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自动化领域顶级盛会
构筑现代服务业一流平台
合作平台袁 从而为提高中国机器人技术水
平袁 促进机器人产业在中国的发展作出贡
献遥
2008OEM机械设计技术研讨会是上
海世博渊集团冤有限公司和国际工业自动化
网IIANews联合举办的旨在提高国内OEM
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专业论坛遥 论坛议题将
涵盖嵌入式系统尧安全控制尧机器控制和无
线通讯等细分子行业袁 届时展会现场还将
有超大规模的展示专区袁配合论坛活动袁进
行产品现场演示遥

行业庆典

工业自动化展渊IAS2008冤作为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渊CIIF2008冤七大
专业展之一袁是关于工业自动化全面解决方案尧生产及过程自动化尧电
气系统尧机器人技术尧工业IT与制造业信息化尧微系统技术领域的国际
盛会袁旨在为制造商尧销售商尧采购商及业内人士提供专业的服务贸易
平台遥
2008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要要
要工业自动化展将于2008年11月4-8日
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1尧E2尧E3馆拉开全新帷幕遥 500家知名展商袁
30,000平方米的超大规模袁预计100,000专业观众袁全力呈现国内自动化
行业第一品牌展遥
上海世博渊集团冤有限公司袁作为野中国工博会冶的唯一承办单位袁一
直致力于打造一个服务于制造商尧销售商尧采购商及业内人士的平台袁今
年袁将继续集合政府资源尧行业协会优势尧媒体等多方渠道在展会期间开
展一系列服务于展商和观众的系列活动袁包括专题新闻发布会尧媒体日尧
新品发布会尧专业技术论坛等遥 在近期的展讯中袁我们也撷取了一些活动
作了专题报道遥

展会联动
工业机器人展区袁作为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袁ABB尧Fanuc尧柯马尧史陶
比尔尧首钢莫托曼尧Epson尧YAMAHA尧LANCO尧坤戈尧百格机器人尧沈阳
力拓等中外厂商都将以最新的技术隆重登场遥 ABB公司将推出适用于气
动或饲服式点焊枪的即用型全配置机器人功能组要要
要SpotPack Basic袁集
顶尖的软硬件及电气模块于一身 渊详见展讯第1期第5版冤曰Fanuc公司也
将在展会期间推出其致力于柔性自动化的机器人视觉系统FANUC iR
Version系列袁为客户找到更好的成本解决方案遥 作为机器人展区的配套
活动袁野2008第三届上海国际先进机器人技术发展论坛冶将继续注重野产尧
学尧研冶相结合的特点袁充分把企业尧专家尧专业观众融入一体袁并且开展
多项分论坛袁提供大量相关技术信息和解决方案袁满足不同专业观众的
需求遥 此次活动将成为国内外机器人界专家尧学者提供一个互相交流与

作为年底的行业大会袁 展会同期将举
办多场野年终大戏冶盘点2008工业自动化行
业遥 其中袁作为一家具有50多年历史的全球
工业自动化专业杂志袁叶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曳将于11月5日在展会现场举办野控制
工程中文版成立五周年庆典暨2008第五届
最佳产品奖颁奖典礼冶袁届时将偕同其全球
编辑尧国内读者尧作者尧国内自动化专家以
及诸多领先厂商一道袁根据读者的投票结果袁分别颁发野CEC五周年之
最冶系列奖项以及CEC第五届最佳产品奖获奖名单遥 本次庆典活动袁将邀
请到国内主要的自动化组织机构和研究院所领导人和专家袁CEC的核心
用户读者袁 获奖产品供应商的代表也将介绍最新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动
态遥
今年是野中国电源展冶专区登陆工业自动化展的第三年袁野中国电源
展冶 是目前国内历史最长尧规模最大的专业电源展览会袁在业内具有广泛
影响力袁今年展会同期主办方将在展会现场举办野中国电源工程师技术
交流大会冶等系列配套活动袁以推广最新电源技术尧解决电源工程师在实
际工作中的问题尧加强电源行业技术人员的相互交流为服务宗旨遥
此外袁野2008第四届CIIF-MM 新自动化论坛冶 将举行 野2008CIIFMM-自动化创新产品奖评选暨颁奖典礼冶尧野2008年度自动化行业十大
风 云 人 物 渊 内 外 资 冤 评 选 暨 颁 奖 典 礼 冶尧 野2008 年 AI 卓 越 产 品 奖 暨
2008TOP100优秀装备供应商评选自动化专场遥

展商秀场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是国内装备制造业最具影响力的政府展袁每年
展会都会吸引众多媒体的聚焦袁展会开展前袁大会的主办单位就会安排
新闻媒体到展商工厂实景采访新产品袁在展会期间袁大会将设立专业媒
体日袁安排专业媒体在展台现场采访袁专题的新闻发布会尧主题论坛尧专
业论坛等活动袁此外袁主办方在现场特设野新品发布平台冶袁为重点展商提
供面向用户和媒体的最佳宣传平台袁也是各大知名企业展现最新技术与
产品的绚丽舞台遥
对于新产品尧新技术袁承办单位还将预先制作展讯将部分产品信息
发送到潜在客户手中袁让客户在参展前就把目标锁定袁同时现场还将提
供现场展报尧现场媒体实况播报尧网上工博会等一系列全方面报道袁把展
会现场打造成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秀场遥
要工业自动化展袁期待您的参与浴
2008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要要

本期导读
匀陨郧匀蕴陨郧匀栽杂

孕圆-3

展会活动 Events

控制工程中文版见证五年辉煌
聚焦工业自动化展电源专区暨
野中国电源展冶上海站

孕源原员1 展商风采 云燥糟怎泽
为和谐城市服务-西门子之道

要要
要西门子部分参展展品介绍

施耐德电气引领您进入未来世
界的自动化时代
助推资源和能源效率升级

要ABB 独特的电力及自动化技术
要要
组合

贴近客户需求 分享全新体验

要要
要罗克韦尔自动化部分参展
展品介绍

轻松降低成本袁创造自动化时代

要FANUC 机器人视觉系统产品精
要要
彩预告

VIPA-来自德国高品质的工业
控制系统为您提供最完美的解
决方案
威强袁谱写中国战略新篇章

要要
要访威强工业电脑董事长郭博达

孕员2

展品聚焦 孕则燥凿怎糟贼泽

孕员3原员5 展会总揽 韵增藻则增蚤藻憎
圆园园愿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要要
要企业论坛一览表渊部分冤
参展企业名单
展 馆交 通 及 分 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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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活动 Events
2008 年 11 月 4-8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控制工程中文版见证五年辉煌
冬去春来袁寒暑易节遥 近五年来的中国制造业袁已经在国内外环境的机遇与挑战中袁迈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袁工业自动化技术袁则从诞生之初就肩负着为一个国家工业袁尤其是制造业服
务的终极使命遥2003年袁一本具有50多年历史的全球工业自动化专业杂志要要
要叶CONTROL ENGINEERING曳渊控制工程冤的中文版本正式进入中国遥在这五年中袁控制工程中文版渊CEC冤一
直孜孜不倦地在中国引入尧传播尧推广国际最先进的自动化控制技术和理念曰在这五年中袁控制工程中文版始终致力于成为国内制造业电气与控制工程师尧业内专家尧国内外先进自动化供
应商之间的沟通桥梁和交流平台曰在这五年中袁控制工程中文版通过自身的媒体传播实践见证了中国制造业自动化的辉煌五年遥
值此控制工程中文版杂志诞生五周年之际袁为了总结历史袁展望未来袁控制工程中文版杂志社将偕同其全球编辑尧国内读者尧作者尧国内自动化专家以及诸多领先厂商一道袁于2008年11
月5日在上海工业博览会期间袁举办野控制工程中文版成立五周年庆典暨2008第五届最佳产品奖颁奖典礼冶遥 在这次典礼庆祝活动中袁杂志社将根据读者的投票结果袁分别颁发野CEC五周年
之最冶系列奖项渊包括五年来野CEC最忠实读者冶尧野CEC最具影响力会议冶尧野十大新闻事件冶尧野CEC最佳原创作者冶尧野CEC读者印象最深刻广告冶等五个奖项冤以及CEC第五届最佳产品奖获奖
名单遥 本次庆典活动袁不但将邀请到国内主要的自动化组织机构和研究院所领导人和专家袁CEC的核心用户读者袁同时还有来自获奖产品供应商的代表介绍最新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动态遥
因为执着袁所以专业袁因为执着袁所以精彩浴 五年是漫长的中国制造业现代化道路上的一小步袁也同样是控制工程中文版杂志品牌建设的一小步遥 植根中国袁携手辉煌袁未来的中国制造
业自动化发展新篇章袁将成为我们共同的光荣与梦想遥
更详细活动信息袁请登录http://www.cechinamag.com/special/SearchCECFive/index.aspx

部分候选产品简介
威图Ri4Power 创新产品

银Ri4Power满足四种规格的系统
威图Ri4Power 将这一理念构成
了安全尧迅捷地安装可用于机器尧设备
以及建筑大楼的低压开关设备的整套
系统解决方案遥 威图Ri4Power 这是一
个涵盖了大电流配电设备尧 低压配电
设备以及配电设备的新理念袁 这一理
念 同 时 满 足 全 球 有 效 的 规 定 渊IEC
60439-1冤的所有要求遥
银最佳形式的通用性
要
Ri4Power内部分割形式2至4要要
这是最佳形式的威图产品遥 他与所有
著名深产厂商的开关装置兼容遥 一个
通用的个性化方案遥 威图的新产品是
一种配电顶级机柜系列TS8的内部分割方式遥 这是一种听起来再简单不过袁但在安装和应用
中能带来很多新有点的创新理念遥 这种内部分割设计使开关设备的功能和变化绝对安全可
靠遥 无论是开发尧装配或者运行袁利用新的尧创新的元器件进行简单的安装能够提高您的创造
价值遥 Ri4Power内部分割形式2至4是用于工业设备尧建筑大楼技术以及许多基础设施的完美
解决方案遥
银深思熟虑的模件式技术
这一解决方案的形成是如此的简单和准确袁这也是他的特别引人入胜之处遥 Ri4Power内
部分割形式2至4袁这是一种能够用于个性化的方案遥 这一系统有两个关键特征院多种多样的
组合性和兼容性遥 这两个概念综合了所有重要优点遥 多种多样的组合性能使Ri4Power内部分
割形式2至4成为您应用领域内的最佳解决方案遥
组件间的兼容性保证了特殊的经济性遥 在操作处理过程中也富于创新尧简单方便院只要
一人就可安装袁仅凭一套工具就可完成大部分安装步骤遥 如果要为设备制造者和经营者提供
最佳成果袁威图的Ri4Power内部分割形式2至4能为您提供关键的解决方案
银细节之处亦显完美
节省时间的系统安装尧分割有序的内部扩装尧创新的模块化组件尧综合全面的附件遥 威图
Ri4Power内部分割形式2至4是一种模块化系统袁 用于经过内部分割的低压配电控制机柜系
统的安装袁能够优化安装时间遥 通过安装技术的新方式以及多功能的安装组件袁只需很少几
部手工操作就能完成一个低压设备的内部分割遥 顶级机柜系列TS 8作为系统品台通过其无
限的可能性为Ri4Power内部分割形式2至4提供了理想的前提条件袁 即使是特殊要求也能方
便的加以满足遥
诺冠ESD三重化电磁阀冗余系统
长期以来袁 尽管紧急停车系统的
安全完整性水平在不断提升与完善袁
用于紧急停车阀的电磁阀控制系统却
并未受到充分的重视袁 从而影响了总
体的安全完整性水平遥
Norgren作为全球流体控制的专
家袁 一直致力于安全控制系统技术和
产品的开发和应用袁针对这一问题袁开
发出了紧急停车阀的电磁阀控制系统
的解决方案袁降低了电磁阀的要求故障率 (PFD)袁增加了电磁阀安全性或/和可用性袁该ESD
电磁阀系统流量大尧免维护尧融安全性与可用性于一体袁通过了T俟V认证渊基于IEC 61 508冤的
SIL 4安全度等级尧DIN V 19 251认证的AK7安全度等级和ATEX 认证袁满足了行业对安全控
制的最高等级要求袁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安全控制领域中最为先进和可靠的ESD电磁阀控制
系统袁被广泛地应用于炼油尧化工尧石化尧电力尧冶金等行业遥

法国彩虹计算机公司PcVue SCADA软件 8.2版本
彩虹计算机公司渊ARC Informatique)的最新一代的SCADA软件袁彩虹计算机公司是一家
超过25年历史的专业于工业软件的法国公司遥 PcVue SCADA 8.2 运行于Windows环境渊XP,
VISTA)的SCADA/HMI软件遥 PcVue 6.0 是第一款采用完全面向对象的SCADA软件遥 PcVue
8.0 是第一款整合了真实3D界面的SCADA软
件袁 也是第一款提供智能生成器的SCADA软
件袁 它能从中间件应用程序 渊Isagraf, Codesys,
Unity, Step7, LNS冤或系统配置程序(CPC, JU鄄
MO)自动在 PcVue生成数据库袁控制画面和动
画遥
在这款最新的PcVue SCADA 8.2版本里很
多功能得到了改进袁 并且增加了新的功能袁比
如用于微软系统的用户权限的Active Directo鄄
ry曰给AUTO CAD还有其它监 控应用 软件 像
Factory Link生成数据的智能生成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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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OHNE的UFM3030管道式超声波流量计
作为世界上第一家提供管道式超声波
流量计的工厂袁KROHNE在2007年管道式
超声波流量计的产量已达到全球第一袁
UFM3030问世5年以来袁 已得到各行各业的
各种应用场合的广泛好评遥
UFM3030是具有卓越性能的高科技产
品袁一体化设计袁普遍适应于石化袁油品生产袁
是理想的过程测量仪表袁它拥有三组平行的测
量声道袁具有专利的探头袁专用的电子部件和
创新的数字化信号处理技术提供了可靠的稳
定的测量遥 特殊的探头结构袁能保证精确的声
波传输袁测试过程中不受介质声波速度变化的
影响遥 能有效地分辩出不同介质声波速度遥 其
中测量值精度为+/-0.5%渊可选+/-0.3%冤袁重复
性为+/-0.2%袁 即使在低流量区也具有极佳的
表现遥
每台表出厂前必需经过严格的实流标
定袁其标定装置经过NMI国际认证遥 最大标
定口径可达DN300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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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工业自动化展电源专区暨
“中国电源展”上海站
中国国际电源展览会尧中国电子变压器展览会渊简称野中
国电源展冶尧野CPS EXPO冶冤 始于1995年袁 是目前国内历史最
长尧规模最大的专业电源展览会袁在业内具有广泛影响力袁已
成为电源行业每年不可或缺的盛大聚会遥
展会内容涉及电源领域全部产品袁主要包括院UPS电源尧稳
压电源尧开关电源尧模块电源尧逆变电源尧变频电源尧各类专用电
源尧特种电源等整机产品以及电子变压器尧风机尧风扇尧电源滤
波器尧EMI/EMC测试尧胶尧胶带尧电子元器件等电源配套产品遥
众多电源企业均将中国电源展做为每年新产品尧 新技术的一
个重要展示发布平台袁 每次展会基本上代表了电源行业当年
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袁 同时很多国外企业也纷纷选择中国电
源展做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遥
中国电源展多年来秉持专业化尧国际化尧品牌化的原则

