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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八大主题展Concurrent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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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Show Introduction

开放时间
2020年9月15-18日                上午 09:30 - 下午 17:00
2020年9月19日                     上午 09:30 - 下午 16:00

展馆信息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虹桥)
上海市崧泽大道333号

扫码预登记免50元门票
Scan and pre-register to save RMB50

参展联系 Exhibition Contact
张曦 先生 / 钱凯 先生 / 谢仲佑 先生 / 姬海霞 女士

电话 /Tel: 86-21-2055 7128/7129/7130/7131
传真 /Fox: 86-21-2055 7100
邮箱 /Email: ias@hmf-china.com

参观联系 Visitor Contact
蒋天駸 先生 / 王沛媛 女士

电话 /Tel：+86-21-20557156/7012
邮箱 /Email：zack.jiang@hmf-china.com/ paula.wang@hmf-china.com

媒体合作 Media Cooperation
周珈羽 女士

电话 /Tel：+86-21-20557011
邮箱 /Email：lia.zhou@hmf-china.com

展区分布图 Hall Layout

4.1H

3H
2.1H

1.1H

5.1H/6.1H 
工业自动化展 
Industrial Automation Show

2.1H/3H/4.1H/NH 
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 
MetalWorking and CNC Machine Tool Show

1.1H 
能源技术与设备展 
Energy Show

1H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展 
New Energy Auto Show

7.1H/8.1H 
机器人展 
Robotics Show

2.1H 
节能与工业配套展 
Energy-Saving & Industrial Accessory Show

5.2H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应用展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how

5.2H/6.2H 
科技创新展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how

7.2H 
新材料产业展 
New Material Industry Show

专业展 Theme Shows

*更新截止至2020年7月15日 Updated until July 15, 2020



4 5

研讨会及技术交流会安排表 Conference and Seminar Program

感谢以下支持/合作媒体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  论坛信息更新截止至 8 月 26 日

9 月 15 日  10:00-16:00 
M5-01 会议室 

9 月 15 日  10:00-16:30 
M5-02 会议室 

9 月 16 日  10:30-15:00 
M5-01 会议室 

9 月 16 日  9:30-16:00 
M5-02 会议室 

9 月 16 日  8:30-17:40 
上 海 圣 诺 亚 皇 冠 假 日 酒
店   

9 月 17 日  10:45-17:00 
M5-02 会议室 

9 月 18 日  13:30-15:00 
M5-01 会议室 

9 月 18 日  10:45-16:00 
M5-02 会议室           

主题：2020 中国数字化智能工厂解决方案高峰论坛暨
              2020 工业互联与智能制造创新大赛 
主办单位：智汇工业

                       汉诺威米兰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主题：OPC Seminar - 工业互联网与 OPC UA 
主办单位：OPC( 中国 ) 基金会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主题：5G 与智能互联助力工业 4.0 产业发展专题论坛 
主办单位：北京中广智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主题：费斯托媒体见面会 
主办单位：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

主题：第十六届 MM? 新自动化论坛 —— 同道数字化 智造竞争力 
主办单位：弗戈工业传媒 —MM《现代制造》 

主题：第 19 届 MES（制造执行系统）开发与应用专题研讨会
主办单位：上海智能制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自动化学会仪表与装置专业委员会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企业信息化标准工作委员会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主题：将精益生产进行到极致 —“ 新基建 ” 赋能精益生产研讨会 
主办单位：中国工控网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主题：上海市自动化学会学术年会 
主办单位：上海市自动化学会 
                        汉诺威米兰展览 ( 上海 )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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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莫运动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5.1H-B192  

产品名称：
Gold double Twitter 系列伺服驱动器（全球首发）

产品参数：
Gold Double Twitter是一款突破性的迷你型伺服驱动器 , 该产品能提供
高达 10kW的功率，180A电流，丰富强大的功能以及一流的伺服性能。
它是世界上体积最小的通过安全扭矩关断功能 (STO) (SIL-3)认证的伺服驱
动器，支持 EtherCAT，可为任何应用进行简便快捷的编程。
 
产品名称：
Gold OBOE 系列小体积交流伺服驱动器（亚洲首发）

产品参数：
Gold Oboe是超紧凑，超高效的智能伺服驱动器，可直连三相或单相交
流电源。
G-OBOE峰值功率超过 10,000W，超快响应，高带宽， 1:2000 的电流环
路动态范围和内置制动电路，是一款完美的伺服驱动器，适用于需要极
高动态响应、极高精度、平滑度和极低速度处理与快速运动相结合的应用。
 

安士能 ( 上海 ) 机电商贸有限公司 
5.1H-D009

产品名称：
SAFETY DOOR SYSTEM MGB2 CLASSIC ( 全球首发 )

产品参数：
与最近推出的MGB2 Modular类似，全新的MGB2 Classic是安士能在全
球取得成功的多功能门控系统 (MGB)的延续版本。与MGB2 Modular不
同的是，MGB2 Classic不使用总线系统进行通信，而是直接连接到相应
的控制系统，因此是并行接线的非联网设备的理想之选。该系统配有两
个 OSSD输出，通过 LED指示灯持续提供诊断信息，并可与多达十个安
全开关串联。

