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工业自动化展精彩回顾

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中国贸促会和
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机联协办，上海世博集团独家承办的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简
称“中国工博会”）于 11 月 9-13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隆重上演，作为后世博经济启动
的第一个国家级展会，工博会旗下六大专业展联动，11 万平米的超大规模将引领工业领域
的发展潮流，展示了装备制造业的新水平。为期 5 天的展会共吸引了 10.29 万人次专业观众。
经过一年的精心准备，IAS 2010 于 2010 年 11 月 9-12 日盛大召开，并取得空前的成功。
作为“中国工博会”旗下的核心专业展会，2010 工业自动化展（IAS 2010）展览总面积达
30,000 平方米，共吸引了 519 家中外参展商，分别来自德国、美国、瑞士、意大利、日本、
韩国、丹麦、加拿大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 16 个国家和地区。万商云集，精彩荟萃，
上演了一场自动化领域的豪华盛宴。

行业巨头共襄盛举

作为年底召开的自动化领域盛装聚会，业界顶级厂商悉数到场。ABB、西门子、FANUC、
三菱电机、东芝、富士电机、丹纳赫传动、美国国家仪器、葆德电气、倍福、菲尼克斯电气、
魏德米勒、威图、易福门、邦纳、穆尔电子、伊玛电子、奥托尼克斯、皮尔磁、胡默尔、意
尔玛、易帝开关、威琅电气、美国国家仪器、库伯勒、赫优讯、施迈赛、美卡诺、VIPA 等
行业知名企业闪亮登场。而众多国内的制造商、集成商、代理商也积极参与，众多国内厂商，
研华、研祥、和利时、友邦电气、欧辰、广州数控等缤纷亮相，以优质的服务和创新的产品
与顶级厂商同台竞技，共享商机。

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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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2010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再掀首发高潮
在本届发布会上， ABB、德国倍福、三菱电机、研华、富士电机、东芝、美国国家仪
器等企业将于 11 月 9 日－11 日再次举行新品发布会，探讨新技术。在发布会上，创新的喷
涂机器人解决方案、智能电网解决方案、全球首家完全基于 IE 浏览器的 HMI/SCADA 监控软
件、图形化系统设计平台、L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新一代的 PAC 控制系统、HMI 产品、工业
以太网以及变电技术等领先的自动化技术和产品将闪亮登场。

IRB5500 FlexPainter 机器人是 ABB 为汽车
工业度身定制的解决方案，以出众的加速度性能
和独具特色的设计，推动了车身喷涂技术的进一
步发展。该机器人不仅可降低初期投资和长期运
营成本，还能缩短安装时间、延长正常运行时间、
提高生产可靠性，对于厂家而言可谓一举多得
IRB5500 FlexPainter

三菱电机（中国）有限公司在本次工博会推出全
新的系列 MELSEC-L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L 系列作为
MELSEC 超长产品线中的一颗新星，以接触的性能和兼
容磐石的稳定性著称。L 系列再起令人难以置信的小
巧机身中集成了高性能、多功能性及大容量，即使在
当今最为严苛的各项应用场合中也游刃有余。
MELSEC-L 系列产品介于现有的大型可编程控制器 Q
系列以及小型可编程控制器 FX 系列之间，为那些使
用中型 PLC 的用户提供了新的选择，这样用户既不用
浪费成本选择带有鸡肋功能的大型 PLC，又达到了小
型 PLC 所不能满足的各项功能。

