。

直流电机上的选择
与交流电机相比，直流电机则是完全

不同的。除了轴承不同以外，其磨损点也和

交流设备不同，并且其造价也更为昂贵，根

据其设计不同价格通常是交流电机的 2 至 4

倍。同样地，直流

电机的维修也要比

交流电机花费较多，

但除非换向器和电

枢完全损坏，否则

不至于达到交流电

机维修费用的 4 倍。

在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中，必须要使

用大型直流电机。比如那些对速度必须进行

精确控制的情况，或者是可以利用再生能源

回馈型驱动器，对旋转设备耗费的能量进行

回收再利用的场合。除此之外，直流技术和

交流技术在不同的应用场合可谓各有千秋。

对于直流电机作出维修和更换的决策

通常比交流电机的情况要简单，因为不存在

超高效电机的情形。而且，因为这类电机的

造价较为昂贵，用户通常倾向于长期持有并

使用它们。对直流电机而言，区分维修还是

更换的决策系数临界值比交流电机要高一

些，大约处于新电机造价 65% 的水平。  

并不是每一台电机的损坏程度都会这样严

重。如果能够持续对一台电机的基本状态

进行持续的监测，将有助于确定电机何时

需要检修或者是否适合对其进行更换。

置。这是因为能源成本的水平在全国各个

地区都不相同，从0.05美元 /千瓦时到0.13

美元 / 千瓦时不等。之前举的例子一般都

是基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但如果你所在

的地区电价比平均水平高出 30%，就必

须另行考虑了。

在电力价格很高的情况下，一个保

持中等运行时间的电机在每年的能源成本

花费上近似于高运行时间的电机，所以可

以当作高运行时间类电机的情况来考虑。

相反，如果电价较低，那么则可以用低运

行时间类电机的规律来考虑决策。

低运行时间

对于那些每年运行低于 1500 小时的电

机，可以归类为低运行时间电机。在这种

情况下，作出选择的规则和以前基本一样。

即如果维修费用高于新电机价格的 57%，

就更换一台电机。大部分每天只运行一个

班次或更少时间的电机属于这种情况。

此外，没有人会去选择修理功率低于

15 匹的交流电机，除非这台电机规格特殊，

或是处于一台规格特殊的机器里。算法和

原因也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最低的维

修费用也势必会超过 57% 的临界值。

计算方法
要对维修还是更换作出初步的选择，

如果根据这一算式得到的维修 / 更换

决策系数正好处于临界值附近，那么

更换这台电机将成为更明智的选择，

因为随着能源成本的上升，新电机

带来的高效率无疑有着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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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Perry Finco 在 2012 年春季开始担

任 Premier Silica 集团 Brady 工业

设施的维护经理时，他设定了一

个目标，希望将这个拥有 35 年历史的工业设

施的效率提升至 90%。但是，由于他和他的

团队常常要忙于处理各种非计划停机，他们

根本没有时间对这一目标着手规划。事实上，

他们的任务比看上去要严峻得多，因为他们

根本不清楚在这处工业设施所属的矿场、两

个湿法车间、三个干法车间、两个装袋设施

和两个运载设施里，都安装了哪些设备。

多年以来，Brady 工业设施曾经经历了多

次收购。在 2012 年 4 月 Premier Silica 集团接

手这处工业设施时，所有材料账单和相关产品

通往可靠性之路
看看Premier Silica's Brady公司是如何利用评估的方法来提升工厂效能的。

的历史记录就已经丢失。

“当你都不知道工厂里正在运行着哪些设

备，你又怎么去实施一个预测性维护或备件策略

呢？”Finco 谈到，“我们甚至都不清楚库房里存

放有哪些设备，这些信息的缺乏意味着我们只能

凭感觉来运营，到处搜索配件，试图保持工厂的

正常运转。”

尽管 Finco 知道他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但他

也意识到，只要他还对工厂里运行的设备一无所

知，他就只能停滞不前。不过，在 Finco 以往的

任职经历中曾经有过工厂调查的经验，当他看到

Baldor 公司提供一种设备基础评估（IBE）的服

务时，他产生了兴趣。

一个调查小组对 Brady 工业设施里运行和

因为 IBE 针对工业设施中已安装的设备和备

件提供了一个完整而详细的数据库，工厂的

运营者就可以作出明智的决策，这些决策对

工业设施的可靠性和盈利能力有着重要的影

响。在 Brady 工业设施，对库存备件的详尽

调查为工厂运营者制定其备件策略提供了关

键性信息。

因为 IBE 针对工业设施中已安装的设备和备

件提供了一个完整而详细的数据库，工厂的

运营者就可以作出明智的决策，这些决策对

工业设施的可靠性和盈利能力有着重要的影

响。在 Brady 工业设施，对库存备件的详尽

调查为工厂运营者制定其备件策略提供了关

键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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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的所有电气设

备和机械设备进

行了调查，获取了

Finco 需要的一切

信息 ：设备的详细

铭牌信息、应用程

序信息、工厂地理

信息等等。

“因为我们这

处工业设施所在的

位置十分偏远，而

且在一定程度上来

说，它的规模也不

是很大，所以我们

还曾经担心找不到

一家能够前来实施调查的公司。”Finco 谈到，“但

是 IBE 团队完全符合了我们的需求。”