产品名称：
New addition to the MGB2 family for even greater functionality ( 全球首发 )

产品参数：
MCM：尺寸紧凑、扩展性好且功能强大对于需要MGB2 Modular安全门
系统提供的六种以上控制功能的用户，安士能现在有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全新的紧凑型MCM扩展模块有两个插槽，这意味着它可以装配多达六
个控制元件，例如配有急停按钮和授权开关或钥匙旋转开关。这就为客
户提供了更为灵活的选择，根据具体控制需求，客户既可选择这个小型
的扩展模块，也可以选择具有 4个插槽，最多可以有 12个控制元件的老
款扩展模块。

IAS 2020 新品首发 
New Release

P7-P21

* 按照拼音字母排序

* 展商信息更新截止至2020年8月26日

* 按照拼音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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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尼克斯电子（嘉兴）有限公司 
5.1H-B186

产品名称：
安全光幕（映射传感器）( 全球首发 )

产品参数：
• 使用双扫描方式稳定检测玻璃基板
• 检测距离 : 玻璃 G尺寸 ±30%
• 提供定制型号 : 检测通道 (8~62通道 )，光轴间距 (25~200mm)
• 通信输出 : CC-Link (ver 1.1, 2.0), EtherCAT
• 使用安装指导模式轻松安装
• 防止相互干扰，弯曲光轴报警，9段检测水平设定，发光器错误报警
• 从单元 (SLAVE)上包含高亮度状态指示灯 ;
 
产品名称：
激光位移传感器 ( 中国首发 )

产品参数：
• 可拆卸的传感器头部 /放大器单元易于维护
• 最大分辨率：1?(因型号而异 )
• 可靠检测，不受被检测物体的颜色或材质影响
• 最多可互连 8个传感器放大器单元：防相互干扰功能及通道自动排序
• 支持各种计算功能 (加法，减法，平均 )
• 多种滤波器功能可实现稳定的测量 (移动平均，微分，中值 )
• 自动灵敏度调整 (1点，2点教学 )
• DIN导轨，墙面安装 (需使用墙面安装支架 )
• 传感器头部：IP67防护等级
 

德国倍福自动化有限公司 
6.1H-D018 

产品名称：
平面磁悬浮输送系统（亚洲首发）

产品参数：
XPlanar 平面磁悬浮输送系统将可以随意排列的传输平面模块与悬浮在
其上方的动子托盘的多维定位能力完美结合于一体，极大地提升了机械
工程灵活性。
• 在运动性能上，动子在二维平面上进行无摩擦、无接触的运动，
• 最高速度可达 4 m/s，
• 加速度可达 2 g，
• 重复定位精度可达 50 µm；
• 运行过程中几乎不会产生噪音或机械磨损，也不会释放异物。
• 所有表面都很光滑， 易于清洁，并且可以在表面涂层，满足所有特定
应用需求
 

东莞普莱特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5.1H-C058 

产品名称：
精密行星减速机（华东首发）

产品参数：
噪音低，启动力矩小，安装简单

应用行业：
包装行业 ;医疗器械 ;汽车制造 ;农机制造 ;智能装备 ;食品饮料 ;电子
制造 ;家电 ;通信系统及设备 ;工业机器人 ;智能物流 ;智能仓储 ;3C制造 ;
其他 

产品名称：
AGV 小车物流专用减速机（全球首发）

产品参数：
传动效率高，轴向尺寸短，结构紧凑，简化 AGV机构

应用行业：
包装行业 ;医疗器械 ;汽车制造 ;农机制造 ;智能装备 ;食品饮料 ;电子制
造 ;家电 ;通信系统及设备 ;工业机器人 ;智能物流 ;智能仓储 ;3C制造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1H-E170 

产品名称：
时间敏感网络评估套件（中国首发）

产品参数：
RELY-TSN-KIT，是针对 TSN的开箱即用的解决方案，它可以无缝实施确
定性以太网网络，该套件可评估：
• 基于 IEEE 802.1AS同步的时间常识的重要性。
• 借助时间感知整形器，可以确定性地交付实时流量。
• 通过基于信用的整形器在流量类别之间进行带宽分配和预留的好处。
 
产品名称：
EXOR 工业显示屏助力工业 4.0 实现（中国首发）

产品参数：
EXOR的系列工业显示屏能够在实现工业物联网应用的同时减少各个环
节的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作为一个边缘网关 /工业 HMI甚至是一
个结合 CODESYS的控制器，通过集成大量的工业协议和厂家协议，打破
一个个现有产线的信息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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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菱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5.1H-B160

COUP-LINK联轴器、丝杆支撑座，运动模组等；专业制造高精密联轴器，
支撑座，运动模组，品种多样，广泛用于自动化设备，光伏设备，锂电
池设备，数控机床等。规格齐全，品种多样。

产品名称：联轴器 Coupling( 全球首发 )
 

产品名称：丝杆支撑座 Screw brackets( 全球首发 )
 