NI CompactDAQ 模块化数据采集系统

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

MELSEC-L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

美国国家仪器在现场发布了最新基于以
太网的 NI CompactDAQ 模块化数据采集系统，
该系统结合了数据记录仪的易用性和高性价
比，以及模块化仪器的高性能和灵活性。最新
NI cDAQ-9188 机箱可支持八个 I/O 模块在一个
小巧坚固的封装内（25cm×9cm×9cm）测量多
达 256 个通道的电子、物理、机械或声音信号。
利用超过 50 个不同的可选 I/O 模块，工程师
和科学家能够使用标准千兆位以太网结构，创
建远程或分布式高速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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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过程自动化领域产品完整展示
本届展会，各家知名生产商均重装上阵，展示了生产和过程自动化领域的全系列展品，
全面展示了工业机器人、嵌入式系统、PLC、人机界面、传感器、电气系统、运动控制等领
域最新产品。
行业巨头重装上阵
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工业品
牌展，工博会无疑是各龙头企业“争
奇斗艳”的最佳舞台。ABB、西门子、
菲尼克斯、魏德米勒、倍福、富士电
机、发那科、三菱电机、史陶比尔等
业内巨头悉数到场。
西门子此次全面展示工业自动
化产品系统和解决方案，包括最具创
新性的“全集成自动化”
（Totally Integrated Automation 简称 TIA）理念。该理念是迄今
为止全球唯一一家既可以用于工厂自动化又可以用于过程自动化的控制系统。TIA 展示装置
包括了过程控制系统 PCS7 产品、数控产品、过程仪表产品、运动控制产品、工业通讯网络
产品、工厂自动化控制系统、分布式 I/O 产品、人机界面、驱动技术产品与能源管理产品等。
该理念具备了统一通讯、诊断维护、工程安装、安全集成、安全追踪以及一流的质量，将自
动化控制、制造业执行系统和企业资源管理系统完美地整合，从而让西门子能够根据客户不
同的需求，将 TIA 提供的集成控制系统产品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提供从现场级到控制级、
从执行级再到工厂管理级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菲尼克斯推出了它的旗舰产品---千兆模块化交换机，该系统能满足工业应用的模块化、
灵活性以及端口的要求。.它除了能支持自动化协议 Profinet 和 EtherNet/IP 以外，还能支
持所有通用千兆以及快速以太网传输标准和 IT 标准协议。而世界机箱、机柜的王牌企业，
威图的箱体系统带来了更快、更好、遍及全球的全新理念，该系统除了 RiCAD 3D, 户
外箱体, 配置器所有 CAD 系统中的可视化通用数据等功能外，更实现了机械＋电气设计的
一体化工作流程。

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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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电机的 S-V 系列接触器闪亮呈现，S-V
系列的电磁接触器具有结构紧凑、使用寿命长、
工作可靠、性能稳定、维护方便等优点，同时还
具有低电压释放保护功能。在环境保护方面，为
了便于主要模块部件的循环使用，标注有使用材
料的名称，并且降低该系列的线圈电耗以节能,
因小型化而节省资源。其辅助触头采用高接触可
靠性的分叉式触头，对于微小负荷的可靠性高。

机器人专区热火朝天
ABB，史陶比尔，发那科，首钢莫托曼，
广州数控等纷纷出席，携其最新力作登台亮
相。
ABB 多机器人协调运动工作站广泛应用
冗余自由度的机器人系统，例如弧焊、物料
搬运等。它是由 ABB 两台机器人 IRB 2600 和
IRB 120 组成的多机器人协调运动工作站，
展 示 了 ABB 独 特 的 运 动 控 制 技 术 –
MultiMove，该功能可同时实现对多达 4 台
机器人精度及速度的同步控制，从而确立了机器人多轴定制系统的新标准，被广泛应用于冗
余自动度的机器人系统，是上下料、物料搬运、弧焊等工艺应用的理想之选。
来自史陶比尔公司的最新 SCARA 系列超快速
机器人也是展区内的“热门人物”，凭借着每分
钟超过 100 次的取放速度，它“加盟”了汽车及
设备制造、塑料、喷涂、半导体、太阳能、医疗
制药等多个行业。
另外发那科的拳头机器人 3 号———大型高
速搬运、装配机器人，首钢莫托曼的 DX100 机器
人控制器及相应的机器人亦是该展区中的亮点
产品。

嵌入式系统专区百家争鸣
本届展会吸引了研华、德国倍福、研祥、艾讯宏达、威强电脑、研扬、华北科技、华北
工控等知名企业。
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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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华以 195 平米的超大面积展示了全系列的精品，其中
包括全球首家完全基于 IE 浏览器的 HMI/SCA-DA 软件、新一
代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全新高密度 Modbus/ TCP 通信适配
器、IP65 防尘防水性能及可宽温范围内操作的强固型平板计
算机、工业级可编程人机界面、高性能工业级户外型无线 AP
以及高性能 PICMG1.3 SHB 单主板等。它的 APAX-5000 新一代
可编程控制器，将控制、信息处理和网络连接功能整合在单
一控制平台内，为市面上功能最顶级的 PAC 产品。

德国倍福则带来
了 CP77xx 系列不锈
钢面板型 PC，它采用低功耗型 Intel® Atom™ 处理
器，构成一个结构紧凑的高性能工业 PC 平台。该
设 备 的 核 心 部 分 是 一 块 集 成 了 1 秒 钟 UPS 的
Beckhoff 主板。主板集成两个以太网口，便于在具
体应用中实施 EtherCAT。