不断开拓创新袁力争为电源企业提供一个对外宣传尧推广尧交
流的理想平台遥 自2006年开始中国电源展与中国国际工业博
览会合作袁于每年11月在上海召开袁凭借中国电源展的专业
性与中国工博会的综合性的完美结合袁为电源企业及用户提
供完整上下游产业链遥 同时展览会也得到众多相关行业组织
的支持其中主要包括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尧中国兵器工业规
划研究院尧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尧中国节能产品认证中
心尧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尧中国电子仪器
行业协会尧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尧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
会尧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等遥
在完善尧提高展会观众结构和质量的同时袁中国电源展
也不断推出一系列针对展览会参展商及观众的配套增值服
务袁提高展会价值遥 这些服务将包括院行业信息速递尧供求信

息速递尧网上展览会尧新品辅助推广等活动袁也得到了广大参
展商的好评遥
展会同期袁中国电源学会还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论
坛尧研讨会尧交流会活动遥 始于2006年的中国电源工程师技术
交流大会其前身为高效节能电源技术论坛袁每年定期在深圳
和上海举办袁2008年5月深圳会议参会人数达到创纪录的
1100余人袁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专业电源技术会议遥 同时
中国电源学会还不定期邀请国内电源行业知名企业家和相
关政府部门官员举行小型座谈活动袁 为企业和政府之间尧企
业与企业之间搭建沟通尧交流的桥梁遥 众多配套活动也为参
展商和观众提供了更深层次交流尧学习的机会遥
中国电源展将不断完善自身功能尧提高服务质量袁为电
源行业提供更好的宣传尧展示尧交流平台遥

普尔世贸易渊苏州冤有限公司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隆盛科技发展公司隶属
中航一集团六一三研究所遥 主要从
事电源产品的开发袁 生产和服务遥
并代理销售世界著名品牌VICOR袁GAIA袁COSEL等公司的
电源模块遥生产
的RV系列电源
产 品 已达 到 世
界领先水平遥公
司 质 量管 理 体
系 通 过 了
GJB9001A 质 量
体系认证袁并通
过 了 军方 的 二
方审核遥公司被
中 国 电子 商 会
电源专业委员会评为2006年度中国电源行业诚信企业遥

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PULS普尔世有限公司是DIN导
轨式电源行业的技术先驱和市场领袖袁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袁
其SilverLine强力型和MiniLine迷你型产品性能出众袁 已经成
为了市场标准袁而
DIMENSION概念型
产品则进一步拓展
了市场成功遥PULS普
尔世的电源产品以
简约的体积尧超高的
转换效率袁强劲的过
载能力尧稳健的性能
质量在全世界范围
内支持着各种先进
的低压直流控制及驱动系统设计和应用遥 PULS普尔世将在
此次工博会上展出其2008年全球同步推出的最新开关电源
产品遥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于1999年袁是一家以研究电力电子技术为核心的国家级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袁 旗下拥有4家子公司袁3个电源技术研究中心
和2个制造 基地袁
公司年销售额连
续十年位居国产
品牌第一位袁是中
国本土最大的高
端UPS制造商和提
供商遥
科华公司承
担 了 30 多 项 国 家
火炬计划项目袁获
得 了 37 项 国 家 专
利袁并荣获 野国家免检产品冶尧野节能认证产品冶称号袁产品广
泛应用于钢铁尧石化尧金融尧通信尧政府尧交通等领域遥

上海乐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稳利达电气有限公司

深圳市核达中远通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从1989年起就开始经营进口名牌工业控制设备袁依靠优
良的产品质量和专业的服务水准袁十多年的经营历程袁稳扎
稳打的经营作风袁 使伟恒升也博得国外合作伙伴的信任袁代
理产品和代理级别
也从最初的三菱可
编程控制器地区经
销商扩大到现今的
开关电源中国代
理尧 步进电机总代
理尧 步进驱动总代
理袁 同时还身兼变
频器尧CNC尧伺服系
统等众多工控产品
的代理商遥 一手的
供货价格尧 齐全的
技术资料尧完备的培训场所尧精准的电话咨询和现场服务袁使
伟恒升的客户成为伟恒升最好的宣传人遥

SBW尧DBW系列产品与其他型
式稳压器相比具有容量大尧 效率高尧
无波形畸变尧电压调节平稳袁适用负载广泛袁能承受瞬时超
载袁 可长期连续工作袁手
控自控随意切换袁设有过
压尧过流尧相序尧机械故障
自动保护装置袁以及体积
小尧重量轻尧使用安 装方
便尧运行可靠等特点遥 可
广泛应用于工业尧 农业尧
交通尧邮电尧军事尧 铁路尧
科研文 化等 领域的 大型
机电设 备尧 金 属加工 设
备尧生产流水线尧 建筑工
程设备尧电梯尧医疗器械尧
微机机房尧电脑控制设备尧刺绣轻纺设备尧空调尧广播电视尧宾
馆及家用电器照明等一切需要稳压的场所遥

公司隶属广东核电集团袁致力于 VAPEL
品牌开关电源的研发尧生产和销售遥 员工800
多人袁开发和生产基地18000多平米袁已通过
ISO9001和 ISO14001认证袁 是国内最大的电
源企业,是诺基亚尧爱立信尧西门子尧 华为尧中兴尧UT斯达康等
公司的合格和优秀供应商遥
现有1000余种AC/DC尧DC/DC尧DC/AC标准尧 非标准尧
定制产品的种类和
系列袁功率覆盖2W
到 5000W 等 级 袁 应
用于通讯尧电力尧工
业控制尧仪器仪表尧
医疗尧 铁路及其他
高科技领域曰 电源
通过UL袁TUV袁CE袁
CSA袁CCC 等 安 规
认证遥

部分展商展品介绍
洛阳隆盛科技发展公司

2008第三届国际先进机器人
技术发展论坛专家咨询会在沪举行
2008第三届国际先进机器人技术发展论坛专家咨询
会于2008年8月22日下午袁在上海世博渊集团冤有限公司召
开遥 市科协尧上海世博渊集团冤有限公司工博会项目分公
司尧市机器人学会尧市传感技术学会尧市微型电脑应用学
会尧市系统仿真学会尧市图形图像学会尧市机器人研究所尧
交大机器人研究所尧交大机器人与智能信息处理研究所尧
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尧 新松
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尧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央研究院尧ABB渊中国冤有限公司市场部尧上海发
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市场部的领导和专家代表出席了会
议遥

工博会项目分公司副总周正先生尧 自动化部门经理
张春蕾先生袁出席尧聆听了此次专家咨询会并对今年工博
会的亮点做了详细的介绍遥
专家们都认为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尧用高新技术改
造传统产业已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遥 推动工业
自动化进程袁发展核心机器人技术袁将对提高我国先进制
造技术水平有着积极的意义遥 而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现
在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国家性大型展会之一袁 也是上海市
两大品牌活动项目之一袁影响力巨大遥 通过组织科研院所
的专家和企业家的现场交流,可促进国际上先进机器人技
术的引进曰同时袁国内专家的强强联手,可以加大国内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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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技术的推广遥
会议上袁 领导和专家们对本届机器人论坛的主题定
位和策划提出了具体方案遥 先进机器人技术发展论坛袁将
会注重野产尧学尧研冶相结合的特点袁充分把企业尧专家尧专
业观众融入一体袁打造工博会的品牌论坛曰并且开展多项
分论坛袁提供大量相关技术信息和解决方案袁满足不同专
业观众的需求遥
与会专家们都期望通过本次论坛能再次为国内外机
器人界专家尧学者提供一个互相交流与合作平台袁从而为
提高中国机器人技术水平袁 促进机器人产业在中国的发
展作出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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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谐城市服务-西门子之道
要西门子部分参展展品介绍
要要

推荐产品一:SINAMICS V10变频器
SINAMICS V10变频器是由西门子数控(南京)有限公司生产的一种具有基本功能的多用
途的工业变频器遥 SINAMICS V10变频器经济尧简便尧具有鲁棒性和适应性袁尤其适合中国复
杂的电网环境,可应用于风机尧水泵尧纺织及其它简单的物料传送系统遥
SINAMICS V10 变频器特点介绍:
鲁棒性方面:
供电范围宽,可达依20%
IP21防护等级,印刷电路
板加防护涂层
机械设计上鲁棒性更强,
并支持穿墙式安装
采用新型冷却结构 曰 外
形尺寸 为A 的V10变 频器 无
需风扇
调试简单:
内置10种常用连接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带中文标签的操作面板
安装简单:
SINAMICS V10变频器的接线端子具有详细的接线标识袁便于客户接线
BOP操作面板可直接安装在柜门上
SINAMICS V10 变频器 – 技术信息
电压

3AC 380V, -15% 至 依20%曰-15%至-20%需要降容使用

功率范围

0.55 kW 至 22 kW

工作环境

0毅C 至 +60毅C

控制方式

线型 V/f 特性渊可设置电压提升冤
平方 V/f 特性
多点特性渊可编程 V/f 特性冤
磁通电流控制 FCC

输出频率

0 至 650HZ

过载能力

150%额定电流持续 60 秒,间隔时间 300 秒

内置功能

PI 控制器,快速电流限制功能,滑差补偿,转矩提升,自动再起动等功能

推荐产品二:3VT1~5塑壳断路器
自160A至1600A
全新的3VT1~5断路器融合智能性及经济性于一身袁且具有较好的电气保护性能遥 基于
模块化式的设计3VT1耀5为用户提供了更多
的 便 利 性 袁 有 限 的 模 块 即 可 满 足 160A 至
1600A的断路器遥
性能完备的脱扣器易于选择和使用袁且
全系列产品仅有三种规格的内部附件遥
有限花费袁更多可能遥
技术数据
o 额定工作电流自10A至1600A
o 250A壳架及以上产全部采用电子脱子
脱扣器
o 3极及4极产品
o 固定式, 插入式及抽出式设计
o 全系列的辅件及附件
o 符 合 IEC60947 -1, IEC60947 -2,
IEC60947-3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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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产品三:SIMATIC S7-mEC 模块化嵌入式控制器
S7-mEC 是西门子SIMATIC家族中创新型的模块化嵌入式控制解决方案袁 它把经典的
S7模块化控制器和基于PC的控制器的优点集于一身遥 S7-mEC按照S7-300的模块化概念和
可靠性标准设计袁以Intel酷睿处理器为核心袁系统中无任何运动部件袁预装Windows XPe嵌入
式操作系统和WinAC RTX 2008 实时控制软件遥 这使S7-mEC成为高性能的SIMATIC控制
和开放性的PC用户开发平台遥
S7-mEC可以直接挂接S7-300信号模板并支持中央机架扩展曰 通过集成的PROFINET
接口可以连接ET200分布式I/O袁支持RT和IRT传输曰通过预留的总线接口还可以扩展标准
PC接口和PCI-104板卡遥
S7-mEC 的EC31-RTX型预装WinAC RTX 2008软件袁使用STEP 7编程袁支持SIMAT鄄
IC通信体系和诊断功能遥 通过WinAC ODK可以将C/C++程序集成到WinAC的实时运行环
境中遥 这使S7-mEC成为前所未有的高性能的尧开放的和
坚固的开发平台遥
技术数据院
* 型号院S7-mEC EC31-RTX
* 采用 S7-300 设计的模块化尧无风扇尧可扩展控制器
* Intel Core Due渊酷睿冤 1.2 GHz处理器
* 1 GB SDRAM DDR2内存
* 256 KB 无须 UPS的数据保持存储器
* Windows XP Embedded操作系统
* 预装WinAC RTX 2008软PLC
* 2 GB闪存硬盘
* 1x标准MMC卡插槽
* 2x PROFINET接口
* 1x 以太网袁 2x USB 2.0
* 可过 USB 连接鼠标尧键盘和显示器
推荐产品四:小功率伺服系统原SINAMICS V80
SINAMICS V80 伺服驱动系统是西门子
专为小型简 易机械开发的经济型伺服驱动产
品遥 以其经济的价 格袁简易便捷的设定袁无需
参数化的配置方式袁 再 配以 SIMAITIC S7200 PLC袁绝对是您不二的选择遥
* 电源院1AC 200-230V
* 功率院100W, 200W, 400W, 750W
* 脉冲输入接口
* 无需参数设定
* 自动整定功能
推荐产品五:3RW30 电动机软起动器
西门子软起动器分为标准和高性能电动机起动应用遥 目前西门子提供的软起动器有三
个系列3RW30/3RW40/3RW44袁其中新型3RW30系列软起动器功率范围从1.5到55kW并应
用于标准应用,能够改善风机尧泵类尧压缩机尧电梯尧传送带等许多负载的起动特性袁使电动机
的起动更加平稳袁并显著降低对机械负载和电网的冲击遥 优异的性能尧简便的安装和质优价
廉的起动方案使其更具亮点遥
新型3RW30系列软起动器
功率范围院1.5-55kW
电流范围(四种尺寸)院
S00
3.6-17.6A
S0
25-38 A
S2
45-72 A
S3
80-106 A
具备软起动功能尧"运行"信号显示尧电压斜坡尧内置旁
路运行尧自由停止尧起停参数宽范围可调遥
渊下转第 5 版冤