当现场调查完成后，IBE 团队立刻着手对

数据进行分析工作，并开始准备一份详尽的报

告。当 IBE 团队发布了调查的结果，Finco 立刻

看到了对设备实施标准化管理的机会，这成为

了他库存管理策略中一个十分关键的步骤。

当把调查数据上传到 Brady 工业设施的资

产管理系统之后，设备维护团队建立了他们自

己的数据库。据 Finco 介绍，现在这个数据库已

经成为了覆盖整个工业设施机械与电机产品预

防性维护策略的基础性框架。

“我们正在利用 IBE 报告中的一些信息来编

写我们新的预防性维护计划。”Finco 谈到，“既

然已经知道了我们拥有哪些设备，就可以为每一

件设备撰写出需求清单，建立润滑时间表以及其

他预防性措施。而且，因为现在已经准备得更加

充分，我们也打算对计划内的检修停机进行更好

的支持。”

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在防止持续工作的

轴承出现故障上已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

样的故障曾经一度导致了生产的停滞。Finco 谈

到，通过精确地获知工厂里运行着哪些型号和种

类的轴承，他的团队有能力在必要时对设备进行

升级，此外还可以研究出对轴承进行维护的最佳

方案。

“我们发现在轴承上曾经使用了错误的润滑

油。”Finco 谈到，“通过实施正确的预防性维护，

在适当的时间使用正确的润滑油，轴承再也没有

导致过停机，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了过去。现在我

们清楚自己拥有哪些种类的轴承，对库房里储存

的轴承种类和数量也了如指掌。”

拥有了有针对性的策略计划，Finco 的工作

开展得十分顺利。他很高兴地报告说，自从受益

于 IBE 的信息服务之后，整个工业设施的效能

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他谈到，他的团队已经从

过去的被动转为主动，距离之前设定的 90% 的

效率目标也更近了一步。

“这项服务帮助我们得以将精力聚焦到关

键性的策略之上，正是这些策略将把工业设施

的可靠性水平带回到应有的良好水平。”Finco

谈到，“IBE 的协助还仅仅是我们旅程的开始，

我们必须向着我们承诺的目标坚持前进。如果

不是得益于这项调查服务，我们想必无法打开

这样的局面。”

IBE 团队调查了 Premier Silica 集团所属的

Brady 工业设施的矿场、两个湿法车间、三个干

法车间、两个装袋设施和两个运载设施。这个团

队不仅提供了电气和输电设备的准确数量，还获

取了详细的铭牌信息、应用程序信息以及工厂地

理信息。  

Baldor 公司的 IBE 团队

调查了 Premier Silica 集

团所属的 Brady 工业设

施的矿场、两个湿法车间、

三个干法车间、两个装袋

设施和两个运载设施。这

个团队不仅提供了电气和

输电设备的准确数量，还

获取了详细的铭牌信息、

应用程序信息以及工厂地

理信息。（依据 Premier 

Silica 集团的安全规程，

在调查期间，所有设备都

得到了妥善的锁定处理并

作了标注）

通过了解到工厂里运行的

轴承的详细信息，维护团

队已经开始实施正确的预

防性维护计划，在适当的

时间对轴承进行正确的润

滑。这些努力在防止持续

工作的轴承出现故障上已

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这样的故障曾经一度

导致生产的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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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Tool 公司为航空航天、汽车和其

他各种高精密行业设计并制造一系列

液压夹具。最近，这家位于北卡罗来

纳州摩根敦的工厂开始在其液压夹具制造部

门采用 3D 打印，这是一种增材制造技术。

由于这一部门在不断承接定制化的工作，所

以在产品设计制造方面进行技术拓展成为了

公司的当务之急。此外，James Tool 还向客

户提供数控生产加工和非生产类的精密加工

等业务，这些客户主要包括机械设备制造商

和面向航空航天、汽车、工程机械、电力、

核能以及交通运输等行业的供应商。

James Tool 公司的总裁 Jeff Toner 谈到 ：

“我们一直在关注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几年以

前我们就看到 3D 打印技术开始产生了一些影

响。等到这项技术日趋成熟，成本也更加可以

接受，我们就对其进行了投资。”最近，他们

采购了第一台这种机器并将它应用在夹具部

门，此外这台机器还可以帮助估算数控加工的

参数。

从 CAD 到模型
3D 打印是增材制造的一种形式，它依据

CAD 文件逐次地一层层向上堆叠材料，形成

3D 固体模型。James Tool 公司的工程师相信这

项技术可以大大地改变公司服务客户的方式。

这种增材制造与传统加工过程中的减材制造有

着显著的不同，后者是通过从原始工件的表面

一步步削除金属碎片来完成加工。

应用于液压夹具的增材制造技术
James Tool 机械工程公司将3D打印技术应用于夹具制造。

By Mark Hoske

Content Manager

在派出一个团队对当前 3D 打印的技术情

况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考察后，James Tool 公司

最终决定采购一台 Stratasys 公司的 Dimension 

1200ES 打印机。这台机器可以使用 ABS 塑料打

印外形不大于 10×10×12 英寸大小的部件。

Jeff Toner 谈到：“在对机器进行安装和调试

后，我们仅用了两个小时就让机器实现了生产运

转，这还包含了对机器进行初始校准和对当地技

工进行培训的时间。”由于 James Tool 公司已经

在 CAD 设计 3D 建模领域拥有超过 15 年的经验，

所以他们几乎毫无障碍地实现了向 3D 打印业务

模式的过渡。

制造业的革命
通过观察这样的趋势，Jeff Toner 认为增材

制造将改变整个机械加工领域的“游戏规则”。

他谈到 ：“减材加工将被逐渐淘汰，更多的零件

将被打印出来，而不是由传统的方式加工出来，

这一天的到来已经不远了。”他计划让他的公司

成为增材制造和其他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型企

业。“3D 制造业的未来真的是无可限量，现在每

个人都可以采购一台桌面 3D 打印机用于公司和

家庭办公室，并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得到一个

3D 原型零件。我想这项技术将为制造业带来革

命，并创造出新的业务模式。”