首次参加 IAS 的美国国家仪器更是将其高级嵌入式控制和采集系统----NI CompactRIO
带到了展会现场，该系统不仅具备实时嵌入式处理器的低功率能耗功能，还兼有 RIO FPGA
芯片集的优越性能。RIO 核心具有内置式数据传输机制，可将数据传输到嵌入式处理器，用
于实时分析、事后处理、数据记录或与联网主机通信。此外，研祥、艾讯宏达、威强电脑、
研扬、华北科技、华北工控等也分别展示了其最新的研制成果和产品，共同构筑了 IAS 2010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电气系统及运动控制领域百花齐放
富士电机的 FRENIC-MEGA 系列高性能多功能
变频器无论是在控制性还是维护性上都比以
往产品有了较大的提升，并且其机型更丰富，
环保性能更高。MEGA 系列变频器是集中投入
富士电机技术精髓开发的高性能多功能变频
器，通过提高“基本性能”、“广泛用途”、
“维护性能”、“环保性能”，以追求“适
应所有设备”的变频器。提高控制性能：对
应 PG 矢量控制、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动态转
矩矢量控制、V/F 控制；提高维护性能：给远
程操作面板配置 USB 接口、可以输出维护时期的预警信号、使用长寿命的部件（设计寿命为
10 年）；广泛的用途：应用广泛的多种功能、机型丰富可满足各种需求、完善的网络对应功
能。
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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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亮相 IAS 的东芝展示了其强大的电气系
统解决方案，其中内置制动单元，直流电抗
器，噪音滤波器以及附带 PLC 功能的变频器
和 VK 真空断路器都是其最具“杀伤力”的
拳头产品。其应用于如北京地铁、首都机场、
广东电网、西部原油成品管道工程、宝钢、
青岛水处理等环境友好行业

葆德电气旗下 SUPER-E 系列超高效全系列电机
(机座号 80-355)，通过国家节能测试并获得一
级节能认证及标识。葆德是中国首家也是目前唯
一一家通过一级节能认证的低碳绿色电机。该电
机具有以下特点 1. 适用于变频控制 2. 低噪
音、低震动设计 3. 更高的可靠性, SUPER-E 系
列电机提供 3 年质保 4. 超坚固型设计， IP55,通用型电动机, 适用于各种恶劣环境的应用
5. 可提供 50 Hz IEC 60HZ NEMA 两种标准电机

传感器领域大牌厂商共襄盛举
SICK、EMA、万可等大牌厂商高调亮相，展示其扛鼎之作，为 IAS 的传感器专区添上靓丽的
一笔。
SICK 带来了简单可靠、经济实用的工业视觉
方案-Inspector 视觉传感器。它具有以下六
大特点：1.简单易用的 PC 设置软件 2.多达
32 个 不 同 区 域 和 任 务 的 细 节 特 征 检 测
3.360 度的旋转中动态的识别需要检测的目
标 4.检测距离变化时准确定位 5.高速的
处理能力能胜任高达 200 次/秒的检测 6.金
属材料的外壳，IP67 防护等级

ema 则推出全新 RB 系列雷达导波料位计，采用的是新一代 TDR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
高端技术,利用雷达波对侦测目标的反应时间差
原理，实时监控液体的位置,可广泛的适用于任何
液体，例如黏性流体、油、水。通常传感器对于
顶部和底部的区域不能测量得准确，但是本产品
不能测量的区域非常的小，特别适合用于小的桶
槽中。其优越性体在于它不仅可以持续性的精确
计算料位高度，并且结合了开关量的输出，因此
具备二合一的功能的产品，节省了客户的生产成
本。

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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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可的 16 通道总线模块更易节省空间–WAGO-I/O SYSTEM 新一代总线模块凭借极高的组装
密度，使得 WAGO-I/O-SYSTEM 成为市场上最为紧凑的现场总线产品之一。12x100 mm 外壳内
拥有 16 个数字量通道，进而可在电气柜中节省大量空间。节约的空间、降低的通道平均费
用使其比以往的解决方案具备更突出的费用优势。

连接器专区“三巨头”齐聚 IAS
菲尼克斯、魏德米勒、宜科等最具代表性的传感器生产商齐聚 IAS，共享自动化行业的年终
盛宴。
魏德米勒全新 RockStar®高电流 HighPower 4000V,550 A
重载接插件也在展会现场惊艳上市。另外其光电耦合器
TERMOPTO 不仅设计紧凑能节省 80%的安装空间，提供状态
显示方便故障的现场排查，更能节省安装时间，并且完成
密封安装保证内部的电子元器件不受环境损坏。

此外，ELCO 连接器提供的解决方案
将传统的接线方式提升为工业连接器系统连接方式。ELCO 公司的连接
系统系列产品真正的实现了在正确的场合使用正确的产品解决实际
的问题。现场的接近开关，光电传感器、现场总线模块等自动化元件
大多使用 M12 接口尺寸的预注连接器，对于预注的线缆的长度，材质
等有特殊要求。
菲尼克斯 2010 年最新推出工业调制解调器 MODEM 作为工业通讯的解
决方案，菲尼克斯电气工业 MODEM 产品线专为工业应用而设计。该系列产品支持各种通讯标
准，包括 GSM 移动网络（GSM/GPRS、EDGE）、模拟电话网络（PSTN）以及 DSL Internet。完
善的产品线，将为客户提供最优化的系统及设备远程维护和监视的解决方案。