5

展商风采 Focus
2008 年 11 月 4-8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施耐德电气引领您进入未来世界的自动化时代
尊敬的顾客袁商家和合作伙伴院
值此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开幕之际袁我首先代表施耐德电气渊中国冤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
挚的敬意袁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注袁支持和鼓励遥 同时袁也要感谢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为我
们创造这次交流的机会遥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是中国装备制造类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品牌展袁为中
国袁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工业领域最新产品和技术提供专业化的交易平台和展示窗口袁具有经济和
技术聚集的双强效应遥 能够参加这样高规模的展览会袁我们感到十分荣幸遥
从1987年建立第一家合资工厂天津梅兰日兰至今袁施耐德电气已经在中国发展了21年袁作为能
效管理专家袁施耐德电气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遥 我们将全球最新的技术带入中国袁建
立研发基地袁同中国自动化事业共同发展进步遥 施耐德电气针对中国客户开发全新解决方案袁为中
国15000名员工提供职业规划和专业培训袁同时袁我们更是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公司袁在中国面临
灾难的考验的时刻袁我们积极伸出援助之手袁真正的做到了融入中国袁以中国为第二故乡遥
众所周知袁当今世界的主题是自动化袁无论是在欧美地区还是在亚太地区袁在线联通从未间
断袁数据瞬时可得遥 远程监控袁嵌入式智能连接装置都是实现自动化的重要工具遥 由此袁施耐德电气
全球总部于2006年建立自动化业务事业部袁重新调整全球自动化业务重点袁并在新的战略指导下于
2008年1月在中国创立工业销售事业部袁将主要业务清晰的规划为核心渊元器件冤业务和自动化解决
方案业务两部分遥
要即元器件产品要要
要目前拥有世界先进的通讯性能开端袁 在不久的将来袁
我们的核心业务要要
所有产品都将拥有内在智能并与控制器网络通过无线技术实现通讯性能遥 在自动化解决方案部
分袁我们的关注点集中在院深入了解目标客户需求袁最优质最快速的裁定客户问题解决方案袁从概
念设计到售后服务全方位跟踪记录袁保证服务质量遥
目前袁我们以OEM渊原始设备制造商冤和EU(最终客户)为目标客户袁目标行业主要为院 OEM方
面侧重在纺织品尧塑料尧包装尧暖通与空调尧电梯尧物料搬运尧建筑材料等行业曰EU方面侧重在电力
渊火电及水电厂冤尧钢铁尧采矿尧水处理尧运输渊地铁尧港口尧隧道冤尧石油天然气等行业遥 鉴于我们的客
户致力于使他们的业务更具生产力袁 有效的自动化及控制方案对于中长期持续性变得至为关键遥
为了迎接当前以自动化为导向的机遇和挑战袁 我们在保持已有产品业务优势的基础上将不断提
高袁努力成为客户自动化产品和解决方案的首选遥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希望能够抓住机遇袁获得与您合作的机会遥 我们将集中施耐德电气全球
团队力量和资源优势袁在您所需要的方面给予最优质最准确最可靠的服务遥 未来世界将是自动化
的时代袁施耐德电气将立足于中国国情袁凭借节能增效的产品和高效环保的解决方案服务更多客
户袁把自动化带入每一个领域遥 总之袁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成为客户的好伙伴尧雇员的理想公司尧投
资者资金的好去处和社会的合格企业公民遥
最后袁再次表示我们的感谢袁并预祝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能够圆满成功浴

施耐德电气市场拓展总经理
工控事业部
贺铭康渊Mike Heron冤

为和谐城市服务-西门子之道

渊上接第 4 版冤

推荐产品六:全新一代 IEC电机--1LE1 系列低压电机
新一代1LE1系列电机采用铸铝机座袁 功率范围在
0.75kw~18.5kw袁 目前可提供机座号100~160不同尺寸的电
机遥 1LE1低压电机拥有卓越的节能特性袁铜转子技术应用于
EFF1 效率等级的电机使其达到最佳节能效果遥 电机结构紧
凑袁更适合应用于风机尧水泵和机器制造业遥
1LE1 电机特点介绍
效率提高
取代铸铝转子袁 铜转子技术应用于 EFF1 效率等级的
1LE1 电机袁使电机尺寸显著减小遥 从而实现了 EFF2和 EFF1
电机采用同一机壳遥 因此袁从 EFF2 到 EFF1进行效率等级升
级时袁无需对机器重新进行设计袁可显著节省空间尧时间与成
本遥 而且袁西门子 EFF1 电机比 EFF2 电机的功率损失减少高
达 40%袁节能效果显著遥
功率更大
在同等机座号的电机中袁1LE1电机的输出功率可比标准功率更高袁并且效率值依然能够
满足按CEMEP 分类的 EFF2 或 EFF1 效率等级规定值遥
灵活性显著增强
西门子 1LE1 低压电机结构设计显著优化袁安装极为简便遥编码器尧抱闸和独立风扇亦可
轻而易举地添加袁而且接线盒和地脚可作为选件自由安装遥 所有电机都可连接500V 电压袁直
接接入电网或变频器运行均可遥
1LE1 电机 – 技术信息
电压和功率范围
尺寸和设计
额定速度和额定转矩

0.06 kW - 1250 kW
所有常用电压
56M to 450, 所有的安装结构形式
750 - 3600 min-1
0.3 - 10300 Nm

推荐产品七:直交轴减速机
三级减速袁实心轴输出袁水平安装
型号院B3SH
机座号院4 速比院20
功率院52kW 输入转速院1,500min-1
输出扭矩院6,600Nm
特点院
1.设计先进袁制造加工精度高
2.多种可选的输出轴型式袁多种可选的附件
应用院广泛应用于煤炭尧冶金尧电力尧造纸尧化
工尧环保等行业的设备中

推荐产品八:MOTOX减速电机
我们可提供全系列MOTOX减速电机. 产品系列包括所有常见齿轮箱形式袁可满足所有
驱动场合要求浴 针对具体工况您总可以在此找到最优方案浴 并且我们的齿轮箱在同规格产品
中扭矩更大遥
对于同轴式袁平行轴式和斜齿轮-伞齿轮减速电机袁功率可到200Kw,扭矩可达20,000Nm;
对于斜齿轮-蜗轮蜗杆减速电机袁功率可到11Kw, 扭矩可达1590Nm; 蜗轮蜗杆减速电机功率
最大1.5Kw, 扭矩达到166Nm
标准电机符合通用IEC/EN标准
对于出口到NAFTA市场渊美国袁加拿大袁墨西哥冤院符合NEMA, UL, CSA电气标准遥
出口到中国的电机备有CCC认证曰出口到俄罗斯产品遵守GOST-R认证遥
我们高效减速电机为EFF1, EFF2电机使您更有成本效益浴
MOTOX减速电机特点介绍:
齿轮箱高额定扭矩
新系列减速电机具有更突出的技术性能袁与竞争对手相比袁我们同规格减速电机额定扭
矩更大遥 据此您可以获得更佳的安全系数使您的设备运行更可靠浴
齿轮箱速比范围更大
因采用特殊的机械设计使我们齿轮箱速比更大遥 在很多应用中袁据此可减少齿轮级的
成本袁您还可以用4极电机来替换6极或8极电机袁这都归功于大速比
安静的减速电机
经第一级齿轮使圆周速率降低袁我们可以将整机的噪音大大降低
灵活性
借助于模块化体系袁您可以配置出现今市场使用的各种安装形式的减速电机浴 齿轮箱可
组合出多种形式以适应驱动工况要求遥
就电机而言袁 MOTOX是一个完整的模块化体系可优化物流系统遥 比如制动器袁 强冷
风扇和编码器可借助安装轴安装在电机上遥 即使在基本电机已经安装的情况下袁也可把选件
通过安装轴加至电机上浴
MOTOX – 技术信息
同轴式
减速电机
扭矩范围
功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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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轴
斜齿轮-伞齿轮
减速电机
减速电机
最大至20,000Nm
最大至200 kW

斜齿轮-蜗轮蜗杆
减速电机
1590Nm

蜗轮蜗杆
减速电机
166Nm

11kW

1.5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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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资源和能源效率升级
要要
要ABB独特的电力及自动化技术组合
不断上升的能源需求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已成为本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决定性挑战之
一遥

ABB正致力于通过提供安全和高效的电力传输和配送解决方案袁提高工业尧商业与公
用设施运营的效率来解决这些问题遥
这就是为什么ABB代表野Power and productivity for a better world冶遥
ABB - 面向水行业的全系列产品和解决方案
水袁 是一种有限
的资源遥 缺水状况频
发袁水质下降袁水供给
和水处理成本上升袁
这些都是因水资源紧
张而产生的典型现
象曰 为遏制这一趋势
的进一步发展袁 水资
源必须得到有效保
护袁 而这其中所涉及
到的取水尧处理尧输送
和配送等一系列 活
动袁 也必须得到合理
优化遥
近50年来袁ABB为
数以千计的水处理厂
供应了从电气系统到

自动化系统的一系列配套产品袁全面涵盖水工业各个环节的应用院
为节约能源消耗袁降低生产成本袁ABB推出了一系列融合尖端技术的高能效电机与变频器
产品院ABB专业制造EFF1和EFF2电机袁EFF1级电机属于最高效率的一个电机类别袁节能率可达
20%曰变频器用于控制水泵转速袁可根据用水需求高效调控流量与水压袁节能率高达30%-60%遥
除电机尧变频器和软起动器以外袁ABB还提供院
* 系统控制尧自动化和监测用过程仪器仪表袁包括院
* 水尧空气和甲烷流量计
* 水尧废水和气体测量在线分析仪
* 压力尧液位尧温度测量仪表
* 记录仪和控制器
* 工业控制尧保护和自动化产品袁包括院
* 热过载继电器
* 接触器
* 主令装置
* 可编程控制器

* 限位开关和传感器
* 现场总线插头
* ABB门类齐全的产品可为电源系统和设备的制造提供最优化的解决方案袁涵盖院
* 中压系统和设备
* 低压配电产品袁包括院
* 配电板和绝缘材料
* 控制尧保护尧监测和测量装置
* 配线接线器材
* 电缆导管尧设备固定器和进出线口
ABB产品符合国际标准袁其设计和制造均以最先进的环境友好标准为依据遥
一站式供应院选择ABB的理由
生产设施复杂度越高袁一站式供应商所具有的优势就越明显院
* 一站式供应商能提供顶尖质量的产品和系统袁小到现场仪表袁大到远程监控站袁全面
覆盖整个生产过程的每一环节
* 一站式供应商能保证系统各组件的无缝集成袁排除任何不兼容风险
* 一站式供应商能随时根据需要为构成系统的所有设备和功能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
集上述优势于一身的ABB正是供水输配及水处理企业的理想合作伙伴遥 ABB的业务
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袁 丰富的专业经验与全面的产品服务可解决从系统设计到启动阶
段袁乃至整个生命周期的一切问题遥
ABB - 风力发电行业中电气元件尧系统与服务的最大供应商
在客户选择ABB为其提供产品尧系统与服务的过程中袁经验至关重要遥 ABB与电力设施尧
过程和自动化行业以及OEM厂商有着100多年的合作经验袁因此可以将其技术知识与应用经
验转换为产品和解决方案袁使风力发电行业从中获益遥 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尧可靠性以及对例
如电网导则等特殊行业知识的了解已使ABB成为风力发电行业的领先合作伙伴遥
低压产品院ABB提供全系列的低压产
品袁包括断路器尧控制产品尧连接装置尧外壳
及电缆系统尧开关和熔断器遥 在与风力发电
工业的密切协作中袁 我们根据不同发电机
类型与控制结构的特殊要求开发了大型接
触器遥 空气断路器与模制外壳断路器用于
保护主电路袁以确保故障的迅速隔离袁并在
网络出现问题时快速断开发电机曰 这样可
以确保小型产品和高可靠性和高性能遥
低压电机院 低压电机适用于风力发
电的各种应用袁如应用于风机尧泵及偏航
系统遥
中压产品院ABB满足客户对可靠中
压产品的需求袁 包括开关设备尧 仪器仪
表尧模块系统与配电自动化产品遥 ABB提
供的产品包括断路器与接触器尧 保险丝
与断流器尧自动开关尧避雷器以及电压指
示器曰也可以提供一系列开关与断路器尧
互感器以及传感器遥
变压器院ABB提供系列最完备的风力发电变压器及其配套产品和服务遥 在全世界的风
力发电行业袁我们的6000多台变压器设备正在进行可靠尧有效地运行遥
开关设备院ABB开发尧生产并交付全系列的应用于风力发电的中压解决方案院主变电
站与电网连接的开关设备曰具有风电场网络集成切换和保护的开关设备遥
ABB - 稳步拓展石油尧石化和天然气市场
近年来袁 中国的石油尧 石化和天然气企业以及生命科学行业每年都保持两位数的增
长袁使得ABB必须采取有力行动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本地需求遥
ABB过程自动化业务部提供包含控制尧工厂优化尧和行业特殊应用知识及服务的集成
解决方案袁帮助过程自动化客户在全球范围实现运营利润尧资本生产率尧风险管理和全球
责任等方面的关键商业目标遥 这些行业包括石油尧石化尧天然气尧电力尧化工和制药尧造纸
和制浆尧金属尧矿山尧船舶和涡轮增压等对自动化水平要求高尧能源消耗较大的行业遥 ABB
先进的控制技术将提升流程工业的控制水平袁从全球资源匮乏的现状中找出问题所在袁以
全面提高能源和生产效率遥
ABB独特和完整的过程自动化技术及产品组合袁行业专业经验袁结合我们的全球化服
务袁项目交付和工程实施资源袁可以为我们在中国和全球的客户提供获得市场竞争力所必
需的解决方案曰高度本地化的业务使ABB能够更近距离地倾听中国客户的需求袁为客户提
供创新型的解决方案袁以全面提高生产率和能源使用效率遥 冶
目前袁在诸如高质量原料尧下游石化产品和生物制药领域袁中国已成为了全球的一个
主要的生产枢纽遥 中国制药企业第一套符合美国FDA渊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冤标准的批
次质量管理控制系统
在中国拥有包括
就是由ABB提供的遥
研发尧制造尧销售
ABB 是位居 全 球
和服务等全方位
500 强 之 列 的 电 力 和
的业务活动遥 在
自动化技术领域的领
中 国 的 12,800 名
导厂商遥 ABB的技术
员工袁 在50多个
可以帮助电力和公共
不同城市服务于
事业客户和工业客户
26家本地企业和
提高业绩袁 同时降低
38个销售与服务
对 环境 的 不 良 影 响 遥
分公司遥 欲进一
ABB集团业务遍布全
步 了 解 ABB袁 请
球100多个国家袁拥有
访 问 www.abb.
110,000名员工遥 ABB
com.cn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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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客户需求 分享全新体验
—罗克韦尔自动化部分参展展品介绍
——
作为全球领先的自动化尧控制与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袁罗克韦尔自动化将携其全球领先的工业自动化产品与解决方案经验袁参展2008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工业自动化展袁此次参
展将为现场客户带来定制化的自动化产品与服务袁凸显其贴近行业用户与OEM厂商的承诺遥 下面我们撷取了部分参展展品院
1尧智能电机控制器解决方案
智能电机控制器解决方案将电机控制和保护设备与罗克韦尔自动化集成架构的高级网
络和诊断功能相结合遥 这种集成方式旨在简化起动袁降低安装成本袁并提供您所需的工厂和
生产数据遥 这是如何实现的呢钥 使用集成DeviceNet通讯网络的电子式过载保护继电器,用户
能够迅速获得状态信息尧电机性能数据和诊断遥 使用软起动最大限度地降低全压起动带来的
机械磨损遥 使用可变速交流变频器使电机速度精确匹配负载要求袁并且节能操作更可节省您
的时间和费用遥 使用具有灵活组态的马达控制中心袁节省安装连线和故障排除时间遥 但这仅
仅是开始遥 无论是单独的元器件还是完整的交钥匙系统袁我们的可扩展解决方案旨在确保您
的应用达到最佳智能电机控制水平遥
通过集成方式进行能源管理袁借助Logix控制器尧PowerFlex交流变频器和高级能源管理
软件的强大功能遥
我们的能源监测和管理工具可以院
定义各种能源变量在系统中的使用曰将成本分配到各个流程曰发现并帮助减少耗损曰
允许使用实用程序配置更佳的运行速度曰
利用罗克韦尔自动化的智能电机控制解决方案袁将会得到更佳的操作和能源效率遥
您将能够院
利用电子式过载保护继电器更好地访问信息,加强保护并加快故障排除曰使用软起动降
低机械磨损并增加控制功能曰使用变频器减少能源消耗并提高流程效率曰使用完整的组态和
预工程解决方案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风险曰使用交钥匙式电机控制解决方案在需要之处获取
制造尧工程和投产方面的专业技术遥