产品名称：运动模组 motion module ( 全球首发 )
 

广州市路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5.1H-F091  

产品名称：
RC 输送系统（中国首发）

产品参数：
广州市路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工装输送系统的设计、生
产、销售的公司。根据客户产品生产需求，按照科学的布局规则，提供
适合的输送系统，包括机械部分和电气及信息控制系统的集成。
 
产品名称：
WT 工件托盘（中国首发）

产品参数：
• 标准化——设计、制造符合欧标及国标，标准图库
• 模块化——设计、装配、维护简单快捷
• 高精度——定位精度可大 ±0.05mm
• 耐用性——1年免维护，主体使用寿命超过 5年

• 设计合理性——体现先进的设计理念
• 符合管理规范——产线规划简单快捷
• 及时的交货期——2-3周的货期
• 优质的服务——经验丰富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海伯森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1H-A101 

产品名称：
海伯森 HPS-CF 系列光谱共焦传感器（中国首发）

产品参数：
HPS-CF系列光谱共焦位移传感器是一款精度可达纳米级的高精度非接触
式位移传感器，不受被测物材质、形状、颜色和反光的影响，同时具有
超大角度特性，同轴测量没有检测死角，适用于各种不同要求的高精密
测量场合。控制器可同时支持 4个传感头，单传感头最大测量频率可达
6.3k。独特的多层材料测量算法，可测量透明 /半透明多层材料的厚度
或间隙。    

      
合沃物联技术（南京）有限公司 
1.1H-A089  

产品名称：
物联网中间件（全球首发）

产品参数：
南向（现场侧）连接设备，北向（应用侧）提供物联 API接口，旨在为
客户屏蔽复杂的设备物联工作，统一物联 API接口，从而只需聚焦自身
物联网应用开发，降低研发成本，缩短交付周期。
 
产品名称：
工业物联网关 HiWoo Box（全球首发）

产品参数：
2G/3G/4G、WiFi或有线等多种联网方式，内置上百种工业协议，兼容
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等主流 PLC协议，兼容 Modbus RTU、Modbus 
TCP等标准协议。PLC程序远程上下载、边缘计算、断点续传、实时监控、
实时预警、云组态等丰富功能，无缝对接MES、阿里云等第三方平台或
系统。
 
产品名称：
物联网云平台 设备云视界（全球首发）

产品参数：
设备云视界是一款物联网云平台软件，采用时序数据库，微服务架构，
云端单节点支持百万级并发，提供设备管理、运营驾驶舱、BI报表、云
组态等多种功能，由运营中心、消息中心、设备中心、组态中心、分析
中心、物联中心、用户中心、系统中心等多个微服务组成，支持公有云
SaaS服务，支持私有云独立部署，支持插件开发，集群，跨平台部署，
灵活扩展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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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克传感器（上海）有限公司 
5.1H-C005 

产品名称：
镜反射激光测距传感器（全球首发）

产品参数：
• 精度：±2mm
• 测程：100m
• 频率：200Hz
• 温度：-40℃ -60℃
• 接口 :Profibus 、profinet、RS232、RS422
         
  

穆尔电子元器件 ( 上海）有限公司 
5.1H-A153 

产品名称：
MVK Fusion（中国首发）

产品参数：
PROFINET / PROFIsafe模块结合了安装技术的三个基本功能：
• 标准数字传感器和执行器
• 安全数字传感器和执行器
• IO-Link
这种结合是新颖和创新的。 它使独特而突破性的自动化概念得以实现。 
安装变得更加简单和快捷。
MVK Fusion使复杂的配置更加容易，因为它们可以完全由安全控制系统
中的工程工具完成。 软件开发人员和电气工程师不再需要其他制造商的
工具和手册的深入了解。"        
   

南京易佳捷电气设计软件有限公司 
5.1H-A239

产品名称：
SEE Electrical 个人免费版 ( 全球首发 )

产品参数：
SEE Electrical个人免费版是 IGE+XAO集团继 SEE Electrical企业版之后推
出的一款针对工程师个人的免费版本。软件永久免费，一年一授权，且
提供官方技术支持。软件简单易学，自带图形符号库和设备库，具备高
效的原理图和机柜图设计功能，一键生成各类统计表单，端子排图和接
线图。包含了全面的项目设计功能和数据环境，提高效率，减少错误率。
详情浏览：www.seeelectrical.cn
 

赫优信（上海）自动化系统贸易有限公司 
5.1H-A010

产品名称：
小卡，功能强大 – M.2 格式的工业通讯 ( 全球首发 )

产品参数：
cifX卡可快速安装到M.2 2230 Key A或 Key E插槽中。借助 netX技术，
一种多协议硬件能够运行许多不同的协议，包括 PROFINET IO设备，
EtherNet / IP适配器，EtherCAT从站和 OpenModbus / TCP的可加载固
件以及适当的网络连接器。赫优讯还为各种操作系统提供驱动程序：
Windows，Linux，INtime，RTX，QNX以及 C-Toolkit。

产品名称：基于 netX 90 的 netRAPID 90 已成功通过 PROFINET 版本 5.3
认证 ( 全球首发 )