Jeff Toner 还对这项新技术为 James Tool 公

司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量化评估。他得到的结论是，

3D 打印显著地减少了夹具制造和数控生产工作

的工程和报价时间。  

■ 增材制造或 3D 打印

是逐次逐层向上堆叠

材料，这与传统加工

过程中的减材制造有

着显著的不同。

■  3D 打印技术显著减少

了工程和报价时间。

■ “减材加工将被逐渐

淘汰。”

要点 ：

3D 打印（通常也叫做增

材 制 造 ） 已 经 被 应 用 于

James Tool 公司的液压夹

具制造部门。画面前端是

一个已打印好的零件模型，

后端则是一台 Stratasys 公

司 的 Dimension 1200ES

打印机，这台机器可以使

用 ABS 塑料打印外形不大

于 10×10×12 英 寸 大 小

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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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工厂能源消耗的五个途径
电气能源管理系统可以为您提供所需的信息。

AUTOMATiOnSoLUtIoNS 自动化解决方案

By Marty Aaron

Eaton 如
果你对一个事物的情况不甚了解，

那你就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

不过，现在已经有很多不错的工具

可以帮助你来获取有用的信息。大多数配电

系统包含的设备，可以进行信息通讯并提供

大量的数据。然而，报警信号可以帮助你确

定一个问题的存在，但当大量的报警信号同

时发生时，你也许很难确定哪一个问题应该

首先得到解决。

这时，你需要建立一个控制面板视图对系

统问题或设备问题进行定位，从而确保你的工

厂可以实现财务目标、运营和安全指标，符合

可持续性倡议以及环境标准。

你要做的不仅仅是应对报警通知，还要越

过这些报警信号去管理、分析和追踪电气设备

的可用性和使用情况。这样，你才能对工厂的

能源情况进行积极的、预测性的管理。

1. 收集和分析能源信息
对配电系统进行监控和管理，是成功实现

高能源效率和运营可靠性的关键举措。利用一

套电气能源管理系统（EPMS），你就可以通过

追踪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来定位、追踪和改善

那些浪费能源的行为。

今天，获取电力和能源的各项信息变得更

加容易，这有助于作出更加积极有效的运营决

策。对能源的监测不再需要那些在安装和升级

上非常昂贵的，以及那些会随着电气系统的改

变而过时的解决方案。

经过设计，基于网络的全新软件解决方案

在安装和配置上非常迅捷，这样系统就可以快

速地启动和运行。除此之外，在系统的更新上也

更加直观，当电气系统发生改变时，用户可以方

便地对设备进行添加和删除。这也使得在任何时

候，电气能源管理系统都能够对整个电气系统的

全貌进行准确的描述。

此外，电气能源管理系统还可以对第三方

产品和其他重要系统（包括建筑管理系统、安全

系统和火灾报警系统等）进行集成。这将有助于

用户在一个统一的管理平台上对复杂的数据进

行处理，以作出较为全面的决策。

2. 确保按照规划实施系统
电气能源管理系统可以帮助检验你工厂的

配电系统是否是按照既有的目标和预期来安装、

校准及运行的。你应该确认你的系统按照计划工

作，并能够根据需要做出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

配电系统会不断发生改变，比如增添新设备、对

系统进行调整以及流程上的变化等。电气能源管

理系统可以帮助你确认所有的配电设备都在最

有效率的状态下运行。

此外，通过对配电系统进行简要的监测，

你可能会找到降低能源成本的有效途径。霍桑效

应表明，通过对自身的行为进行观测，你才更有

可能对其做出改变。通过密切关注能源的消耗情

况，才更有可能实现节省的途径。

3. 管理运营
电气能源管理系统持续地对信息进行收集，

从而有能力对可用性、负载情况和能源消耗进行

实时的测量。对于一家需要对数以百计的设备进

行管理、监测和跟踪的工厂而言，其中央系统需

对能源的监测不再

需要那些在安装和

升级上非常昂贵的，

以及那些会随着电

气系统的改变而过

时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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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来自设备、电路和负载的大量数据转化为