2尧Logix控制平台
Logix控制平台集成了多种控制尧可视化尧网络和信息技术来为各种应用程序提供完全
集成化的解决方案–比如离散尧运动尧过程尧批处理尧安全和驱动控制遥
离散控制-以可靠性和易用性为目标袁 离散控制运行具有数字输入输出的复杂系统袁在
装配和子系统制造领域尤为常见遥
运动控制-集成运动控制系统解决方案袁通过将顺序尧运动尧动力和机械无缝统一到一个
控制平台袁使得对机械设备高精度位置和速度控制更佳方便遥
过程控制-经设计旨在提高生产效率尧质量尧一致性和灵活性袁同时保证遵从法规袁过程
控制的运行基于连续流程的高可用性系统袁在原材料生产领域较常见遥
批处理控制-旨在促进生产效率和质量袁提高灵活性袁帮助实现产品一致性和法规遵从袁
批处理控制运行基于不连续步骤的系统袁在原材料生产领域较常见遥
安全控制-为提高安全和生产效率袁将这些系统用于危险环境下的应用袁在这种环境下
必须确保人员尧 环境或工厂设备的安全袁 并且使用相同的平台和开发软件作为标准控制系
统遥
驱动控制-旨在充分降低能源成本袁延长设备寿命并提高吞吐量袁驱动控制用于加速以
及在所需速率下运行负载袁并且提供停止所需的制动力遥

3尧集成架构
罗克韦尔自动化集成架构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功能尧 灵活性以及可扩展能力遥 借助精妙的控
制尧网络尧可视化和信息技术袁集成架构能够帮助您减少开发时间和成本袁更快地响应客户或市场
需求袁减少维护成本和停机时间原并且可以方便的访问工厂和生产数据袁以便更好的管理和决策遥
与常规架构不同袁罗克韦尔自动化集成架构提供了一个完全集成的可扩展解决方案袁通过统一的
控制平台实现了全面的自动化控制袁包括离散控制尧运动控制尧过程控制尧批处理控制尧驱动控制
和安全控制应用项目遥 Logix控制平台通过统一的开发环境尧统一的开放通信协议袁实现了这一功
能遥集成架构还通过FactoryTalk生产绩效套件解决了您的工厂信息需求遥该软件套件提供了全面
的控制和信息功能袁包括设计配置尧生产管理尧数据管理尧质量规范化管理尧资产管理以及绩效与
可视化遥 通过注重与第三方设备的连接尧互操作以及采用目前的开放行业标准袁集成架构提供了
与您部门或企业的无缝集成遥

4尧FactoryTalk集成化生产与绩效套件
FactoryTalk集成化生产与绩效套件划分六个生产类别袁 每一种都具有自己全面易用的
软件应用遥 由于FactoryTalk套件可扩展并且是模块化的袁您可以现在只买自己需要的袁日后
再扩展集成系统遥
设计及配置-用于创建尧建模和编写生产流程的集成化软件环境遥
生产管理-帮助在工厂生产流程之间实时协调的应用程序遥
数据管理-收集尧转换和集成生产信息的工具和方法遥
质量规范化管理遵从-旨在确保操作流程和步骤符合标准和规范的软件遥
资产管理-优化维护和工厂操作以提高资源可用性的工具遥
绩效与可视化-帮助深入研究流程以便作出更好的决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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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降低成本袁创造自动化时代
—FANUC机器人视觉系统产品精彩预告
——
喷涂和视觉系统实验设备用于应用实验和系统方案确认遥 目
前袁有2000名员工为FANUC机器人研制提供服务袁年销售额
达32亿美元遥 在机器人自动化生产工厂袁1000多台机器人实
现无人化生产管理袁负责FANUC的伺服系统尧智能机械及机
器人从零部件生产到最后的整机出厂检验这一全套自动化
生产遥
FANUC在发展过程中袁持续向包括汽车尧饮料等多种工
业领域的用户提供创新的机器人工程解决方案袁开展从机器
人系统的方案设计尧系统仿真尧设计尧装配到安装调试的全方
位服务遥 致力于为客户的发展提供更好的野成本解决方案冶遥
作为工博会的长期支持者袁FANUC带来的仍是引领科
技的智能机器人袁同时为客户展示野成本解决最佳答案冶遥
FANUC视觉系统
FANUC iR Vision 2DV视觉系统院该视觉系统由一个安
装于手爪上的2D摄像头完成视觉数据采集遥该视觉系统作为
待加工工件准确抓取的定位方式袁省去通常为满足机器人的
准确抓取而必须采用的机械预定位夹具袁 具有很高的柔性袁
使得在加工中心上可以非常容易地实现多产品混合生产遥
FANUC iR Vision 3DL视觉系统院该视觉系统由一个安
装于地面上的3D Laser Sensor完成视觉数据采集遥 该视觉系
统解决了定位面有偏差的工件上料位置变化问题遥 由于待加
工工件为毛坯件袁机器人抓取工件后袁上料的定位孔位置会
发生变化袁甚至工件上料时的平面度也有变化遥 该技术可以
自动补偿位置变化袁实现高精度上料遥
FANUC iR Vision 2.5DL视觉系统院
iRVision 码垛视觉处理

2008年袁全球企业无一例外面对野成本上涨冶的挑战袁对
于依赖人力和技术的制造型企业尤为严重袁如何减少人力的
投入袁降低废品率袁压缩生产成本袁成为必需纳入议事日程的
重要野课题冶遥
FANUC公司恰好能为这些企业提供野答案冶遥 FANUC作
为全球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袁引领全球工业的自动化进
程遥 极大地帮助客户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尧降低人力消
耗袁更通过完善的技术成为节能领域的先锋和支持者遥
面对这些问题袁FANUC公司致力于研发视觉系统袁更有
效的应用于柔性自动化遥 为此公司专设计算机图形工作站和
三维仿真软件等设备用于三维系统仿真袁 同时拥有电弧焊尧

码垛视觉处理通过拍摄到的物体影像的大小计算出该
物体Z方向的高度袁然后计算出偏移数据将之补偿到X袁Y袁R
和Z方向遥 该功能实现了机器人只用一个摄像机就能完成对
码垛工件的抓取遥
iRVision 码垛视觉处理 渊通过寄存器读取Z方向补偿值冤
该功能通过计算视觉捕捉到的2D位置偏移和指定寄存
器的值来对机器人动作在X袁Y袁R和Z方向上进行补偿遥 指定
的寄存器是用来存放工件Z方向的高度信息袁 该高度可以是
已知工件的高度或由位置传感器来测量遥
iRVision 码垛视觉处理渊通过层数得到Z方向补偿值冤
该功能通过整合视觉捕捉到的影像和相对于该影像大
小的层数渊工件高度冤来计算出捕捉到的工件的位置遥 层数由
相对尺寸和高度数据自动计算得到遥 因此袁即使当捕捉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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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有轻微误差袁仍然可以计算出该工件的位置遥
另外袁针对金属加工行业袁FANUC推出无夹具定位工件
的自动柔性搬运系统院
优点院速度快尧柔性高尧效能高尧精度高尧无污染等袁是一
种非常成熟的机械加工辅助手段遥
工作原理院就是利用高清晰摄像头渊vision系统冤实现对无
定位工件的准确位置判断袁在机器人收到信号后袁机器人装
上为工件定制的专用手爪去可靠的抓取工件袁在与机床进行
通讯得到上料请求后袁最终完成机床的上下料遥
在各种机械加工行业中该系统应用广泛遥
应用优势院使生产流水线更加简单易于维护曰大幅度降
低工人的劳动强度曰效率和柔性都比较高遥 系统结构简单尧安
全文明尧无污染袁能在各种机械加工场合进行应用袁满足了高
效率尧低能耗的生产要求遥
比较国内的机械加工袁目前很多都是使用专机或人工进
行机床上下料的方式袁这在产品比较单一尧产能不高的情况
下是非常适合的袁但是随着成本压力尧技术换代尧产能增加等
多种要求的提出袁使用专机或人工进行机床上下料就暴露出
了很多的不足和弱点袁一方面专机占地面积大袁结构复杂尧维
修不便袁不利于自动化流水线的生产曰另一方面袁它的柔性不
够袁 难以适应日益加快的变化袁 不利于产品结构的调整曰其
次袁使用人工会加大人力里成本尧增加劳动强度袁效率低下袁
且可能造成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不够袁不能满足大批量生产的
需求遥
使用机器人自动柔性搬运系统就可以解决以上问题袁该
系统具有很高的效率和产品质量稳定性袁柔性较高且可靠性
高袁结构简单更易于维护袁可以满足不同种类产品的生产袁对
用户来说袁可以很快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扩大产能袁并且
可以大大降低产业工人的劳动强度遥 在这种趋势下袁对机器
人自动柔性搬运系统的需求会大量增加遥
发那科大事记
1974年袁FANUC研制了第一台工业用机器人袁获得美国
NC协会 的 The 6th Annual Memorial Award of Joseph Marie
Jacquard奖遥
1987年袁FANUC获得美国机器人工业会J.FTechnology
Development Award.的技术开发奖遥
1992年袁FANUC机器人学校开办遥 为客户及FANUC员
工提供实体样机技术培训遥
1997年袁FANUC与上海电气集团在中国成立了上海机
器人有限公司袁FANUC开始帮助中国企业 走 向自动 化时
代遥
2008年袁FANUC关注中国汶川地震袁并在第一时间向灾区
捐助救援款曰同年6月袁FANUC机器人全球产量突破20万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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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A-来自德国高品质的工业控制系统
为您提供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德国惠朋渊VIPA GmbH冤公司成立于1985年袁是一家自动化元器件及控制系统的专业制造商遥 总部位于德国南部的Erlangen袁在全球五大洲 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和
办事处遥
VIPA公司一直致力于发展工业自动化和可视化系统袁向用户提供高质量的袁代表最新技术的产品袁包括PLC尧HMI尧各种现场总线产品以及Profibus-DP协议芯片和开发工具等遥
2003年袁VIPA公司推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PLC CPU芯片----SPEED7系列的PLC7000处理器芯片遥 基于此项技术的SPEED7 CPU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袁具有丰富通讯接口
的用于机架安装的硬件PLC CPU遥
推荐产品一院
要来自VIPA的SPEED7
世界上最快的PLC要要
来自VIPA公司的300S系列PLC采用的是基于SPEED7核心技术的PLC7000系列处理器芯
片遥 该处理器芯片直接集成有MPI(12MBIT/S冤尧以太网Mac尧USB2.0B尧Profibus DP V1主站
(12MBit/S)尧CAN尧SPEED BUS(32Bit)以及与标准I/O模块通讯的背板总线接口袁其中SPEED
BUS为与高速I/O模块通讯的专用高速并行总线遥
SPEED7 CPU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用于机架安装PLC的CPU遥 它具有非常短的处理周期
时间袁 最高达每毫秒执行100,000个指令遥 在标准总线系统上可使用VIPA 300系列和西门子
S7-300的模块遥 另外还带有速度极高的SPEED-Bus并行总线系统袁通过它使用特殊高性能的
VIPA模块袁 可极大地提高I/O访问的效率遥 编程工具可采用VIPA的WinPLC7或西门子的
STEP7软件编程遥 CPU自身集成以太网袁MPI和Profibus-DP主站/RS485接口袁 可选择集成
CP343以太网接口遥 通用
的MMC卡用于备份袁存
储程序和数据袁也可用于
CPU的运行遥 但对于CPU
的运行 袁MMC卡 不是必
须的遥 在存储器管理上袁
一般为2MByte袁在不改变
硬件的情况下通过MCC
卡升级袁可将CPU的工作
存 储 器 扩 展 至 8MByte遥
SPEED7 CPU 还 提 供 高
安全性加密保护功能-将 保 密 功 能 块 渊FC袁FB冤
永久地袁不可被第三方读
取和识别地存储在CPU
中袁以保护应用程序开发
者的技术产权遥