PNO根据 v2.35规范认证了用于 PROFINET版本 5.3的 netX 90 PROFINET
堆栈，它已通过 netRAPID 90嵌入式模块的认证，符合 C级，Netload 
III级以及可选功能 Legacy，FSU和MRP。netX 90是赫优讯目前最小、
最节能的多协议 SoC，具有内置的安全功能，并可以连接到各种工业以
太网、现场总线和 IIoT标准。它具有 SoC、模块和 PC卡形式。

产品名称：
netFIELD：通过 Internet-Portal 进行边缘网关管理 ( 全球首发 )

产品参数：
从六月开始，我们提供的 Edge-Gateway“连接 ”版本 2的系统软件更新，
使您可以通过 Internet门户集中管理设备。 在这里，您不仅可以管理设备
本身，还可以管理要加载的应用程序软件。 为此，我们新的netFIELD OS（安
全的 Linux派生产品）在设备上提供了最新版且安全的容器环境 Docker。
 

济南开思科技有限公司 
5.1H-A066 

产品名称：
开思 S 升级系列（中国首发）

产品参数：
开思新品之作，是 KS系列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升级产品，也是全新的产品，
展示产品为 ks30S、ks40S、ks50S、ks60S，KS80S,KS90S、SK120S后缀
S即为对应型号的升级产品，钢丝绳标配至 0.8mm，最大 1.0mm，大大
的提高了产品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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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申（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1H-D102 

产品名称：
IP66 高防护工业柜（中国首发）

产品参数：
• 高防护，IP66; 
• 高灵活性，对称型材，模数孔加强筋；
• 高便捷性，平板件均从外部拆卸；
• 高强度，底部双安装；
• 高防腐，镀锌材质 +热带气候粉末喷涂。
  
产品名称：
Wis.AIO 微型智能模块化数据中心（中国首发）

产品参数：
新一代高度集成的小型微模块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以机柜作为机房载体，
充分整合 UPS、空气调节、配电、防雷、消防（选配）、布线、气流抑
制和智能监控等所有子系统，在机柜内部形成一个满足设备安全运行的
机房环境。同时，机房朝小型化、标准化更有助于边缘计算，万物互联
的发展。
 

清能德创电气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6.1H-D090

产品名称：
CoolDrive RA( 中国首发 )

产品参数：
CoolDrive RA高性能大功率多轴一体伺服驱动器，具有高性能、大功率、
定制化等优势。凭借多轴模块化集成设计，为客户提供灵活的轴容量及
功能定制，满足工业机器人、金属加工及激光切割等行业对高性能大功
率伺服的定制化需求。
 
产品名称：
CoolDrive S7( 中国首发 )

产品参数：
CoolDrive S7（以下简称：S7）是清能德创面向通用行业推出的的新世代
智能伺服驱动器。S7采用高性能多核处理器，支持更加复杂的伺服算法，
运算速度快，非常适合于要求高速度、高精度的应用场景，如激光切割等。
此外，S7还配有高速工业以太网，龙门同步，第二编码器，蓝牙模块等
多种功能接口，并内置了如自整定功能、振动抑制、模型追踪振动抑制、
象限突起抑制功能等多种应用功能，可以满足不同场景的技术要求。
 

上海艾研机电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5.1H-F221 

产品名称：
AGX-CA 位移数显控制仪（全球首发）

产品参数：
•工业级位移测量控制，多功能数显仪
•符合国际标准的 SSI信号编码器、传感器皆可通讯使用
•强大的信号与电源抗干扰容错功能，安全可靠
•功能：绝对位置显示、测量、控制，并可冗余输出
•显示：六位，高亮数码显示，右侧十二段垂直光柱
•报警：四组，每组可选：低、高、区间内 /外，或关闭
•输出：三种，RS485、Modbus-RTU和模拟量信号
•设定：两种，按键 或 PC端
         
  

上海倍加福工业自动化贸易有限公司 
5.1H-A159 

产品名称：
带 OPC UA 接口的 IO-Link 主站（全球首发） 

产品参数：
•基于云端应用的 OPC UA接口，可为未来工业 4.0场景铺平道路 ;
•多链路连接技术，可实现同时与 PLC和 SCADA等云平台通信，更加符
合自动化系统的灵活应用 ;
•集成了web服务器和 IODD解释器，支持通过web浏览器进行快速配置 ;
•金属外观的模块非常耐机械损伤和环境影响，坚固的外形设计确保了
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下的耐用性 ;
 

上海红波电器有限公司 
6.1H-E217 

产品名称：
金属信号灯 / 金属按钮（全球首发）

产品参数：
•金属信号灯安装尺寸 6MM-25MM多种安装口径，
•外壳有不锈钢，黄铜，铝合金等材质多种选择，
•高亮 LED发光，防水，防油，
•防尘等级 IP67

产品名称：
金属按钮 HBS1-A 系列（全球首发）

产品参数：
•安装尺寸 16MM-35MM多种安装口径，
•具有超强金属质感和高档的外观设计；
•焊接脚由黄铜镀金而成，可保证焊接牢固，
•电压任意选择，可做三色灯以内发光；
•防水等级 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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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视界纵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1H-B119 