可理解、具有操作性的信息。

电气能源管理系统让用户可以对建筑中所

有电气设备的运行情况和状态进行监测，并对

这些设备的状态进行长期跟踪，以探察其变化

趋势。根据这些设备的变化趋势，可以在设备

发生被迫需要维修的故障之前，就提前对其采

取预测性的措施。

利用电气能源管理系统，你可以对设备或

是整个工厂设施的能源消耗情况进行对比，从

而对低能效的行为进行识别。这一软件可以帮

你计算出改善低能效行为和更换相关设备带来

的回报。

4. 识别问题
请只观察那些对你有意义的设备信息，并

对报警管理进行简化。对能源的使用和需求数

据进行检查，并比较这些数据，尝试对你的电

气系统情况进行一个简要的概述。

电气能源管理系统的用户自定义控制面

板视图，可以让用户寥寥几眼就能够得到所

需要的信息。这样你就可以迅速地找到电力

和能源方面的异常情况，从而有能力实现能

源节约，避免设备和生产线的停机，并支持

可持续发展计划。此外，控制面板视图也有

助于在重大问题发生之前，尽快定位设备或

系统故障。

5. 改变坏习惯
利用软件，人们更容易看出能源在哪些地

方被浪费，以及可以在哪些地方实现节省。无

论是简单地在夜晚关闭照明，还是分时段驱动

电机和设备，亦或是将生产向低电价时段进行

转移，电气能源管理系统都可以对这些工厂节

能举措提供支持。设立降低峰值能源需求等目

标或重新调整运行和系统都有助于降低能源成

本。应用一套电气能源管理系统，可以帮助用

户更好地理解应该如何改善运营，很多企业曾经

奉行尽量不对设备进行更新或升级的原则，这样

的原则也由此而改变。

回报
电力监控和管理功能可以帮助相关的工作

人员建立信心，使他们对局势能够进行更好的掌

握。当报警信号发生时，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信

息依据来积极地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作出基本

的应对。这有助于在更多的问题发生之前就进行

防范和应对。

对于今天诸多日益复杂的工厂设施而言，

电气能源管理系统不再是一件奢侈品。它是一种

工具，用来帮助你的工厂有效且高效地运行。

现在，很多不同的供应商都可以提供电气

能源管理系统，但这些系统的的水平和花费则

各有千秋。如果为你的工厂选择一套最合适的

电气能源管理系统，一定要选择最能够满足你

的商务需求的系统，同时还要强调一点 ：在你

的系统发生变化时，你选择的电气能源管理系

统一定要具备良好的扩展性，这样才能持续提

升价值。  

电气能源管理系统让用户

可以对建筑中所有电气设

备的运行情况和状态进行

监测。

作者简介：Marty	Aaron是伊顿的软件和连接产品线
经理，在电气行业拥有超过25年的经验，在工业电
机控制和电能质量领域都具有专业知识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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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所有因素：

活塞式和回转式压缩机的选择
在活塞式和回转式压缩机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对运营是非常有利的。

By Daniel Leiss, president

Jenny products, Inc.

机械解决方案MEChAniCAl SoLUtIoNS

在
空气的压缩方面，提供给用户的选

择可谓多种多样。尤其是当你正

在市场上寻求一台新的空气压缩机

时，你很可能会注意到这一点。有很多种可

行的技术都可以用来实现对空气的压缩，关

键是要确定哪一种类型的压缩机能够最有效

地满足你的气体需求。

除非你有非常高的空气需求，比如需要高

于 200psi（磅 / 平方英寸）的气压或者其他特殊

需求，否则你的选项不外乎一台标准的回转式

（螺杆或叶片）或活塞式压缩机。尽管如此，在

这两者之中进行选择往往并不简单，这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

一旦用户选择了错误的压缩机，付出的代

价将是非常昂贵的。如果选择了功率过大的压

缩机，将会导致成本的极大浪费 ；而如果选择

的压缩机功率过小，则会导致令人难以忍受的

停机时间。总而言之，基于一系列具体因素来

考量压缩机的采购事项是非常重要的。

功率
通常，用户会参考功

率来决定采购哪种类型的

空气压缩机。如果他们只

需要 10 匹或者更小的功

率就能制造出足够的空气

来满足需求，他们会自然

而然地选择一台活塞式压

缩机。同样，他们可能会

觉得一台回转式螺杆压缩机能胜任几乎所有超

过 10 匹的应用需求。

实际上，这种想法并不完全准确，在功率

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点来区分回转式和活

塞式压缩机。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厂商也会提供

功率低至 3 匹的回转式螺杆压缩机或是高达 100

匹的活塞式压缩机。尽管这些极端的实例并不是

很常见，但它们的确能够说明问题。

挑选压缩机时，更合适的做法是从确定日

常的压缩空气需求或者工作周期入手。例如，一

个应用数控机床的加工车间对压缩空气的需求

可能会非常稳定；与之相反，一家使用气动冲击

扳手的汽修店可能只会定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

用压缩空气。

尽管市场上的一些活塞式压缩机是液体冷

却式的，但这类压缩机更典型的冷却方式是风冷

型的，所以它们通常只能达到 75% 的工作周期。

即便这些压缩机内置了飞轮风扇来帮助对泵进

行冷却，活塞式压缩机也必须在冷却上耗费至

少 25% 的周期时间。当空气被压缩时，压缩机

会产生大约 2500btu/ 匹的热量，所以必须要确

保有效的冷却时间来防止过热。

另一方面，所有的回转式压缩机都使用液

体冷却，所以它们可以保持连续运行，并达到接

近 100% 的工作周期。所以，如果一个应用中的

气动设备要求使用高达 100 立方英尺 / 分钟的压

缩空气，而且在一整天内的气体需求都相当稳定

地保持在这一水平，那么回转式压缩机可能是其

唯一的选择。反之，如果空气需求浮动得很厉害，

选择使用型号不适合的压缩机，会造成大量支

出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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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达到 100 立方英尺 / 分钟，过一会