中国智造日益崛起
在科技创新的今天，我们本土的自动化企业亦日益崛起，以和利时、友邦电气、欧辰自动
化和研祥等为代表的名族企业也在工博会这个平台上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强大。
作为国内最大的自 动 化 控 制
系统制造商，由和利时自主研发
的“HOLLiAS AMS 设备管理系统”
针对工厂设备资产管理的解决方
案，以 HART、FF 和 Profibus 协议
为基础，以国外先进设备集成技术
EDDL （ Electronic
Device
Description language，电子设备
描述语言）技术和 FDT/ DTM（Field Device Tool/Device Type Manager，现场设备工具/
设备类型管理器）技术为技术手段，集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于一体，主要用于实现工厂仪表
的远程配置与诊断、在线调校、标定管理、预测性维护以及日志记录跟踪等功能。
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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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电气展示的 UC2-E5、UC2-B6 按钮开关采用笼式弹簧接线方式，接线安全可靠，操作简
单，防振性强，免维护，极大的减少了批量接线时的劳动强度，并且可实现多级模块化连接，
触头方式组合灵活方便。该产品不仅获得两项国家专利，更被评为国家高新科技产品，这标
志着“中国智造”的崛起。

国际展团聚焦工博
另外，各国际、省市展团亦纷至沓
来，德国、日本、中国台湾等企业纷纷组
团参展在工博会这个舞台上争奇斗艳，不
仅为了借工博会这个国家级品牌展的平
台扩大当地企业在中国的影响力，更是为
了展示当地最新、最先进，最具影响力的
产品和技术，分享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
把工博会真正打造成中国的工博会，世界
的工博会。

行业盛典荟萃

高峰论坛巡演

作为年底的行业大会，展会同期举办了多场“年终大戏”盘点 2010 工业自动化行业，
组织自动化领域领先企业交流最新技术信息。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的唯一承办单位，联合多家知名媒体和行业协会，现场组织多场高水平论坛。其中，
由世博集团主办，中华工控网承办的 IAS 2010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为最新的自动化技术和
产品提供首发平台，引导自动化品牌企业或厂商将最新、最高的自动化技术带到 IAS 现场，
并且第一时间发布，吸引众多专业人士、媒体、用户和潜在购买者的关注，为企业赢得更响
的知名度和更多的潜在商机。与国际工业自动化网 IIANews 合作继续举办 OEM 机械设计研讨
会，将 OEM 风潮持续下去，使更多的用户完整全面的了解与掌握 OEM 机械设计技术。此次研
讨会获得了享誉 OEM 机械自动化领域的西门子、菲尼克斯电气、罗克韦尔自动化、ABB 等十
家自动化知名厂商的热情参与，来自机床行业、包装机械、印刷机械、注塑机械、医疗器械、
纺织机械、工程机械、交通工具以及其他机电行业的机械设计工程师和电气设计工程师千余
人次参加了此次会议，OEM 机械设计研讨会使中国用户从一个更完整、更高度的视野了解与

掌握各种 OEM 机械设计技术。各公司所展示的产品及解决方案同样引起台下观众的浓厚兴
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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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此外 2010 第五届 CIIF•MM•新自动化论坛、2010 能源装备技术研讨会等行业论坛的召
开，都得到了广大业内人士的关注和参与，延续历届论坛的辉煌。

自动化新品汇聚业内人士悉数到场 共同演绎自动化行业盛会

IAS 2010 作为 2010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的专业展之一，动用强大政府资源，邀请政府
相关部门现场解读产业政策，各主办、协办单位也将利用全球网络，邀请来自北美、欧洲和
亚太地区的国际买家以及国内各地政府采购机构、行业用户、制造企业现场参观采购。不仅
如此，IAS 2010 同期举办的五大工博会专业展分别覆盖数控机床、电力、新能源、环保、
信息技术等领域，让自动化生产商与用户无缝接触成为可能。此外，近 30 家主流媒体、超
过 200 家专业媒体的强势宣传，近百场专业论坛，数十万次的 EDM 发送和邀请函直邮将保证
展会信息送到潜在观众手中，确保参展商获得更多的市场回报。

2011 工业自动化展将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5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更多资讯请关注：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工业自动化展官方网站
http://ias.ciif-expo.com

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
工博会项目分公司
上海延安中路 837 号，200040
电话：021-22068888 转 8391/8380/8205
传真：021-62895703/62090302
网址：www.ciif-expo.com
上海世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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