推荐产品二院
全新设计理念袁高性价比的触摸屏
基于Windows CE5.0或Windows CE5.0 Professional Plus操作系统的VIPA触摸屏系列具
有极大的操作灵活性袁 可广泛适用于工厂自动化袁 过程自动化和楼宇自动化的所有应用领
域袁由于采用铝制外壳袁VIPA触摸屏非常坚固袁前
面板具有IP65的防护等级袁 即便在非常严酷的工
业环境下袁也能安全尧可靠的应用浴
VIPA触摸屏涵盖从5,7冶 QVGA 16灰度单色
到10,4冶 SVGA-TFT 64K真彩的多种规格袁 紧凑
的设计和专利的锁扣安装技术袁确保了VIPA触摸
屏在狭小的空间中也能快捷尧可靠的安装遥 显示
屏既可以水平安装袁也可以垂直安装遥
通讯接口
除了支持串行接口RS232, RS485/RS422通
讯 袁 还 提 供 现 场 总 线 通 讯 系 统 (MPI, CAN,
Profibus-DP), USB和以太网(TCP/IP)接口遥 所有
这些标准的接口袁给用户提供了极高的灵活性和
开放性袁它保证了连通几乎所有领域的操作遥
Windows平台易于操作袁具有良好的实用性袁
灵活性和可延续性遥 通过以太网接口袁可以在触
摸屏和上位计算机之间袁进行中央数据存储或项目管理数据交换遥
USB-A和USB-B接口袁可连接访问标准的办公设备袁如打印机袁键盘袁蓝牙和无线网络遥
机械结构
由于采用工业防护级触摸屏袁坚固而耐用袁外壳含有保护盖袁将CF II和SD/MMC存储卡封装
在盖内袁以防止其脱落遥 专利的自动安装锁扣袁使现场固定安装非常方便袁无需附带任何螺钉遥
推荐产品三院
VPC3垣悦要Profibus DP通讯协议芯片
VPC3+C是一个带有8位微处理器接口的通讯芯片袁用于智能Profibus-DP从站的应用,集
成有全部Profibus-DP协议遥 自动识别和支持可达12Mbit/s数据传输率遥
VPC3+C完成信息处理尧地址识别尧数据安全排序和对Profibus-DP的协议处理遥 4KByte
的通讯RAM和组态处理器接口袁在建立高性能Profibus从站应用时袁具有明显的优势特点遥 依
据DP-V1协议袁还支持非循环通讯和报警信息遥 依据DP-V2协议袁提供从站与从站的通讯袁
包括数据交换广播(D伊B)和同步模式(IsoM)袁以及DP-V2特定的野时间同步冶功能遥 该芯片可
工作于3.3V或5V供电电压袁5V容限输入遥
技术特性院
管脚袁功能和软件与西门子SPC3兼容
支持PROFIBUS原DPV0袁DPV1和DPV2
协议渊D伊B垣IsoM冤
4KByte通讯RAM
可组态8位微处理器接口
支持5V或3.3V供电电压袁5V容限输入
低功耗
软件堆栈渊包括新的I&M功能冤和EVA
工具包
PQFP44封装渊符合RoHS冤
PNO认证
推荐产品四院System 200V要要
要紧凑结构的中型PLC
VIPA系统200V模块化可编程控制器及现场总线系统袁是适用于自动化领域的中小型控
制系统袁 编程方式可选择VIPA的Win PLC7或西门子的Step7袁Step 5袁 软 件上 与西门 子
SIMATIC 平台完全兼容袁性能渊速度和容量等冤上相当于VIPA系统300V或其他同类PLC遥 体
积上更为紧凑袁单个摸块的尺寸仅为76x 25.4x76mm,可直接安装在标准35mm导轨上遥 是基
于现场总线的主/从站模块化控制系统袁模块间的电器联结通过嵌入导轨的背板总线V-BUS
来实现遥 各种模块可灵活组合袁准确地构成用户所需要的应用系统遥 每排CPU模块/总线偶合
器模块最多可连接至32个模块袁也可通过扩展接口模块组合成多排安装遥
CPU的MP2I接口不仅支持MPI通讯袁也可使用RS232通讯袁来实现与PG/OP的通讯遥 使用
RS232电缆点对点的连接袁节省了MPI适配器的花费遥
200V系统具有近40种形式的CPU袁按照编程方式袁工作存储器/装载存储器的容量和各种
接口功能来分类, 外部存储MMC卡可达1G袁I/O地址容量为1024Byte. CPU模块可集成有
Profibus主站或从站接口曰CANopen主站或从站接口曰以太网TCP/IP接口曰串行接口RS232或
RS485遥
200V系统还有各种现场总线偶合器接口模
块 用 于 远 程 I/O袁 支 持 Profibus, Interbus,
CANopen, DeviceNet和Ethernet等协议袁 其中主
站有Profibus袁CANopen接口模块遥 种类丰富的I/
O模块满足各种用户不同领域的需求袁 有AI袁
AO袁DI袁DO袁DIO袁通讯模块袁运动控制模块等
各种功能模块遥 还有混合型模块遥 模块接线采用
弹性卡接的前连接器袁 保证连接的牢固可靠袁安
装方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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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祥——
—您值得信赖的EIP（嵌入式智能平台）合作伙伴
研祥集团成立于1993年袁2003年10月在香港联交所成
功上市袁 目前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集特种计算机研发尧
制造尧销售和系统整合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遥
研祥十年磨一剑铸就的野EVOC冶品牌旗下整合了通
用产品尧人机交互产品尧整机产品尧通讯产品尧网络产品尧
PC/104产品六大产品系列遥 产品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袁并
广泛应用于工业现场尧石油石化尧铁道尧电力尧金融尧交通尧
通讯尧网络尧监控尧医疗设备尧仪器仪表等行业遥设立在全国
的三十余家全资分支机构和数百家野EVOC冶嵌入式智能
平台联盟组成的庞大销售尧服务网络能够及时为客户提供
最便捷尧周到的服务遥
2004年袁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尧WTO研究中心和
中国经营报社共同组织对香港上市公司H股进行竞争力指数

排名袁研祥综合指数排第九名袁效益指数排第七名遥 研祥集团
还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尧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
软件企业尧中国企业信息化500强遥 产品被列入国家重点新产
品和国家火炬计划项目袁并多次获得科技进步奖励遥 2007年袁
研祥集团被评选为野第四届中国最具生命力企业冶遥
针对高可靠性应用袁研祥在业界首次制定了计算机的
十八级分类标准袁根据应用的不同把计算机分成院商用机尧
工控机尧特种机尧加固机尧军用机尧航天机六大类袁同时制定
相应的标准袁这些标准覆盖了温度尧湿度尧振动尧冲击尧电磁
兼容尧防水尧噪声尧冗余尧安全等袁确保能够满足不同行业尧
不同应用尧不同环境对计算机整机的特定要求遥 公司目前
可提供包括最新双核低功耗在内的全系列低功耗产品遥 从
长卡尧短卡尧5寸尧3寸尧PC/104到整机来满足各种嵌入式系

推荐产品一院CPC-3711CL2NA
3U Pentium M 处理器级主控板
Intel Celeron M/Pentium M 处理器袁400MHz FSB
1 条 DDR2 内存插槽袁最大支持 2GB DDR2 400
2 个千兆网口
可实现多路信号预处理尧复杂数据算法尧数据存储尧系统控制等任务

统对特种计算机的低功耗要求遥
研祥集团在中国设有多个研发中心尧数十家全资分支
机构袁覆盖中国各主要城市的野EVOC冶特种计算机产业联
盟袁组成了庞大的销售尧服务网络袁能够随时为客户提供周
到的服务遥 公司每年将销售额的10%左右投入到研发当
中袁目前拥有国家级科研成果鉴定12项袁软件登记产品17
项袁专利技术40多项袁正在申请的专利50多项遥 研祥80%的
市场在中国大陆袁销往国外的产品中欧美企业占据了百分
之十几的市场份额袁从07年起公司计划逐年加大对海外市
场的开拓力度袁争取经过几年就达到海外市场营业额占据
总营业额80%-90%的目标遥
研祥未来的目标不仅要成为中国的第一袁 更要把
野EVOC冶打造成为野中国的西门子冶浴

推荐产品二院MEC-1001
长征系列超小型低功耗无风扇嵌入式整机
板 载 AMD LX8000, 板 载 内 存
256MB
4 个串口尧2 个 USB 接口尧8 路数
字输入输出接口以及 1 个 RJ45 接口
1 个 PC/104 Plus 总线接口袁可堆
栈
超小尺寸袁宽温工作
MEC-1001 是一款可内置 104 主
板的超小型宽温嵌入式整机袁 具备
104 的可堆栈特性袁 采用密封铝合金
加固机壳袁尺寸超小袁机构紧凑袁坚固袁
外壳兼作散热作用袁 密封防尘性能和
散热性能良好尧工作可可靠尧抗震抗冲
击性能尧 宽温与抗干扰性能优异遥 广
泛应用于电力尧 铁路尧 工业监控等行
业遥

威强，谱写中国战略新篇章
要要
要访威强工业电脑董事长郭博达

威强工业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郭博达

台北威强工业电脑自2005年从威达电集团分割成立后袁于
2006年成立威强美国分公司袁 今年2008年一季度再度启动威强
上海分公司渊上海威强电工业电脑有限公司冤遥 威达电集团成立
于1997年袁 累积了11年的专业工控经验袁IEI品牌已在全球的工
控产业里领先遥 如何把把在台北的成功的经营管理与销售模式
转移至上海袁 威达电集团将如何整合旗下多项产品的资源袁 IEI
品牌是否会在中国的工控业界将吹起一阵旋风袁带着这些问题袁
我们采访了威强工业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博达遥
扎根中国袁谱写中国战略新篇章
威强工业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博达表示袁身为全

球主要工业电脑厂商之一的威强袁其实是知名EMS 品牌威达
电的子公司遥 台北威强工业电脑自2005年从威达电集团分割
成立后袁于2006年成立威强美国分公司袁今年2008年一季度
再度启动威强上海分公司 渊上海威强电工业电脑有限公
司冤遥 IEI威强成立以来一直秉持客户导向的发展理念袁在技
术发展尧产品设计尧客制产品尧业务行销尧客户服务各方面袁都
获得极高的声誉遥
郭董事长说院野上海威强电工业电脑有限公司的成立除
了要服务好全中国的客户之外袁提供完整的高性价比的原厂
系统整机与客制化需求也将是威强上海的重要目标遥 冶威强
上海新公司座落于全球五百大集中地的上海市漕河泾袁目前
已经开始营运遥 郭董还表示袁威强将把IEI在工控行业累积的
11年专业经验和在全球市场上成功的经营管理与销售模式
转移至国内遥 威强旨在3-5年内成为中国最顶尖的工控厂商袁
这也是威强所要谱写的中国战略新篇章遥
资源整合袁提供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2008年第二季度威强工业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渊IEI冤和凌
华科技渊ADLINK冤宣布袁两大企业技术联合为相同的客户提
供一个先进的袁高度集成的袁紧凑的PCI Express渊PCIe冤机器
视觉解决方案遥
J.B. Fiser公司所推出RX1000/ME系统袁 也是与威强合
作袁集成了威强的PPC-5150D平板电脑系统遥 荣获极富盛名
的"Premis Cambra 2006"技术革新奖遥
2006年8月袁威强3.5" WAFER-LX SBC也光荣地被ECE
杂志授予银奖遥

推荐产品一院AFOLUX一体化平板触摸电脑
IEI AFOLUX取名于Affordable和Luxury两
个单词, 意为买的起的奢侈品遥 AFOLUX平
板触摸电脑采用工业级塑钢设计袁前面板符合
IP64防护等级袁支持VESA通用标准安装袁能够
方便的安装在任何想要的位置遥 内置无线袁蓝
牙模块袁扬声器袁配备齐全的通信接口袁可选
UPS不断电系统和HSDPA网络模块遥 齐全的尺
寸大小和丰富的平台选择遥
购买AFOLUX一体化平板触摸电脑还能
免费享受IEI特有的附加软件院系统智能管理模
块ISMM袁可实时监控系统的运行遥
IEI AFOLUX提供专业化的POS, KIOSK,
广告机解决方案和完美的客制化服务, 适用于广泛的商业和工业应用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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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董事长在面对这些荣誉表示院野威强在全球获得了广
泛的荣誉的同时袁将不断地整合资源袁开展广泛的合作袁为客
户提供高性价比的袁先进的解决方案遥 冶
细分市场袁行业应用领先
2008年第一季度威强工业电脑除了成立威强上海分公
司外袁同时成立了野医疗显示器事业部门冶与野创新价值事业
部门冶遥 IEI威强的医疗显示器部门将工控产品的研发经验发
挥到极致袁 成功的开发出专业的百视美系列医疗显示器袁威
强独创的GrayBoost? 12位同步灰阶显示技术袁 通过通用双连
接DVI显卡与内建12位查找表渊LUT冤袁可达12位渊4096阶冤图
像显示效果袁远优于目前传统医疗显示器遥
创新价值事业部门也成功的开发出AFOLUX系列一体
化平板触摸电脑袁可用做专业的POS袁KIOSK袁多媒体数字广
告机应用遥 此外袁IEI自主研发的VIDEO WALL 高清晰显示
墙控制器袁以及新型的工业总线袁乃至功能强大的门禁控制
系统袁都会在这次野中国工博会冶中闪亮展出遥
郭董事长说院野威强当初会往医疗领域发展袁 起先是有感于
目前的医疗显示器几乎被比利时BARCO袁 日本EIZO袁 美国
PLANAR袁GE袁荷兰PHILIPS及德国西门子等国外大厂给垄断袁
以至于价格居高不下遥 冶 郭董事长还透露袁同规格的显示器袁威
强的价格约比外国品牌便宜20%-40%左右袁非常超值浴
2008年是威强极其重要的一年袁一个崭新而富有生气的
IEI世界将向整个中国呈现遥 IEI将刻守技术精进的承诺袁继续
提供高性价比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袁灵活的客制化服务以及人
性化的售前售后咨询遥

推荐产品二院PCIE-Q350 工业全长卡
工业电脑领导厂商威强前不久推出了搭
载 Intel Q35 高 速 芯 片 组 的 PCIE -Q350
(PICMG 1.3 CPU 全 长 卡 ) 以 及 IMB -Q354
(microATX工业级主机板). 此两款采用前端
总线高达1333MHz的Intel Q35高速芯片组袁
搭配Intel Core 2 Duo四核处理器或更先进的
45nm处理器袁效能均相得益彰遥
PCIE-Q350与IMB-Q354袁 除效能高外
也更省电袁适合运用于高速数据传输的应用袁
包括院监视系统尧自动控制系统尧高阶测量与
数据撷取设备等遥 PCIE-Q350与IMB-Q354
支持新一代Intel主动管理技术渊3.0冤袁让公司IT部门可结合第三方的安全管理应用方案袁远
程管控平台袁进行诊断尧复原袁及库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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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科电气继往开来，
锻造世界品质
2008年对于步科电气渊原步进科技冤来说袁的确是风生水起的一年遥 品牌升级尧进军国外市场尧旗下产品品牌eView HMI成功应用于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以及Kinco PLC成功应用于奥运
场馆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等一系列事件袁都让它站在了中国工控行业的最前沿遥 它的朝气蓬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品牌国际化进程的希望曙光袁它的轰轰烈烈让我们看到中国品牌生生不息
的生命力袁它踏踏实实地干劲又让我们振臂欢呼院未来袁中国的工控名牌必将让世界为之侧目浴
步科电气袁它的未来会怎么样钥它能承载中国客户与世界客户的厚望吗钥看着步科电气不断推陈出新的发展姿态袁我们有理由相信院步科电气正在继往开来袁走在锻造世界品质的路上遥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袁届时步科电气将携其最新新产品乘坐工博会的快车向世界展示一个生机勃勃的步科电气院非凡的2008袁飞翔着的步科电气袁带给您一站式自动化解决方案全面惊喜浴
推荐产品一院 MT5020系列和MT6000系列人机界面

2008 年 秋 袁 步 科 电 气 相 继 推 出 了
MT5020系列和MT6000系列人机界面遥
MT5020系列是在MT5000系列平台的
基础上开发的多功能人机界面袁接口功能和
通讯功能非常丰富院
* 支持U盘和SD卡存储类设备扩展曰
* 支持USB接口打印机尧鼠标尧键盘尧摄
像头尧条形码扫描仪曰
* 支持音频输出曰
* 支持实时以太网功能尧USB下载和双
串口通讯曰
* 支 持 CANOPEN 和 PROFIBUS -DP
扩展卡通讯遥
MT6000系列是开放式人机界面袁 预装
WindowsCE 5.0操作系统袁可运行各种Win鄄
dowsCE平台应用程序袁 如HMI/SCADA软
件尧Soft Logic软件或用户自行开发的应用程序袁并支持MT5020系列所有的扩展功能遥
MT5020系列和MT6000系列的高级功能配备将会让eView人机界面变得更为强大遥 步科
电气将继续以市场为主导袁以强大的研发实力袁不断开发高性能的人机界面产品袁以配合公
司运动控制系统尧PLC尧总线等系列产品袁实现野为全球客户提供中国人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冶
的承诺遥