产品名称：
ICW75 工业读码器（中国首发）

产品参数：
• 图像数据格式 :JPEG/BMP/PNG。
• 传感器类型 : Global , Shutter, CMOS。
• 像素 :1280*800。
• 帧率 :60 fps。
• 应用行业 :3C电子、汽车、医药、物流、家电等。
特点 :支持多码读取、可外接 C口镜头，适应不同行业不同环境；全码
制解码，可支持 Vericode；支持Modbus、Profinet总线协议
        
 

深圳市菲格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5.1H-C089 

产品名称：
有铁芯平板电机（中国首发）

产品参数：
• 有铁芯 -直线无刷电机。
• 低齿槽力设计。
• 产品紧凑设计（动子长度 95mm.175mm.255mm)
• 最大峰值推力 2200N.  最大连续推力 560N。

产品名称：
音圈电机模组（中国首发）

产品参数：
• 直驱 -点到点运动。
• 无齿槽力
• 行程从 15mm到 30mm
• 低质量 -高响应速度和高带宽。
• 超高机械电机（基于反馈系统）。

产品名称：
直线模组滑台（中国首发）

产品参数：
滚珠丝杆单轴机械手：以精密直线导轨作为导向机构，用以实现单一方
向的搬运，定位，移载，取放，检测等功能。在自动化领域应用广泛。
单轴机械手配合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可以实现不同应用场合下的精
确定位。作为现代工业模块化和集成化理念的不断应用，单轴机械手 |
精密电动滑台的出现无疑减轻了自动化生产线和自动化设备开发的时间
和效率。 

深圳市派勤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6.1H-D129 

产品名称：
u-box-m1（全球首发）

产品参数：
采用 Intel 8代Whiskey Lake-U Celeron,Core i3/i5/i7处理器；
• 2*DDR4 SODIMM 260 Socket；
• 1*HDMI2.0,1*MINIDP 1.4（支持 DP++）；
• 2*USB3.1 GEN2,1*TYPE-C(USB3.1 GEN2) ；
• 2*INTEL I211/I210网口；
• 支持 PCIE X2 NVME 或 S 

产品名称：
n-box-s2（全球首发）

产品参数：
• 集成 Intel 第 6/7代移动 Skylake/Kaby lake-U单芯片 CPU；
• 2*DDR4 SODIMM 260 Socket；
• 提供 1*HDMI；
• 6个 Intel I211AT或者 Intel I210 千兆网卡 (二选一）
• 支持上电自动开机功能，跳线选择；
• 1*RJ45 接口 RS232
• 单输入直流通电源，DC12-19V供电；
• 结构 178.3*12
 

万可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6.1H-E009 

产品名称：
WAGOI/O System Field（中国首发）

产品参数：
• 专门面向未来的自动化和网络模块化设备。
• 具有 IP67防护等级、高性能、专为时间敏感型网络 (TSN)设计，
• 可在非常恶劣的环境条件下稳定工作。
• 可实现无控制柜式自动化，在坚固的 IP67防护等级外壳保护下提供众
多功能。
• 适用领域广泛，支持所有主要的 ETHERNET、现场总线和工业 IoT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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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医疗器械 ;智能装备 ;通信系统及设备 ; 全球首发 ; 

产品名称：
公交车司机包围锁（全球首发）

产品参数：
公交车驾驶区司机包围电子报警锁，全新第四代、可充电、双重防护。

应用场景：
汽车制造 ;智能装备 ;通信系统及设备 ; 全球首发 ;  
   

浙江多恩得科技有限公司 
1.1H-A012 

产品名称：
第三代精益管样品架（中国首发）

产品参数：
第三代铝合金精益管及其配件具有更强硬、更轻盈、更保值、更耐久、
更可塑、更灵活的显著优点。可以组装成工作台、仓储货架，手推车，
货物传送条等精益生产改善设备，省时省力又提高效率！

产品名称：
手动回流机构（中国首发）

产品参数：
手动回流机构运用流利条具备货物生产的传递与运输、空箱回收、错物
回放等功能。公司积极推动精益生产和低成本自働化在企业的应用实施，
以减少浪费，创造价值为始终目标，全面满足广大客户的多元化需求。
 
产品名称：
折叠台面装置（中国首发）

产品参数：
•折叠台面装置 :可扩大缩小台面面积，操作方便。
•配重自动提升装置：轻松上下货，避免重复弯腰动作。
•脚踏机构装置：高处放物，可以进行脚踏提升货物。
 

浙江亿太诺气动科技有限公司 
5.1H-F006 

产品名称：
ESV总线型阀岛（全球首发）

产品参数：
•支持以太网总线协议 PROFINET和 EtherCAT；
•总线输出点数 16和 32可选，输出点 16时最多 16个线圈 /16个阀位；
•输出点 32时最多 32个线圈 /16个双电控阀位 /24个阀位（8个双电控