儿又转为 10 立方英尺 / 分钟，那么一台活

塞式压缩机可能是更加实际的选择，因为

它可以在压缩空气的运行周期之间获得充

分的冷却时间。

采购价格
在活塞式和回转式压缩机中进行选

择时，如果工作周期并不是唯一的考量因

素，那么压缩机的前期成本也是可供考虑

的一方面。与可供比较的回转式压缩机相

比，活塞式压缩机的采购价格更加便宜。

这是因为活塞式压缩机的设计非常简单：

通过一个电机带动泵转动，这几乎就是它

的全部结构了。反之，回转式压缩机则配

备有额外的组件，比如液体冷却系统和气

液分离器等，这使得它们更加昂贵。基于

有限的预算，这

一因素可能会对

采购产生很大的

影响。

当然，我们

也必须考虑到压

缩机的能源使用成本。活塞式压缩机的一

个优点在于，这类压缩机只在压缩空气时

才消耗电能。与之相反，回转式压缩机采

用持续运转的设计，即便是在不压缩空气

时也会持续运行。一些回转式压缩机可以

在空载 5 到 10 分钟后自动切换到待机模

式，尽管如此，这仍然意味着 5 到 10 分

钟的额外能源消耗，这有可能对电费支出

造成显著的影响。

维护成本
除了考虑采购价格和节省能源等因素

外，服务成本也应该纳入考虑的范围。这是

因为，如同购买一辆豪华跑车需要持续投入

金钱类似，在回转式压缩机上的投资也并

非一劳永逸。这类压缩机在为用户带来便

利性的同时，其所需的附加过滤器和润滑

油也让它们在维护维修方面更加昂贵。

通常而言，回转压缩机花费最多

的维护项目是润滑油。这些部件通常需

要使用专门的润滑油，在某些情况下，

5 加仑特种润滑油的价格甚至可以高达

数百美元。对回转式压缩机来说，每 3

到 6 个月就需要一次价格不菲的技术服

务。事实上，当一台回转式压缩机被使

用 5 年以上的时间后，它的累计维护成

本可能已经超过了当初设备采购的成

本。不幸的是，很多用户在采购这类设

备之前并没有提前了解到这些情况，这

些昂贵的花费常常使他们感到吃惊。

有些用户能够认识到回转式压缩

机带来的高维护

成本是有其原因

的，尤其是在很

多情况下，当用

户需要 100% 的

工作周期时，他

们并没有别的选择。但是对于其他用户

来说，附加的维护成本足以影响他们的

决策，转而采购一台活塞式压缩机作为

替代。

总体而言，活塞式压缩机的维护

更为简单。只要使用者定期对空气过滤

器和泵油进行更换，压缩机就有可能维

持多年无故障运行。而且，往复式活塞

泵的油要便宜得多，数量也少。举例而

言，这种压缩机泵可能只需要 2 夸脱油，

而一个可供比较的回转式压缩机则需要

5 加仑油。除了这种简单易行的日常维

护任务，活塞式压缩机并没有太多其他

组件需要维护。

作者简介：Daniel	 Leiss是Jenny	Products
有限公司的总裁。

如果压缩机的工作周期不是唯一的

决定因素时，那么其他一些因素就

会发挥作用，比如前期的采购成本。

环境因素
工作环境也可以用来帮助判断采购

哪种类型的设备。活塞式压缩机的设计结

构简单，而且经过了时间的验证，其经受

恶劣环境的能力广为人知。而回转式压缩

机的设计更加复杂，也不是很适合在一些

恶劣的工业环境中进行应用，它们并没有

这么长的验证时间可供参考。

尽管活塞式压缩机在设备的耐久性

上更胜一筹，但它们的噪声更大，运行的

振动也更强烈。所以，如果用户对设备的

噪声和振动较为关注，一台回转式压缩机

可能更加适合其应用。

尽管活塞式压缩机和回转式压缩机

在处理空气的途径上略有差异，但他们的

基本功能是一致的。无论如何，用户不应

该仅仅因为追求新潮流而选择回转式压缩

机，也不该仅仅为了廉价而选择活塞式压

缩机。相反，仔细考虑所有因素，并采购

最适合自身应用的压缩机，这才是正确的

方法。无论最终购买的是活塞式还是回转

式压缩机，只要可靠而有效，没有人会过

于在意这两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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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十一世纪是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数

字化工厂在前几年还仅仅是人们脑海中的一个

梦想，而今天，它已经被广泛应用到汽车、航

空航天、电子、发电等行业和领域。在我国石

油化工炼油行业，数字化建设经过多年的发展

和应用研究，已经有了越来越丰富和完善的概

念。近年来 , 石油化工炼油厂在数字化建设领域

基于石油化工炼油行业的

                 数字化移交方法（上）

沈香男 陈常蕊 马俊忠 关菲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华东设计分公司

有较大的投入和应用，基本实现了石油化工炼

油厂生产运行数字化、管理信息化。建设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数字化石化炼厂，已经

成为石油化工炼油厂的建设目标。

数字化工厂不仅带来了技术上的改变，而

且还将带来众多管理和观念上的变革，为工厂

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

传统的石油化工炼油厂信息化管理对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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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工厂的运营中产生的各方面的数据，