推荐产品三院 KINCO ED系列三相伺服驱动器
KINCO ED系列三相伺服驱动器是步
科新推出的具有高性价比的智能化数字式
伺服驱动器遥 自上市以来凭借其优异的性能
以及功能受到广大消费者的一致好评遥 主要
规格型号有ED430 尧ED620尧 ED630袁 其中
ED430 输 入 电 压 为 AC220V袁ED620尧ED630
输入电压为AC380V遥
KINCO ED系列三相伺服驱动器有如
下特点以及功能院
* 通过 现场总 线 渊CAN尧Profibus DP尧
RS485尧RS232冤进行位置控制
* 卓越的主从跟随功能
* 内部可编程
* 通过数字输入接口进行位置控制
* 采用脉冲和方向信号进行位置控制
* 采用模拟信号进行速度和位置控制

推荐产品二院 CPU308系列Kinco PLC
CPU308是步科Kinco K3系列PLC家族中的40点的CPU模块袁 它不但继承了CPU304尧
CPU306稳定尧可靠尧易用的特点袁而且增加了以下功能院
* 强大的扩展能力 渊数字量可扩到280
点袁模拟量可扩到64点曰冤
* 双串口通讯渊Port0 RS232/RS485可选袁
Port1 RS485 光电隔离冤曰
* Modbus RTU 主站功能曰
* 定位控制功能曰
* 丰富的指令曰
* 带参数的子程序功能渊开放性袁扩展性
更强冤曰
* 中断事件丰富渊32个中断事件冤曰
* 程序容量大渊FRAM院32KB冤曰
* 采用了智能充电袁锂电池可终身免更换遥
推荐产品四院 K406CN与CANopen
Kinco K4 PLC是上海步科电气面向机器自动化领域推出的一款带CAN总线接口的小型
PLC袁是步科电气Kinco PLC家族中的新成员袁继承了Kinco K3 系列PLC稳定尧可靠尧易用的
特点遥 在K3的基础上采用全新的设计理念袁性能更好且功能更强的中央处理器袁具有了比普
通小型PLC更强的数据运算能力袁 另外该型PLC
还具有CAN总线接口袁与伺服驱动器尧远程I/O尧
变频器等产品组成了一个功能强大的CAN总线
系统解决方案袁使您的机械设备更强大尧更灵活尧
更高效尧性价比更高遥
CAN总线系统解决方案就是采用总线技术
替代以前的控制技术袁中央控制器与现场设备之
间的数据传输全部采用总线来完成, 该解决方案
能为客户提高效率尧降低故障率尧提高系统的稳
定性袁同时降低系统成本遥 总线解决方案综合利
用了自动控制技术尧仪器仪表传感器技术尧计算机技术尧 通信技术 尧微电子技术尧网络技术袁
使工业控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袁进入了真正的自动化尧网络化阶段遥
Kinco K406CN所具有的特点院
1. 具有总线控制能力曰 2. 具有高速的运算能力曰 3. 具有多PLC通过CAN总线联网能
力曰 4. 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和扩展能力曰 5. 具有强大的错误处理能力曰 6. 支持各种通讯速
度曰 7. 实时性更好曰 8. 支持连接32个从站曰 9. 支持庞大的数据传输曰 10. 支持对从站启
动过程进行设置曰 11. 支持地址重新编辑功能曰 12. 方便灵活的PDO数据影射更改功能曰
13. 能够一目了然的查看所有交换的数据地址曰 14. K4 PLC具有3个通讯口袁 均可以同时进
行通讯曰 15. 减小了系统布线工作量及编程工作量曰 16. 降低了系统故障率曰 17. 降低了系
统维护成本曰 18. 性价比高

美国史丹利：工具典范，百年传承
实力铸就百年品牌, 时间见证精彩
总部设在美国康奈蒂克州的史丹利公司
自1843年成立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袁百年
的发展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五金工具制造商和
销售商袁旗下拥有的世界知名品牌包括院 FA鄄
COM,BOSTITCH, PROTO, MAC, VID鄄
MAR, JENSEN, LA BOUNTY, PAC, CJ
Rush, BEST, ACCESS, GOLDBLATT, ZAG
等等遥 自 1966 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以
来袁 一直是美国标准普尔 500 强企业之一袁
2007年销售额约为310亿人民币遥 目前袁史丹
利在全球有 40 多家工厂尧 14000 多名员工遥
世界工具专家品牌精髓袁发扬光大

丹利五金工具渊上海冤有限公司 总经理 夏岱

美国史丹利自上世纪90 年代初进入中
国市场袁经过20多年的发展袁史丹利品牌已
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遥 目前史丹利在中

推荐产品一院史丹利七抽屉工具车
采用夹壁结构设计袁 保证提供足够大的支撑
力袁更显工业级的坚固性遥双滚珠滑轨设计袁有自锁
功能袁只需轻轻推进即可自动锁定遥 箱体表面为黑
砂漆处理袁抗刮痕尧抗腐蚀防锈能力强遥 软性 TPR
双刹脚轮袁承重力强可达 500KG袁能有效克服不平
路面带来的震动袁 且保证工具箱在锁定时不侧移袁
更安全可靠遥 独特的 R 角把手设计袁使用更舒适遥
筒式锁锁控系统袁坚固尧防盗性能更佳遥工具箱工作
平面有厚度达 10MM 的 EVA 保护垫袁 以便操作遥
箱体两侧壁各留有 4 个用于安装挂件的螺丝孔袁可
据需要安装挂件遥

国拥有3家有限公司尧3家制造工厂尧4个代表
机构和2000多名员工遥 在工具领域我们的产
品涵盖了Stanley手动工具尧Bostitch专业紧固
工具尧CST专业激光镭射工具尧Facom以及
Proto顶级手工具尧VIRAX系列管道工具袁近
2万多种产品袁 为满足不同的客户需要提供
了多种解决方案袁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具
专家遥 秉承史丹利代代相传的野货真价实袁坦
诚无欺袁尊重他人袁追求品质冶经营方针袁史
丹利在中国销售的工具产品品质都达到或
超过美国ANSI标准尧 德国DIN标准及GB中
国国家标准袁 同时为了更好的服务中国市
场袁史丹利不断开发新产品并凭借全球采购
的优势袁提供高性价比的工具袁并且承诺在
自然环境使用下确保终身优质服务遥
携手工博会袁共襄盛举
史丹利五金工具渊上海冤有限公司总经

理夏岱先生介绍袁 百年品牌史丹利在中国
的20多年的经营中袁 从未放慢在品牌经营
上的脚步袁 工博会作为目前国内乃至亚太
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工业领域技术展示和交
流平台袁史丹利公司当然不容错过遥 今年的
再度亮相袁 史丹利除了会带来旗下STAN鄄
LEY品牌用于工业领域的专业手动工具外,
还将隆重推出专门用于核电站尧地铁尧航空
等高端工业领域的法国品牌Facom顶级手
工具产品袁以及为中国市场度身定制的VI鄄
RAX系列专业管道工具袁 以充分的满足工
业领域高中档市场的多元化需求袁 全面展
现史丹利更具创造性价值和竞争性价格的
优质产品遥
夏岱先生还表示院未来史丹利公司将秉
承不断创新尧追求卓越的理念袁以最优质的
产品服务于中国市场遥坚定和巩固公司在中
国的发展步伐袁与中国的建设共进遥

推荐产品二院Facom208 系列扭力扳手
FACOM 是具有超过 90 年历史的世界顶级工具品牌袁 为世界三大航空
级工具制造厂商之一袁一直致力于提供全系列尧专业尧安全尧高效尧高品质的工
具遥 FACOM 扭矩工具产品线齐全袁全部由欧洲工厂制造袁其产品精度优于
DIN EN ISO 6789 标准袁 重复精度和耐久性均超过同类产品的
平均水平遥适用于工业装备尧汽车制造尧航空航天尧核电等
对扭矩控制有较高需求的领域遥 FA鄄
COM 208 系列扭矩扳手配有 72 齿精
细棘轮袁精确双刻度尺袁以及丰富多
样的附件袁使操作更加灵活方便袁并
且经过特殊的人体工程学设计袁
握持舒适袁可显著降低疲劳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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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聚焦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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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艾讯宏达科技渊深圳冤有限公司院
艾讯宏达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艾讯宏达)要要
要是专业化
Non-PC产品供应商遥 公司致力于中国大陆市场袁着力于为中国
大陆地区客户提供更有竞争力尧 更适合本土市场的产品和更具
专业性的服务遥经过多年的专心经营袁艾讯宏达已在中国大陆奠
定了深厚的客户基础袁 并建立了完善的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体
系遥 公司的目标是能够打造
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野艾
讯宏达冶品牌袁成为野中国最
大的Non-PC供应商冶遥

力纳克传动系统渊深圳冤有限公司
LINAK公司成立于1907年遥 现任公司的
所 有 者 及 总 裁 BENT JENSEN 就 任 于
1976年袁 在他的领导和改革下袁
LINAK于1980年开发生产了首批
线性传动器遥 作为生产高品质传
动器的专业生产厂家袁 公司发展
动力是改善人们的工作环境袁使其更富人性化遥 产品主要可
分为四大系列院医护袁办公袁家庭及科技袁每一个系列专注于
一个特定的商业领域而开发遥

伊玛电子有限公司亚太营运上海总部
美商伊玛电子为工业开关和传感
器的专业制造厂袁拥有坚强的研发团队袁致力于产品的开发创
新袁 并提供客户从设计到制造的垂直
整合的解决方案遥 产品涵溢院16/22/30
控制开关袁多层式警示灯袁区域安全光
幕曰浮子式尧阻旋式和音叉式料位计曰
接近开关曰流动尧压力和温度传感器尧
编码器尧速度监视器和AS-i总线系统遥

威琅电气贸易渊上海冤有限公司

美卡诺元器件渊上海冤有限公司

德资雅迪
德资雅迪HARTING成立于1945年袁 是全球连接器生产
商及工业网络科技的领导者遥 HARTING总部位于德国袁并
在其它24个国家拥有分公司遥HARTING于1988年进入中国袁
是首家在中国市场获得CCC证
书的国际知名连接器厂商袁 市场
主要集中在机械制造袁轨道交通袁
工厂自动化袁 电力输配设备及电
信遥 HARTING目前在中国的10
个城市设有销售办事处院上海尧北
京尧深圳尧广州尧珠海尧南京尧西安尧青岛尧沈阳尧苏州遥

町洋电子渊中国冤有限公司
町洋机电有限公司是台湾町洋在中国设立的以专业开
发制造各式端子壹及配件为主的企业袁目前町洋已成为亚洲
地区知名的端子壹供应商袁产品通过多国安规认证袁并取得
ISO9001国际品质认证遥 町洋除可供应欧洲式PCB型及轨道
式端子台尧传统栅板式端子仪尧中继模组块等各种标准产品
外袁还接受客户委托之产品的开发制造
或设计变更袁更努力发展野机构整合及
零件供应冶的新的事业空间袁进一步扩
大服务项目袁提供客户在结构方面的配
合袁举凡产品结构设计尧模具设计制作尧
部品渊包括金属冤成型零件的加工供应尧
产品组合尧 品质检测均能在厂内完成遥
总之袁町洋已不只是一个好的端子台制
造商及供应者袁同时更是一个好的工作
伙伴遥

科施贸易渊上海冤有限公司
科 施 渊CST冤
隶属于施耐德电气袁 旗下品牌包括高
诺斯渊Crouzet)袁快达渊Crydom)袁BEI等遥
总部设于美国袁 年销售额8亿美金袁全
球雇员约6000年遥 作为国际制造商袁
CST在交通尧 工业与航空航天领域提
供基于比例调节尧 定位和压力传感的
智能传感技术和控制及执行元 件产
品袁为客户提供专业解决方案遥

雷欧电气元件(上海)有限公司
REO雷奥公司生产用于自动化高质
量的元件袁 用于工业和医疗等电力供应的
产品遥 REO雷奥公司在以下的工厂生产:
SETZERMANN公司在Pfarrkirchen普法耳
基辛渊德国巴伐利亚州冤袁 IBK公司在Kyritz
屈里茨 渊德国波茨坦区冤袁 NIEKE公司在
Hennigsdorf亨尼希多夫渊德国柏林冤和REO
在Solingen索林根渊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冤遥

美国邦纳工程国际有限公司
美国邦纳工程公司提供了最为齐全的光电传感产品袁测
量检测产品袁机床安全产品及视觉传
感器供您选择遥 不论您身处任何产业
或生产何种产品袁邦纳公司都有合适
且可值得信赖的产品来帮助您实现
自动化生产袁 提高您的生产效率袁产
品品质和保障生产安全遥

上海华伦仪表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系中美合资生产连接器
的专业公司遥 主要产品有矩形重载连
接器尧圆形连接器和小型圆形
连接器遥 公司已通过了
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尧
ISO14000:2004环 境质量 管 理
体系和OHSAS18001:1999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遥

美卡诺元器件渊上海冤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年,是PHOENIX MECANO AG(简称PMAG)在中国成立
的全资子公司遥 PMAG凭借其产品的权
威性和多年累积的专业技术经验袁赢得
了全球元器件市场的高度赞誉袁产品被
广泛地运用在各个通讯尧电子和工业领
域袁涉及于轨道交通尧自动化控制尧船舶
航空尧设备制造尧医疗护理尧仪器仪表尧
能源电力尧石油化工等领域遥

上海岚洋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岚洋电气有限公司是一家股份制技
术型企业遥 公司位于上海市北工业区内袁紧靠地铁1号线汶水
路站遥 岚洋电气公司整合原两公司的
优势袁并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袁强化服
务意识遥 公司致力于为各行业客户提
供最有竞争力的电气系统一体化解决
方案遥 充分消化尧吸收尧运用国际高端
前沿技术袁 力争在工业电气行业开创
全新的民族品牌遥

劳易测电子贸易渊深圳冤有限公司
乐易公司在全球拥有26个实力雄厚的销售与技术服务
分公司遥 这些队伍有强大的技术支持做为后盾袁能承受最大
限度的客户话务量遥 24小时
服务热线全天候为客户提
供技术支持遥
客 户的 利益 就 是 我 们
追求的目标袁所有Leuze子公
司都通过了ISO 9001认证袁
是达到这一目标条件遥