沃申道夫自动化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5.1H-B075 

产品名称：
WDGR/E 冗余编码器（全球首发）

产品参数：
Wachendorff将光学和磁性传感器技术的核心技术集成在一个编码器中
•使您的机器更安全
•坚固的冗余工业编码器
•防护等级达 IP67，主轴防护 IP65
•极高的抗干扰性
•极高的轴负负载：高达 220N径向 /120N轴向
•两个完全独立的编码器集成于一个编码器内
•极具多样性，有 2种测量原理——光学原理 +磁性原理
•与安全控制器或安全速度监控器相结合可实现极高的性能水平。
         
  

无锡灵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5.1H-F096 

公司成立於公元 1984年，是臺灣最早壹批從事空油壓、電驅產品的生產
制造型企業；於 2015年在無錫設廠，專註於電動缸、模組、平臺機構、
伺服壓機系統及壓機監控儀表系統的研發、設計、制造與銷售。
 

伍尔特（中国）有限公司 
5.1H-D083

产品名称：
M-CUBE® 系列充电式电动工具 ( 中国首发 )

产品参数：
伍尔特M-CUBE®系列充电式电动工具采用全新电池技术。集成电池框架，
能够牢固安装和优异散热，防止电池过热和冲击受损。具备智能电池管理，
可实现最大输出和最长使用寿命。并带有 LED充电状态指示灯显示剩余
电量，提高工作效率。M-CUBE®系列以使用者的需求为出发，结合大功
率与高灵活性，具备功能转换开关、电子马达保护、无刷马达、24档扭
矩调整档位，辅助手柄，优化力量控制与传递，让操作更快速、高效、安全。
 

浙江德乐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5.1H-E128 

产品名称：
门锁（全球首发）

产品参数：
威图柜锁，可用于五折柜、九折柜等大型机柜、通讯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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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个单电控）；
•以太网总线阀岛标配二个M12总线接口，无需外接分支接头，阀岛
•之间可直接实现串联通信连接；
•诊断功能：系统诊断、通信错误、欠压、短路；
•模块参数界面可设置任意一点如总
  
产品名称：
ETV 电气比例阀（全球首发）

产品参数：
•采用 32位 CPU,特殊的闭环控制算法，有效实现比例阀的
•快速响应和精准控制，控制精度 ≤±0.5%；
•高精度内置压力传感器 ,有效提高控制精度；
•三色 LCD实时四位数字压力显示功能，独立窗口设定，
•同时显示实时压力及设定压力，方便现场实际确认及调节，
•四种压力单位可自由切换；
•带自诊断功能，故障报警，压力输出未达到的单独提示功能；
•独立的内部压力输出信号；
•4针M12A标准

产品名称：
EPR3000 精密调压阀（全球首发）

产品参数：
•调压精度高，反应灵敏；
•压力特性好；
•流量特性好；
•安装方便：自带支架独立安装，也可底部安装，
•亦可与现有模组式过滤组合元件直接安装；
•除高压型外，另有中压型和低压型可选。
 

浙江兆龙互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H-C093 

产品名称：
SPE 单对以太网电缆（中国首发）

产品参数：
Single Pair Ethernet是仅通过单对线进行以太网数据传输的技术。除了
通过以太网进行数据传输外，SPE还可以通过 PoDL（数据线供电）为终
端设备同时供电。SPE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安防，机器人，机车，
汽车等。兆龙加入业内核心协会联盟 SPE Industry Partner Network并成
为高级成员。推动 SPE技术的发展。与世界一流企业并肩同行，围绕以
太网技术持续创新，服务万物互联
         
  

执行器 / 传感器国际协会中国办事处 
5.1H-B126 

产品名称：
第 5 代执行器传感器接口总线（亚洲首发）

产品参数：
尖端的 ASi-5通信技术基于正交频分多路复用数字信号调制方法，采用
多种载波传输数字数据。每个设备可以设计冗余的频率通道和传输通道，
数据吞吐能力更强，循环周期更短。它可以通过 2条电源导线传输数字
信号，可在同一个网络中连接标准设备、安全设备、简单的或智能化的
传感器和执行器、IO-Link设备、复杂的智能化机器设备，无需妥协，没
有损失。拓扑结构灵活多样。这高效、强大的总线系统无与伦比地简捷、
安全、一致。   

* 展商信息更新截止至202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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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2020 展商产品推荐
Exhibits Recommendation

P23-P40
* 展商信息更新截止至2020年8月26日

奥托尼克斯电子（嘉兴）有限公司 
5.1H-B186

产品名称：控制器集成型 2 相闭环步进电机系统 

·新增了 20 mm, 28 mm, 35 mm电机框架尺寸
·电机驱动器 +控制器集成型
·与伺服电机相比，低成本的闭环系统，具有快速响应速率，可实现更好
的连续驱动操作
·制动器用于突然停电时，可以安全地控制垂直负载 (内置制动器型 )
·通过 RS485通信控制多达 31个轴
· 14个控制命令和多达 256步的操作编程
· 4种操作模式 : 点动模式，连续模式，索引模式，程序模式
· 50针 I/O
 