而忽视了将这些动态数据与工厂最基础的

静态工程数据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有的放矢

的精细化管理模式，结果造成目前这种局

面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数字化移

交。实现数字化移交，把工程设计、采购、

施工、建设阶段的信息流与运营阶段信息

流打通，贯穿整个工厂生命全周期的信息

流，为工厂的运行、维护、改扩建、安全

管理提供合理的数据支撑，使之变成工厂

宝贵的虚拟资产。

确定数字化移交目标
理想的数字化移交是移交一个在计

算机系统中智能关联的虚拟工厂模型。该

虚拟工厂模型能够指导工程建设公司设

计院制定工程材料采购计划及用于工程

材料施工管理，指导现场与仓储管理，提

高现场施工建造的管理能力，进一步缩

减施工建设周期，提高工程效率，节省

工程成本。业主运行商采用该虚拟工厂

模型能够用于运行维护，安全管理，模

拟仿真及系统培训。

为了理想化的数字化移交，需要保

持工程数据的一致性、准确性、完整性

和关联性，详细规划数字化移交的总体

目标，阶段性目标和分阶段实施移交的

计划。

设计向采购的数字化移交，是设计

阶段为保证设备、材料采购的技术经济

性，保证设备性能指标的先进性，从而

针对采购环节提交充分、完备的数字化

文件。

设计向建设的数字化移交，是设计单

位向施工单位提交施工图、施工技术说明

书等分阶段的各类文件，以保证施工技术

要求和施工进度要求。

采购向建设的数字化移交，是设

备、材料的采购环节向负责施工、安装、

调试运行的各单位提交设备、材料及技

术文件资料的详细数字化文件。

建设向运行的数字化移交，是最

终的数字化移交，它是标准化、规范化

的移交，也是数字化的全面移交。

通过数字化移交，从设计环节提

交的数字文件，要求是可视化的设计成

品，各成品之间相互关联，并要求各种

来源之间的数据一致、没有冲突。

制定数字化移交规范
传统的工程竣工移交包括来自工

程建设公司设计院的各个专业的竣工

图、数据表、计算书，来自供应商的

设备资料，以及来自施工单位的现场

预制图纸等资料。由于大多数工程项

目在实施过程中对工程数据缺乏有效

的收集、整理和管理，所以阶段性移

交给业主运行商的通常是每个版本的

施工图，最终竣工移交内容以竣工图

为主，移交形式多为纸质资料或扫描

版 PDF 文档。

真正的数字化移交要求业主运行

商在项目初始阶段考虑周全，明确工

程数据的移交范围和移交内容，与工

程建设公司设计院制定移交原则、相

关方职责，确定分阶段移交方式，确

定移交里程碑。双方制定的移交规范，

作为合同附件，具有合同同等的法律

效力。

为了实现数字化移交，需要对工

程设计数据有明确的规范定义，并且对

设计交互的通用结构进行规范和要求，

从整体工程信息管理的角度来满足今后

工程数据服务于工厂的运营，因此双方

制定了下列规范 ：《工程信息编码规定》、

《工程位号属性规定》、《工程图纸文件属

性规定》、《三维布置模型规定》、《智能

P&ID 图例及绘制规定》、《项目电子文件

管理规定》、《项目资料管理规定》、《工程

设计文件编号规定》、《设计项目单元划分

规定》、《工程设计文件目录编制规定》、《供

应商文件属性规定》、《供应商、承包商工

程资料移交清单规定》。

制定数字化移交内容
数字化的移交范围是移交工程设计、

采购、施工过程中涉及到工程文档、工程

数据以及工程模型这三项内容，这是一个

非常宽泛的范围，从传统的管理模式来分

析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项目初

始阶段就制定以工程建设公司设计院为工

程数据汇总中心，搭建工程信息平台，制

定阶段性移交工程数据的收集和管理策

略，所有分包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在项

目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就能够将每个阶段

产生的各类工程数据收集起来，最终由工

程建设公司设计院将工程信息平台作为一

个数字包移交给业主运行商，实现数字化

移交。

工程建设公司设计院应按照规范要

求进行工程信息移交，并有义务保证提供

的数据与对应的图纸文件一致，移交的工

程信息与对应的硬拷贝文件具有同等的法

律效力。（未完待续，详见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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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x 发布 FlexiBend ™ MpO/MTp 柔性导引光缆组件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向中国市场推出
SmartLink 压缩机