光洋电子渊无锡冤有限公司
洋电子是以光洋精工为核心的光洋集团的成员袁光洋精
工是在轴承尧 汽车动力驾驶和机械设
备领域的龙头企业遥 所有企业成员紧
密联系袁并共享技术成果遥 光洋电子运
用光洋集团的技术成果积极努力创造
独特的尧高附加值的产品袁同时推动技
术的发展袁 并不断寻找具有挑战性的
事业机会遥

德派装配自动化技术渊苏州冤有限公司
1801诞生于古老的德国巴伐利亚军工厂曰1918? 开始生
产制造商业机械工具和空压类产品曰今天袁在全球近40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分公司或办事机构遥 秉承德国工程师精湛的
制 造 工 艺和 独 具 匠 心的 精 妙 设
计 袁 百 年 辉 煌 历 史 打 造 了 DE鄄
PRAG世界级的组装与紧固技术
和产品遥

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
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拥有35个分支机构袁是国
际跨国巨头要要
要台达电子集团子公司遥
身为动力尧自动化尧视讯等工业产品尧集
成方案及客制化服务的主流供货商袁中
达电通的客户领域横跨通信尧 金融尧机
床尧纺机尧印刷尧包装尧楼宇自动化尧橡
塑尧电子设备尧交通等行业袁是您可信赖
的合作伙伴遥

研华渊中国冤有限公司
研华科技是全球e化电子平台服务 (ePlatform Service) 的
领导厂商遥 长期以来致力于符合客户
特殊应用需求的计算机平台设计与
开发袁帮助系统集成商在各领域提供
多种满足客户需求的增值解决方案
及服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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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威琅电气公司是全球电气连接产品的领先制造商
之一遥 其产品包括各种标准及根据客户要求订制的组合式接
线端子袁 印刷电路板接线端子和接插
件袁工业用多路连接器袁电子模块尧继电
器尧I/O接口尧电源尧防浪涌过电压保护
和专用工具等遥 同时威琅电气也是楼宇
强尧弱电综合布线插拔式连接技术的发
明者遥

威格勒传感器渊上海冤有限公司
wenglor传感器 (上海) 有限公司是德国wenglor sensoric
gmbh的中国子公司袁德国wenglor sensoric gmbh袁是一家专业
研发与生产传感器的厂家袁产品包
括院光电传感器曰电感式接近开关曰
图像处理系统曰安全光幕以及条形
码扫描仪遥 并且还提供各类附件袁
光纤光缆袁安装支架及照明系统遥

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袁是亚洲地区大型传动控制整合服
务商遥 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袁在中国天津尧香港和新加坡分别
设有子公司及直销事务所遥 天津罗升是集解决方案尧采购尧加工尧
仓储尧物流尧销售尧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
合型服务企业遥 服务产品有:HMI尧PLC尧
数控系统尧伺服系统尧变频器尧直线导轨尧
滚珠丝杠尧减变速机等遥

施迈赛工业开关渊上海冤有限公司
施迈赛集团创立于1945年袁是研发尧制造工
业开关尧安全开关和电子产品的专业公司遥 产品
范围有院安全门开关和门锁开关尧安全传感器尧紧
急停止拉线开关尧安全监控模块渊安全继电器冤尧
限位开关尧脚踏开关尧防爆开关尧安全光电设备尧
接近开关尧电梯开关尧紧急停止按钮等遥 所有产品
都拥有CE尧UL尧3C国际认证遥

上银科技渊股冤公司
上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业于精密滾珠螺桿及线性传
动元件之研发与制造遥 为建立系统化的环安衛保護制度袁本
公司将致力在研发及产品制造尧原物料
使用尧废弃等决策过程中融合环安衛保
護观念袁并持续进行改善袁善盡污染防
治袁废弃物减量袁节约能源以及劳工安
全衛生保護的责任遥

上海山宇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山宇电子设备有限公司袁系上海市电力电子技术研
究单位袁和日本山宇株式会社渊亚洲冤有限公司联合从事各种
电力电子产品开发尧生产尧销售以及有关领域的技术咨询尧技
术服务遥山宇公司是我国生产交流电机
变频器尧高低压电机软起动器的首批企
业之一袁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袁拥有众
多的技术人才遥山宇公司竭诚愿意为国
内企业在工业自动化控制方面提供高
科技术产品与技术支持遥

南京菲尼克斯电气有限公司
菲尼克斯电气是电气连接尧
电子接口和工业自动化技术领域的世界市场领导者袁也是中
国最具竞争力的高成长型创业企业
之一遥 中国公司现拥有员工 600 多
人袁设立了 3 个子公司尧20 个办事处袁
建立了完善的技术服务支持网络遥 如
今中国公司的业务迅速发展袁已成为
菲尼克斯电气集团全球业务的重要
基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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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企业名单渊统计截止日期 2008 年 8 月 31 日冤
ABB(中国)有限公司
Hilscher Systemautomation Shanghai Rep.
Office
LANCO ASSEMBLY SYSTEMS
M2I Corperation
PcVue China
Roxtec 烙克赛克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艾讯宏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安华高科技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鼎实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汇冠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鑫诺金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奔泰电子机电设备（青岛）有限公司
博恩斯坦电子（太仓）有限公司
常州合泰微特电机有限公司
川崎机器人（天津）有限公司
大连伊通科技有限公司
德国倍福自动化有限公司
德国惠朋公司北京办事处
德国缆普电缆（上海）有限公司
德国施克传感器
德国一方梯队软件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德国易帝开关设备有限公司与合营公司上海代表处
德资雅迪
登方（上海）电子有限公司
町洋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东冠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铎驿企业有限公司
俄罗斯展团圣彼得堡市
富士电机控股（株）
固安捷（中国）工业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广泷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捷银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茵电子有限公司
芬兰 SATEL 公司在中国的总代理商
广州市睿宝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国科精工（上海）有限公司
杭州立得电机有限公司
湖北行星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胡默尔连接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出版社
嘉兴华人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制造网）
捷锐企业（上海）有限公司
金子电线电讯（苏州）有限公司
进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精量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璟腾滚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施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库伯勒（北京）自动化有限公司
昆山施耐特机械有限公司
昆山智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乐清市海滨电子元件厂
乐清市金龟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乐庭国际有限公司
雷莫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雷欧电气元件（上海）有限公司
力纳克传动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辽宁省鞍山市庆隆机电有限公司
伦茨（上海）机电传动有限公司
罗克韦尔自动化
美得龙(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美国邦纳工程国际有限公司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
美卡诺元器件（上海）有限公司
门拓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莫尔塑料（上海）有限公司
南京菲尼克斯电气有限公司
宁波高新区纳康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高正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三和壳体公司
宁波速普电子有限公司
欧辰电子有限公司
皮尔磁工业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普洛菲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青岛英嘉工贸有限公司
铨盛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瑞典莱纳林德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瑞可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
厦门德利兴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西霸士)
厦门精研自动化元件有限公司
厦门士林电机有限公司
厦门唯恩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爱浦克施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北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倍加福自动化有限公司
上海比迪工业铝型材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秉丰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波欧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博显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勃鹰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岱力空压机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德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迪普天源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鼎茂兴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二工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上海方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富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固勒电气有限公司

ABB China Ltd.
Hilscher Systemautomation Shanghai Rep.
Office
LANCO ASSEMBLY SYSTEMS
M2I Corperation
PcVue China
Roxtec International AB
Grantech Co.,Ltd.
Avago Technologies
Baumer (China) Co. Ltd.
Beijing DS FieldBus Technology Ltd.
Beijing Hollysys Co.,Ltd.
IRTOUCH SYSTEMS Co.,Ltd.
Beijing Nokisens Sac Co. Ltd
Pentair Technical Products China
Bernstein Safe Solutions (Taicang) Co., Ltd.
Changzhou Hetal Motors & Electric Appliance Co.,ltd.
Kawasaki Robotics(Tianjin)Co., Ltd.
ETON INDUSTRIAL INNOVATIONS.,LTD.
Beckhoff Automation GmbH
VIPA GmbH
LAPPKABEL SHANGHAI CO., LTD.
SICK CHINA
Infoteam Software GMBH
ELEKTRA TAILFINGEN-Schaltgeraete Gmbh & Co.KG
HARTING
TOHO(SHANGHAI) ELECTRONICS
DINKLE ELECTRIC MACHINERY (CHINA冤CO., LTD.
Oriental Technology (Shanghai) Ltd
St. Petersburg, Russia, Pavilion
FUJI Electric Holdings
Grainger China LLC
Guangzhou Guanglong Trading Co.,Ltd.
Guangzhou JIEYIN Electric Appliance Co.,Ltd.
SATEL China Co.,Ltd.
B & W INDUSTRIAL CO., LTD.
GSK CNC EQUIPMENT CO.,LTD.
ABBA Linear Tech Co.,Ltd.
HANG ZHOU LEAD ELECTRIC CO.,LTD.
Hubei Planetary Gearboxes Co.,Ltd.
HUMMEL Connector Systems (Shanghai) Co.,Ltd.
China Machine Press
Huaren Hydraul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Made-in-China.com
GENTEC (Shanghai) Corporation
KANEKO WIRE＆TELECOMMUNICATION渊SUZHOU冤CO., LTD
Jinlian Electronic Technology(Shanghai)CO.,Ltd
Measurement Specialties (China) Ltd.
Gten Ball Screw Technology Co.,Ltd.
Custom Sensors & Technologies Asia (Shanghai) Ltd.
Kuebler (Beijing) Automation Trading Co., Ltd.
Kunshan smart machinery Co.,Ltd.
3DFAMILY TECHNOLOGY(KUNSHAN)CO.,Ltd.
Shanghai Jingui Automation Equipment Co., Ltd.
LTK International Ltd.
LEMO Electronics (Shanghai) Co., Ltd.
Shanghai REO Electronic Co.,Ltd.
LINAK Group
Lenze Mechatronic Drives (Shanghai) Co.,Ltd.
Rockwell Automation China
METROL
Banner Engineering Corp.
National Instruments Corporation
Mecano Components(Shanghai)Co.,Ltd.
MENTOR Electronics & Technology (shanghai) Ltd.
Murrplastik Systemtechnik GmbH
Nanjing Phoenix Contact Co., Ltd
DEGSON ELECTRONICS CO., LTD.
CIXI SANHE APPLIANCE & PLASTICS CO., LTD.
Ningbo Supu Elestronics Co.,Ltd
Softlink Technology Co.,Ltd.
Pilz Industrial Automation (Shanghai)Co.,Ltd
Pro-face China International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WidLine Industrial Supply Co.,Ltd.
Chang Shuan Electronics Co.,Ltd.
Leine & Linde AB
SANKEN L.D. ELECTRIC (JIANG YIN) CO.,LTD
SIBAS CONTACT
JSCC AUTOMATION (XIAMEN) LTD.
Xiamen Shihlin Electric Co.,Ltd.
XiaMen WAIN ELECTRICAL CO., LTD.
Shanghai IPKIS Electric Co.,Ltd.
Shanghai BECCA Electronic Technological Co.,Ltd.
Shanghai Pepperl+Fuchs Automation Trading Co., Ltd.
B&D (SHANGHAI) INDUSTRIAL PROFILES & ACCESSORIES CO.,LTD.
SHANGHAI BINGFONG HARDWARE & ELECTROMECHANICAL CO., LTD.
SHANGHAI WISDOM ENTERPRISE CO., LTD.
Shanghai Boying Industries Co., Ltd.
ROTORCOMP
AUCOTEC AG
SYSTEME HELMHOLZ
Shanghai Dimension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Solution Co., Ltd.
Shanghai APT Co.,Ltd.
SHANGHAI-FANUC Robotics Co., Ltd.
Shanghai Found Automation Equipment Co.,Ltd.
RealLand Electric Motors Technology Co.,Ltd.
GWCONNECT

上海国雄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上海好夫满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贺泰电机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恒安微型轴承有限公司
上海横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上海华伦仪表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甲云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
上海经一木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巨龙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凯西姆阀门有限公司
上海凯讯科技上海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岚洋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浪腾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上海雷普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利驰软件有限公司
上海丽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龙造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罗普自动化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罗森博格管道工具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铝纺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脉杰自动化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模数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拿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能快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欧宇铝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派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品哲配线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普邦传感器有限公司
上海钱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日成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瑞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三康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三信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山宇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声浦超声波设备厂
上海生信计算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世机自动化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思百吉仪器系统有限公司（美国红狮控制）
上海斯达普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斯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斯派克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上海天任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天逸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通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瓦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万颢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想来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向开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昕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烨炜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
上海仪华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义文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银石机电设备配套有限公司
上海银石机电设备配套有限公司
上海优乐博特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优易嘉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友邦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兆越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正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中森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忠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银科技(股)公司
深圳市艾而特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硕阳电机深圳销售部
深圳市步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汇川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雷赛机电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普传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纶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众为兴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众为兴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耀德仪表有限公司
沈阳百格机器人有限公司
沈阳力拓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沈阳欧申科技有限公司
施迈赛工业开关（上海）有限公司
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史丹利五金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史陶比尔(杭州)有限公司
适发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首钢莫托曼机器人有限公司
苏州博昇电气有限公司
苏州市光福电讯器材厂
苏州速思科技有限公司
泰科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天津东洋电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
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
万可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威格勒传感器(上海)有限公司
威琅电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威强电工业电脑有限公司
威图电子机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伟马快德机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魏德米勒电联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温州市腾隆电子仪表有限公司
无锡康贝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乐吉自动化有限公司
无锡天任电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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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Guoxiong Gongmao Co.,Ltd.
Shanghai Academy of Spaceflight Technology(SAST)
SHANGHAI H.F.M. ELECTRICITY EQUIPMENT CO., LTD
Shanghai Hetai Motor Industrial Co., Ltd.
SHANGHAI HENGAN MINIATURE BEARING CO., LTD.
Yokogawa Shanghai Trading Co.,Ltd.
Shanghai Hualun Instruments & Electronics Co., Ltd.
Shanghai Jinxin Electric Co., Ltd.
SHANGHAI J.Y.M.H AUTO CO., LTD.
SHANGHAI JEELON ELECTRON CO.,LTD
Shanghai KAIXIMU Valve Co.,Ltd.
Fortress Interlocks Ltd.
SHANGHAI LANYANG ELECTRICAL CO.袁LTD
SHANGHAI LEIPOLD ELECTRIC CO.,LTD.
Shanghai Leads Software Co.
Lonmake Electric Co.,Ltd.
SHANGHAI ROPO AUTOMATION CONTROL SYSTEM CO., LTD.
ROTHENBERGER Werkzeuge GmbH
Shanghai Measure Automation System Equipment Co., Ltd
Shanghai Nahu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SHANG OUYU COMMERCIAL DEVELOPMENT CO.,LTD.
SPN Technology
Shanghai Pinzhe Layout Equipment Co., Ltd.
Shanghai PuBang Inc.
ShangHai QB Mechanical and Electeical Equipment Co., Ltd.?
Shanghai Richeng Electronic Co.,Ltd.
Shanghai RUIF Electronics Tech Co.,Ltd.
Shanghai Sankang Meter Co., Ltd.
Shanghai Sanxin Automation Engineering Co.,Ltd.
Shanghai SanYu Electronics Equipment CO., Ltd.
SolidWise Shanghai Shengxin Info Dev.Ltd.
Shanghai Machinego Import & Export Co.,Ltd.
STEP Automation Engineering (Shanghai) Ltd.
GoldenSky
Shanghai Tianren Electronics Co.,Ltd.
Shanghai Tianyi Electric Co., Ltd.
Shanghai Tonsail Automation Equipment Co.,LTD
Shanghai Vacu Automation Equipment Co., LTD.
EUMAX (China) Corp
Driveline Technology Components Co.,Ltd
Shanghai Xiangkai Electric Co.,Ltd

SHANGHAI ELECTRONICS DEVELOPMENT HOLDING (GROUPS) COMPANYS
Shanghai Yihua V&A Instrument Co.,Ltd.
Evan Fastening Systems Shanghai Ltd.
Shanghai Silverstone Electromechanical Device Co.,Ltd.
Shanghai Eurobot Automation Engineering Ltd.
SHANGHAI UPUN ELECTRIC CO., LTD.
Shanghai Mex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Co.,Ltd.