安士能（上海）机电商贸有限公司 
5.1H-D009

  
产品名称：SMALL BUT HIGHLY BENEFICIAL: NEW DOOR LOCKING MECHANISM CTM 

无论在机床、包装机还是食品生产设备上，安全技术的可用空间越来越少，
分配给接线安装的时间也逐步减少。为此，安士能增添了一款紧凑型应
答机编码门锁装置，专用于小型轻量级门和翻转门。
CTM门锁装置外形小巧，尺寸仅为 120 x 36 x 25 mm，极易集成到机器
设计中。创新设计的球型触发块由弹性体轴承支撑，可为枢轴半径极小
的门提供保护，而无需铰链触发块或特殊触发块。此类门锁为设计工程
师提供了更广泛的灵活
 

埃莫运动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5.1H-B192 

产品名称：Platinum Maestro 运动控制器 

Elmo 的 Platinum Maestro运动控制器其设计显著提升了运动控制能力、
连接性和性能，同时更注重易用性。Platinum Maestro展示了其前沿的
运动控制技术，快速简单的机器开发，稳定的产能和持久的可靠性。
Platinum Maestro运动控制器采用整体高级计算多内核系统，具有大容
量内存（RAM、ROM和 SD卡），并可搭载其他外部硬件设备。
 

宾德连接器（南京）有限公司 
5.1H-A001

产品名称：M12，X 扣 
 
1.数据传输速度达到 10千兆 /秒
2.屏蔽格局分离成 4对信号传输确保了高带宽，这保证了大量数据传输
时，网络布线仍然具备兼容性
3. X扣遵循 IEC61076-2-109标准，确保连接器在全球不同生产厂家生产
出的产品具备兼容性，X扣产品被大量以太网用户被指定应用于宽带传
输，例如 PROFINET。

IAS 展商产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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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620,720,770 系列
 
620,720,770系列，用于医疗行业的 RAL 9002 灰 /白色连接器
1.明亮，灰 /白色的连接器（类似于 RAL 9002），这样可以使污染看得
更清晰
2.使用的材质是坚硬的锦纶 66，使连接器的尺寸精确度更高，更坚硬
3.用于医疗行业和工业设备，这些行业需要颜色明亮的连接器
4.能持久抵抗醋酸酯和酒精消毒剂
 

宝岩电气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5.1H-B008

产品名称：I/O 现场总线模块 
 
· 分布式远程 I/O模块，可放置任何地方
· 支持多种开放式总线协议
· 每个端口都可设成输入或输出
· IP67全封装设计，通讯高速稳定
· 模块化设计，标准连接接口
· 接线简单，标识清晰 

产品名称：圆形连接器 & 分配器 
 
·圆形电连接器结构先进，使用方便，可靠性高、符合国家标准
GJB2889；
·采用卡口式连接、插针、插孔可单独装卸；
·插孔采用线簧结构，插针、插孔引线采用压接、焊接形式；
·分配器系列产品带有指示功能，模块化设计使设备的安装及检修不再复
杂，种类齐全，能满足现场安装的各种苛刻要求。 
 
产品名称：电缆引入系统（穿墙板） 
 
· KEL系列的电缆引入系统框架（穿墙板）尺寸多种，尤其适用于标准工
业连接器的开口尺寸；
·可开式的电缆引入框架，方便电缆引入并固定在电缆引入框架中；
· KEL电缆引入系统非常适用于有端子的电缆引入。
 

江苏多维科技有限公司 
5.1H-A058

产品名称：TMR 磁开关传感器芯片 
 
产品特点：
1.隧道磁电阻（TMR）技术；
2.高灵敏度，低开关点；
3.低功耗（1.5uA@3V）;
4.宽工作电压范围（低压 1.8~5.5VDC;高压 5~40VDC）;
5.优异的工作点一致性；
6.卓越的温度稳定性；高速磁场检测和高频率响应；

7.优良的 ESD防护性能；
8.更小的封装尺寸。
典型应用：
1.流量计，包括水表、气表和热量表；
2.速度检测；
3.位置检测；
4.电机和风扇控制；
5.电梯门机双稳态开
 

曼奈柯斯工业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5.1H-A018

  
产品名称：PowerTOP Xtra 

用于最极端环境的插头和连接器，即使在戴工作手套时，接触面独特的
橡胶涂层和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也可保证最佳的握力。由于具有镀镍
触点，插头可提供更好的防腐蚀保护。通过耐热性强的内芯体，可提供
更高的安全性。 
 
产品名称：AMAXX 组合插座箱

AMAXX组合插座箱完美集合了MENNEKES不同产品的性能与数据于一
身，以其卓越品质获得多年成功。AMAXX组合插座箱拥有 6种不同尺
寸的系列产品，几乎适用于所有应用场合。

产品名称：新一代连接套管 X-CONT ACT
  
至今为止的插头设备在涉及到电流强度为 63或 125安培时，总是处于操
作简易和连接质量之间的一种妥协状态。我们在汽车领域找到了一种连
接方式，一方面达到温度稳定的高诉求，另一方面保障插拔过程的易操作。
我们的 X-CONTACT接触套管以崭新的方式攻克了这一课题。它在应用上
具有四大具体优势：创新性，简易操作性，持久性和安全性。
 