Molex 公司最近推出flexiBend™ Mpo/

Mtp柔性导引光缆组件，设计用于优化光

缆路由并支持低侧安装, 避免机柜门和面

板可能会受到传统直线式弯曲限制导引

的干扰。这些光缆可用于数据通信、电

信、医疗和工业设备机柜和机架至机架

(rack-to-rack) 应用。这些组件具有柔性弯

曲限制导引特性，允许光缆在不同的位

置采用直线至90度的角度退出。

随着 

Smar tL ink 

智能程序

在中国的

推出，阿

特 拉 斯 •

科普柯的

维护与服

务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通过智能连接、数据监测和商业

智能化，阿特拉斯•科普柯能帮助客户更好地了解机器的

维护需求，延长正常生产运行时间，最大程度地降低能

耗，以尽可能减少运行成本。

如今，通过SmartLink智能程序的推出，客户可以全天候

了解空压机的实时运行。SmartLink 帮助企业全面深入地了解

其压缩空气的生产过程。它不仅能帮助客户在保养安排上掌

握主动性，还能为客户找到在整套压缩空气系统中可以优化

生产并节约能源的环节和方式。

SmartLink 是一种安装便捷、方便查询且易于调节的智能

程序。它可以随时收集、比较并分析数据，并在必要时及时

发出警告。这样一来，服务技术人员可以在故障发生之前就

有所计划和准备，以主动的方式应对和预防问题的发生，不

仅能提高服务效率，更能节省时间和成本。

Molex产品经理Eve Leal表示：“在

密集的光缆配线架上安装数以百计的

光缆时，日益增加的光缆路由带来了

挑战。flexiBend Mpo /Mtp柔性导引光缆

组件可以帮助解决光缆路由问题，为

安装商提供了在设备机柜和高密度机

架等紧凑配置中以任何方向弯曲和导

引退出光缆的能力。”圆形Mpo/Mtp 

flexiBend导引光缆经设计可以手工弯

福禄克公司旗

下适用于恶劣高温

环境的坚固可靠的

Ir传感器品牌Ircon®

隆重推出ScanIr®3红

外行扫描仪和热成

像系统。ScanIr3系

列包括 8 个型号，

为各种工业应用提

供准确、实时热成

像，包括连续过程和网络过程以及离散制造。

ScanIr3扫描仪与Ircon ScanView™ pro 软件配合使用，实

现了在恶劣工业环境下的可靠性和连续工作。其坚固的外

壳标配有水冷和空气净化，还具有内置激光瞄准功能。坚

固的处理器盒提供现场通用输入和输出(I/o)功能，无需外

接计算机。

ScanIr3行扫描仪具有行业最快的扫描速度，可提供哪

怕是最高速制造过程的完整数据。ScanIr3行扫描仪搭配有

模块化高温外壳系统选件，该系统经过特殊设计，可在高

达1090ºc的环境温度下保护扫描仪。利用上述外壳保护行

扫描仪，使其可轻松工作于高温过程，例如，常见于钢材

和其他金属以及玻璃和其他矿物制造等应用。

 Ircon® 隆重推出 ScanIR®3 红外行
扫描仪和热成像系统

曲，能够根据需求确定位置，从0、45以至

90度不等，能够简化光缆的安装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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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冠近日推

出针对商用汽车

领域的新型ISIS电

磁阀。该电磁阀

由诺冠英国、德

国、中国和美国

团队携手开发。

它不仅可以用来

控制关键功能，

还拥有较高的可

靠性及低于众多

备选系统成本的价格优势，能够为使用者提供更强的工程优

势和附加值。

新款ISIS电磁阀专用于控制包括差速锁、发动机制动和

喇叭在内的各种标准功能，也兼备举升桥和发动机制动的

关键功能。组件数量减少是其亮点之一。与包含20个组件

的标准型号相比，ISIS电磁阀只有9个组件，并且全部封装

在一个密封的防腐蚀单元内，大大减少了潜在泄漏途径。

与此同时，ISIS电磁阀还具备无故障前进系统，能经受强烈

振动和极端环境条件，从而保证车辆安全、高效工作。

除此以外，通过减少管道、连接器和驾驶室穿通需求，

ISIS电磁阀比典型底盘阀阵系统重量轻10%、体积小30%，有

效节约成本和空间，助力实现工程优势。

 诺冠推出全新 ISIS 电磁阀

凌华科技日前发布旗下首款4U机架

式工业级服务器trL-40，搭载最新Intel® 

xeon® 处理器E5-2600系列，提升服务器计

算性能，灵活的模块扩展弹性，以满足

广泛的工业应用需求。凌华科技trL-40不

仅拥有杰出的计算性能，同时兼具支持

IpMI 2.0的智能管理功能，pcIe 3.0 高速通

讯连接接口，可支持多达3个pcIe x16 的

Vga显卡，专为图像处理及多任务应用高

 凌华科技 ：搭载最新 Intel® Xeon® E5-2600 v2 系列工业级服务器

Edwards 公司推出 STp-iXA4506 大容量
涡轮分子泵

性能需求而设计，使其成为自动化光

学检测、数字监控系统、电视墙以及

医疗影像等应用的最佳首选。

凌华科技 I / o平台产品中心总监

张晃华表示：“由近年工业自动化的

演进趋势，观察到部份特定市场，如

自动化光学检测、医疗影像及监控系

统等，对于高性能系统的要求愈趋重

视。凌华科技以自身在工业计算机专

业的研发经验下推出旗下首款工业级服

务器trL-40，提供性能与稳定度皆大幅提

升的工业级服务器产品，以满足客户多

样化应用需求。”

全球领先的真空

设备和尾气处理系统

制造商及相应增值服

务供应商Edwards公司

最近推出了Stp-ixa4506

大容量涡轮分子泵。

Edwards全球市场

半导体行业经理Maiku 

Boger表示：“中国的

半导体行业继续表现

出强劲增长，尤其是

受到国内生产的推动。中国的战略目标包括新能源和环境的可

持续性，因此，太阳能光伏、fpD和化合物半导体等都属于中

国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广泛工业领域。Edwards公司的真空和尾气

处理系统是满足这个巨大市场供应链的绝对核心。”

Edwards的新型Stp-ixa4506大容量涡轮分子泵经专门设计

为成本敏感的半导体、fpD、LED和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节省

投资。Stp-ixa4506具有高速度(4300 l/s N2)和高排气量(高达

4300 sccm N2)，并且结合了高效抽吸轻、重气体的能力，因而

成为广泛的大容量、高流量应用的理想选择，这些应用包括

半导体蚀刻、LcD蚀刻、玻璃镀膜、太阳能物理气相沉积和

pVD镀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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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克 韦 尔 自 动 化

全新推出的al len-Bradley 

M i c r o 8 2 0可编程逻辑控

制器，成为  allen-Bradley 

M i c r o 8 0 0  p L c系列产品

的新成员。这款 2 0点的

Micro820控制器具备嵌入

式以太网端口、串行端口

和 microSD 插槽。其脉冲

宽度调制（pWM）输出和配方管理功能非常适合缠绕包装

机以及压缩机等小型机器控制。此外，数据记录、模拟量

和热敏电阻温度输入对于水泵控制和空气处理单元等远程

自动化应用 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体化编程组态软件（ccW）简化了Micro820控制器的