HIWIN TECHNOLOGIES CORP
AND Engineering Co.,Ltd.
step servo(shenzhen) Ltd
Shenzhen Inovance Technology Co.,Ltd.
Leadshine Technology Co.,Ltd.
Powtran Technology Co.,Ltd.
3onedata Technology Co.,Ltd.
Shenzhen Taiyong Technology Co., Ltd.
Shenzhen Weintek.Co., Ltd
SHENZHEN INVT ELECTRIC CO., LTD.
ADTechcn (CNC) Technolgoy Co.,Ltd.
Adtech (Shenzhen) CNC Technology Co.,Ltd
Shenyang Berger Robotic Co., Ltd.
Shenyang Lituo Automatic Control CO.,Ltd
Shenyang OCEAN Technolgoy Co.,Ltd.
SCHMERSAL Industrial Switchgear (Shanghai) Co., Ltd.
Schneider Electric China
The Stanley Works (Shanghai) Co., Ltd.
St?ubli (Hangzhou) Mechatronic Co., Ltd.
Suffice Industrial Technology Limited
Shougang Motoman Robot Co.,Ltd.
Suzhou Guangfu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Material Factory
Tyco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TOYO DENKI SEIZO K.K.
ACE PILLAR (Tianjin) Co.,Ltd.
Turck(Tianjin)Sensor Co., Ltd.
WAGO Electronic(Tianjin)Co.,Ltd
wenglor sensoric(Shanghai) co., ltd
Wieland Electric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IEI Technology Corp.
Rittal Electro-Mechanical Technology (Shanghai) Co., Ltd
WERMA (Shanghai) Co., Ltd.
Weidmüller Interfac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Wuxi L&G Automation Industrial Co.,Ltd.
Wuxi Tianren Electronic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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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企业论坛一览表（部分）
日期 Date
11 月 4 日
11 月 4 日
11 月 5 日
11 月 5 日
11 月 5 日
11 月 5 日
11 月 5 日
11 月 5-6 日
11 月 5 日

时间 Time 会议名称 Topic
下午
富士电机产品说明会
下午
EPLAN 新闻发布会
全天
第四届伺服与运动控制企业论坛
全天
工业旅游促进中心新闻发布会
上午
纺机尧包装尧印刷机械电控系统设计经验交流会
全天
2008 第三届上海国际先进机器人技术发展论坛
全天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五周年庆典及第五届最佳产品奖颁奖典礼
两天
2008OEM 机械设计技术研讨会
全天
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环境下的无线技术和无线网络的开发和应用

承办单位 Organizer
富士电机控股株式会社
EPLAN
中国传动网尧叶伺服与运动控制曳尧叶控制与传动曳
工业旅游促进中心
中国工控网
上海世博渊集团冤有限公司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叶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曳
上海世博渊集团冤有限公司
国际工业自动化网 IIANews.com
中国自动化学会仪表与装置委员会

11 月 5尧6 日

全天+上午

第四届中国智能电工技术论坛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现场总线分会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压电器分会
上海市电气工程设计研究会

11 月 5 日

全天

2008 能源装备技术研讨会

下午
上午

接近开关发明五十周年庆典要倍加福的开拓奋斗与不断创新
数控机床设计与维护经验交流会

上午

创新控制系统在火电行业应用与发展专题论坛

全天
全天+上午

2008 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研讨会渊2008 IRAS冤
第七届 MES渊制造与执行系统冤开发与应用研讨会

下午

创新控制系统在风电行业应用与发展专题论坛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中国电源工程师技术交流大会
中国电力电工高峰论坛 2008
2008 上海市自动化学会年会
火电厂清洁燃煤控制及优化技术研讨会

11 月 5 日
11 月 6 日
11 月 6 日

11 月 6 日
11 月 6尧7 日

11 月 6 日

11 月 7 日
11 月 7 日
11 月 7 日
11 月 7 日

上海世博渊集团冤有限公司
上海市电力行业协会
上海倍加福工业自动化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工控网
上海世博渊集团冤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弗戈工业媒体 ARC ADVISORY GROUP MM叶现代制造曳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渊VDMA冤上海代表处
中国自动化学会仪表与装置委员会
上海世博渊集团冤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弗戈工业媒体 ARC ADVISORY GROUP MM叶现代制造曳
中国电源协会
中国拟在建项目网
上海市自动化学会
中国自动化学会仪表与装置委员会

注:论坛主题尧时间可能发生变动袁以现场发布为准,具体举办地点和参会方式,请关注 www.ciif-expo.com 论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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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贸办事处
研华（中国）有限公司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阳冈电子（福建）有限公司
伊玛电子有限公司
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司
易福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益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意大利柯马公司
意大利意尔玛有限公司
玉环震浪超音坡震动子有限公司
浙江海利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恒丰泰减速机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龙井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天齐电气有限公司
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日东 大连名兴金属有限公司
卓越信通电子（北京）有限公司
REER S.P.A
SEIKO EPSON Corporation
TSUBAKIMOTO KOGYO CO.,LTD.

Siemens Ltd., China
Hongkong Pavilion
Advantech (China) Co.,Ltd.
EVOC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Toptek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ema Electronics Ltd.(USA)Asian-pacific Operation center-ShanghaiHQ
ELCO渊Tianjin冤Electronics Co.,Ltd.
ifm electronic (shanghai)Co.,Ltd.
EtherWAN Systems,Inc.
Comau SpA
ILME S.P.A

爱德克电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艾斯尔科有限公司
北京诺和远东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市桥城电子有限公司
德派装配自动化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光洋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科瑞（苏州工业园区）工业电子有限公司
坤戈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劳易测电子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力姆泰克（北京）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海天电机有限公司
上海方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汉诺威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华太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捷纳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益海电器有限公司
易泰帝传动技术（烟台）有限公司
英商菲比美斯远东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
中美万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卓越（苏州）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传感器、
借口）
AS-i 中国用户组织（执行器、

IDEC (SHANGHAI) CORPORATION
SR Commerce Co.,Ltd.Beijing Office

Germany Pavilion
International Pavilion
Japan Pavilion

意大利展团
中国电源学会展团
白俄罗斯展团

Italy Pavilion
China Power Supply Exhibition
Belarusian Pavilion

beijing huizhong co., ltd.
Beijing Seven Star Flight Electronic Co., ltd.
Beijing chengli power supply Co., LTD.
Beijing Soaring 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CHANGZHOU JIANLI ELECTRONIC CO., LTD.
Dow Corning Silicone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DONG GUAN GUARNAE ELECTRONIC EQUIPMENT CO., LTD.
Toshiba Mitsubishi-Electric Industry Ccrporation
GUANGRI ELECTRONIC MACHINERY CO., LTD.
GUANGDONG SHUNDE CHUANG GE ELECTRONIC INDUSTRIAL CO., LTD.
FTCCAP (SHUNDE) CAPACITOR CO., LTD.
GuangZhou KADIMA Trading Ltd.
Guangzhou Changling Electric Limited
Farad Electronics (SuZhou) Co., Ltd.
K.S. TERMINALS INC.
JIN-HAO ELECTRONICS LTD.
LUOYANG ROS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Nanjing Baige Electronic Co.,Ltd.
PULS Trading (Suzhou) Co., Ltd.
Ainuo Instrument Co., Ltd.
SHANDONG BOS POWER SUPPLY CO., LTD.
ShangHai OnRich Electronics Co., Ltd.
SHANGHAI DIANPIN POWER CO., LTD.
ShangHai Durable Powersupply Co., Ltd.
East Sun Power Technology Ltd.
Shanghai Jiannu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Shanghai KAKU Electric Equipment Corp.

上海乐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麦腾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诺易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潘登新电源有限公司
上海威尔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稳利达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稳压器厂
上海西门康电子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新华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意兰可电力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灼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深圳江浩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核达中远通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凯博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巨电机有限公司
双羽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新区百利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翊宣电子有限公司
特富麦克（上海）不中断供电系统磁性器件有限公司
威迪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夏弗纳电磁兼容(上海)有限公司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永康市恒光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华西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兰溪华拓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市格润新纳电子有限公司
专顺电机(苏州)有限公司

Wellforce Shangai Co., Ltd.
SHANGHAI MERTON ELECTRICAL CO., LTD.
SHANGHAI NUOYI ELECTRICITY CO., LTD.
Shanghai Pandeng New Power Supply Co., Ltd.
Weir Shanghai Industrial Co., Ltd.
Shanghai Wenlida Electric Co., Ltd.
Shanghai Voltage Regulator Plant
XIMENKAN ELECTRONIC & ELECTRIC CO.,LTD.
SHANGHAI XINHUA ELECTRONIC EQUIPMENT CO., LTD.
Shanghai InducTek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quipment Ltd
Shanghai Jorle Fine Chemical Co., Ltd.
Shenzhen Jianghao Electronics Co., Ltd.
Shen Zhen VAPEL Power Supply Technology Co., ltd.
ShenZhen Kingcable Electronics Co., Ltd.
SANJU Electric Machinery CO., LTD.
Futaba Electronic (Suzhou) Co., Ltd.
Suzhou New District BAILI Electron Co., LTD.
SUZHOU ARCH ELECTRONICS CO., LTD.
Trafomec渊Shanghai冤UPS Magnetics Ltd.
WINDAY ELECRONIC INDUSTRIAL CO., LTD.
Schaffner EMC Ltd. ShangHai
XiaMen KeHua HengSheng Co., Ltd.
Yongkang Hengguang Electronic Equipment Factory
Zhejiang Huaxi Electrical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ZHEJIANG LANXI OPEN CHINA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LIMITED
Zhuhai Gerun high-tech Co., Ltd.
CHUAN SHUN ELECTRIC INDUSTRIAL (SUZHOU) CO., LTD.

Zhejiang Holip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Zhejiang Longjing Electric Co.,Ltd.
Zhejiang TianQi Electric Co.,Ltd.
Delta-CIMIC Electronics Co., Ltd.
Dalian Mingxing Metal Co.,Ltd.
Transcend Communication, Inc.
REER S.P.A
SEIKO EPSON Corporation
TSUBAKIMOTO KOGYO CO.,LTD.

Cixi Keco Electronic Co.,Ltd.
DEPRAG SCHULZ GMBH u. CO.
Koyo Electronics (WuXi) Co.,Ltd.
CONTRINEX
Gudel International Trading(Shanghai)Co.,Ltd.
Leuze eldtronic
LIM-TEC Beijing Transmission Equipment Co., Ltd.
Shanghai Found Automatic Equipment Co Ltd
Shanghai Hannover Trade Development Co., Ltd.
Shanghai jieNa lndustry technology co.,ltd
Shanghai Yihai Electric Appliances Co., Ltd.
ETD DrivesTechnology渊YanTai冤Co.,Ltd.
FABRIMEX FAR EAST LTD.
WINCOMM CORPORATION
ixmation (Suzhou) Co., Ltd.

展团
德国展团
国际展团
日本展团
电源展区的参展企业名单
北京汇众电源设备厂
北京七星飞行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市承力电源有限公司
北京索英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常州坚力电子有限公司
道康宁有机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东莞市冠佳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东芝三菱电机产业系统株式会社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广日电子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创格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順德区伏田电容器有限公司
广州加地曼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昌菱电气有限公司
华仑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健和兴端子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晶浩电子有限公司
洛阳隆盛科技发展公司
南京百舸电子有限公司
普尔世贸易(苏州)有限公司
青岛艾诺智能仪器有限公司
山东博奥斯电源有限公司
上海昂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点品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多商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恒率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尖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卡固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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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总揽 Overview
2008 年 11 月 4-8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姻 展馆交通图及分布图

姻 2008 工业自动化展

合作媒体 渊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冤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中华工控网 《工控》 《进出口经理人》 中国智能化网 《工控智能化》 《自动化仪表》 《轻工机械》《中外食品和包装机械》
立帜网 《中国电子商情》 电气产业网

国际工控网 《变频技术应用》 《测控技术》 《台湾自动化机械设备采购指南》 中国电气自动化网 中国工控展览网

国际工业自动化网 /IIA News 《制造业自动化》《机械工业自动化》 仪表展览网 工控展览网 Globalspec 《工业品营销》《发现资源 - 变频器》 中国机器人网
弗格工业媒体

荣格贸易出版社 中国工控网 《电的世界》《电气时代》 《国内外机电一体化技术》 《微计算机信息》《控制与传动》《电气传动》 《控制工程》

《世界仪表与自动化》 《自动化博览》《冶金自动化》《工业控制计算机》《变频器世界》 《电气中国》 西部工控网 中国自动化网

姻 开幕式时间院

11 月 4 日 9院30要10院00

姻 展会开放时间院

11 月 4 日
10院00要17院00
11 月 5-7 日 9院30要17院00
11 月 8 日
9院30要16院00

姻 入场院

荫
荫
荫
荫

开幕式期间凭开幕式请柬入场
网上预登记
凭观众邀请函免费入场
凭名片现场登记

姻 大会交通院

地
铁:
大会专车:
机场三线:
大桥五线:
大桥六线:
983 路:
方川线:
申江线:

二号线至龙阳路站,转乘大会专车
地铁龙阳路站往返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上海扬子江万丽大酒店 - 浦东国际机场
复旦大学 - 张江高科技园区
上海交通大学(徐家汇)- 张江高科技园区
陆家嘴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方斜路 - 浦东国际机场
昌邑路 - 思凡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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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观众征询表

《自动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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