组态、设计和维护。软件的最新版本增加了对更多机器设

备的支持，例如新型allen-Bradley guardmaster 440c-cr30可组

态安全继电器和allen-Bradley Kinetix 3元器件级伺服驱动器。

该版本还提供用于应用程序代码的密码保护功能和多项目

之间的协作功能，并能通过便捷的控制器升级工具可更好

地保护用户投资。

适用于绳轮轴承设计的 Bearinx® 在线 Easy 模块

 首款经 UL913 标准认证的 277V
保险丝

为满足客户不断增长的需求，舍

弗勒一直不断更新和扩展其久负盛名

的B e a r i n x ® 滚动轴承计算程序。利用

“Bearinx®-online Easy ropeSheave”，每个

Littelfuse公司是全球电路保

护领域的领先企业，日前宣布

推出了pIco® 305系列本质安全保

险丝，这是首款通过了最新版

UL 913安全标准中本质安全设备

及相关设备认证的277V保险丝。 

pIco 305系列保险丝提供一系列

广泛的电流额定值，每种均为密

封保险丝，具备1500安培的高分

断能力，电流额定值的选择范围

在50至750毫安。 它专为那些在故障电路下有易燃气体或粉

尘的危险环境应用而设计，比如石油、天然气、采矿、化

工、制药和食品/饮料加工行业。

随着pIco 305系列保险丝的推出，Littelfuse可以提供

125V和277V两种符合UL913标准的选择，非常适合多种

危险环境下的应用。pIco 305系列保险丝具有以下主要

优点：将热量和火花与周边环境中的有害粉尘及气体阻

隔开来；通过避免使用额外的密封、环氧树脂或封装工

艺，降低总成本；提高了设备的整体安全性，因而对危

险区域的人员保护得到增强。

舍弗勒客户都能计算单个绳轮轴承和

多个绳轮轴承的静载安全系数和额定

寿命。此产品仅以在线形式提供，可

以免费使用。首次注册只需很少的时

间，然后客户就可以立即开始计算工

作。在http:\\bearinx-online-easy-ropesheave.

schaeffler.com网站上，客户可以快速安

全地浏览和比较一系列各种型号的轴

承。菜单导航简单明了，用户可以快

速轻松地输入数据进行建模、轴承选

择和运算。

Bearinx® 使用户可以在考虑操作

和环境条件的同时详细计算、显示和

记录具体的轴承载荷，即使对于复杂

的机械系统也可如此。计算中会考虑

到每一个滚动体上的接触应力。有一

个专门用于绳轮轴承的模块，确保即

使有多个紧接着的绳轮轴承，也可以

精确地进行计算。Bearinx® 考虑的因素

包括滚动体的非线性弹性挠曲特性、

载荷引起向心滚子轴承的接触角变

化、轴的弹性以及取决于滚动体歪斜

与轮廓的实际接触应力。

 Allen-Bradley Micro820 可编程逻
辑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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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x公司推出Mega-fit电源连接器

产品，继续构建创新的电源连接器产品

系列。这一中等范围线对板连接器产品

线采用小型5.70mm占位面积提供23.0a电

流，填补了现今互连市场中重要的电源

空白。紧凑型设计结合大电流端子，提

供了业界功率最密集的电源连接器之

一。这些功能丰富的连接器产品是要求

每端子功率介乎于14.0至23.0a应用的理想

选择，行业包括消费/家用电器、网络和

 大电流密度 Mega-Fit 电源连接器

test Equipment plus公司日前宣布推出一款产品编号为Signal 

Hound BB60a

的实时频谱

分析仪和射

频记录仪，

其设计目标

是抓取和显

示各种射频

活动，哪怕

是短到1µs的瞬态信号。BB60a是一款体积小、质量轻、性价

比高、基于USB并易于携带的实时射频频谱分析仪，覆盖的

频率范围为9KHz~6gHz。客户也可进行自行软件设计以完成复

杂的、远程的和（或）自动化的功能。

test Equipment plus 首席执行官Bruce Devine说：“因为

干扰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因此干扰搜索和实时频谱监

测工具已经必不可少，而问题在于难以找到一种既能胜任

此项任务、成本上又不让人望而却步的实时频谱分析仪。

同时，为了避免增加费用，传统的频谱分析仪都回避了增

加射频记录功能。但是商品化（cotS）元器件领域内的进

步，加上超级的工程技术，使我们能够去提供Signal Hound 

BB60a，从而带来一种高性价比的、带有射频记录功能的实

时射频频谱分析仪。”

通信、工业和商用车辆。

由于电源互连产品具有至关重要

的特性和安全性要求，Mega-fit连接器

的端子接口和压接部分将先进的技术

集成在这款下一代电源连接器中。这

种split-box端子设计具有六个交错的触

点，每个触点在单独的弹性柱上独立

地移动，以期提供冗余的次级电流路

径，实现长期可靠性。这些端子还具

有扩展的桶形导体压接，提供非常强

大的端子对线保持力，从而提供长期的

耐用性和可靠性。

凌华科技发布全新工业

移动计算产品 IMx-3000，搭

载android 4.0操作系统，极具

竞争力的轻巧外观设计，易

于携带，是各种行业应用的

首选。IMx-3000整合了Nfc、

条形码扫描仪以及3g/WLaN

无线传输功能，提高信息

传递及时性，满足各行业应

用层面上的多项需求。 IMx-

3000可应用于便携式零售、

物流、巡检、仓储以及运输

等行业，1.2gHz双核的计算能力，具有坚韧的耐摔、防

水、防尘的三防特点，为企业提高工作效率、节省管

理成本。 

IMx-3000使用android 4.0操作系统，高质量通话、数

据传输以及高便利性的操作接口一应俱全。此外，因

google加速了 Nfc 在 android 平台上的发展，采用android操

作系统的IMx-3000在Nfc技术上得到全面的支持，读取功

能大幅提升。IMx-3000内置多种可应用在商业及工业上

的应用软件，并同步提供终端使用者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可依据特殊需求进行二次软件开发。

 全新工业移动计算产品 IMX-3000 实时频谱分析仪 Signal Hound BB6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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