南京易佳捷电气设计软件有限公司 
5.1H-A239

  
产品名称：SEE Electrical 3D Panel+ SEE Electrical 3D Panel+
 
SEE Electrical 3D Panel+致力于电气机柜的交互式构建，以及辅助需要特 
定 3D 数据的电气设计相关的操作。 
SEE Electrical 3D Panel+能够提供全方位的功能，旨在协助用户创建、修
改和渲染 3D Panel+模型 .配备有符号数据库，及允许用户在应用中直接
从头开始创建面 板 3D 图纸的功能。
 

宁波金田铜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6.1H-D012

 
产品名称：TM 紫铜排 

我司生产的铜排产品，作为大电流导电产品，可适用于高低压电器、开



26 27

IAS展商产品推荐 IAS展商产品推荐

关触头、成套配电柜、母线槽等电器工程，也广泛应用于金属冶炼、电
化电镀、化工烧碱等超大电流电解冶炼工程。具有含铜量高、含氧度低，
组织紧密、均匀，电阻率低、导电率高，尺寸精准，机械性能优异等优势。
 
产品名称：高精度紫铜带 

我司生产的高精度紫铜带可分为无氧铜系列、电解韧铜系列、磷脱氧铜
系列、引线框架带系列。 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类电气、化学工业、射频电
缆、接线端子、散热器、变压器、引线框架、电子电器用连接器等领域。
具有良好的热导电性、良好的加工、延展、成型性、出色的耐软化性能、
良好的抗疲劳强度。

产品名称：漆包铜扁线 Q(ZY/XY)(EI/AIWR/200) 
 
我司生产的漆包铜扁线，可适用于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变压器、电动机、
发电机以及各类电气装置的绕组线圈。具有优良的导电性、热稳定性、
耐刮性、耐溶剂性、绕成线阻散热性能好、磁场效率高等特性。
 

宁波欧科瑞连接器有限公司 
5.1H-A013

产品名称：HZW-HE-006-M 重载连接器 
 
·工作电流 16A                      
·工作电压 500V
·额定脉冲耐受电压  6KV      
·污染等级 3 
·绝缘电阻 ≥10^10Ω              
·材料 Polycarbonate
·阻燃等级 UL94   V0             
·工作温度范围  -40℃ ...+125℃
·插拔次数   ≥500                
·据 UL/CSA工作电压 600V
 
产品名称：HZW-HE-010-M 重载连接器 
 
·工作电流 16A                      
·工作电压 500V
·额定脉冲耐受电压  6KV      
·污染等级 3 
·绝缘电阻 ≥10^10Ω              
·材料 Polycarbonate
·阻燃等级 UL94   V0             
·工作温度范围  -40℃ ...+125℃
·插拔次数   ≥500                
·据 UL/CSA工作电压 600V 

产品名称：HZW-H10B-SK-2g 重载连接器 
 
·材料  压铸铝合金   
·颜色  灰色

·连锁方式 扣子   
·密封元件  丁睛橡胶
·适用温度范围 -40~+125℃
·阻燃等级  V0

欧葛兰（上海）电气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5.1H-A061

产品名称：AGRO Progress® EMC powerCONNECT
黄铜镀镍屏蔽电缆接头 

AGRO Progress® EMC powerCONNECT黄铜镀镍屏蔽电缆接头，其创新
的接触套筒确保了在非常紧凑的结构中，能够提供 360°的可靠屏蔽接触。
电缆屏蔽层与电缆接头底部组件直接接触，保证漏电流接地时极低的传
输阻抗。 
 
产品名称：AGRO Progress® EMC easyCONNECT
黄铜镀镍屏蔽电缆接头 

AGRO Progress® EMC easyCONNECT黄铜镀镍屏蔽电缆接头保证对安装
过程的完全控制，对屏蔽层厚度的公差进行补偿，确保可靠的屏蔽连接。
接触弹簧为部分剥头或者完全剥头的电缆屏蔽层提供良好的接触。
1. 最优屏蔽接触
电缆屏蔽层被强力夹紧，保证出色的屏蔽接触，以及最小的传输阻抗。
接触弹簧的形状不仅扩大了对于屏蔽层的夹紧范围，还能在不损伤 EMC
屏蔽层的情况下方便地拆卸。
 
产品名称：FLEXAquick® 系列快插软管接头 
 
FLEXAquick®系列快插软管接头 ,独创的快插接头真正实现了 “即插即
用 ”。产品获得包括 EN45545-2在内的多种轨道交通防火认证。 

皮尔磁工业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5.1H-D002

  
产品名称：服务型机器人技术 
 
Pilz的服务型机器人包含 PRBT机械臂、PRCM控制模块、PRTM操作模
块和 ROS模块。我们为人机协作（HRC）提供的 PRMS碰撞测量系统将
为您实现安全应用提供可靠支持。服务型机器人模块的应用领域可以在
服务型机器人和工业环境中找到。ROS模块为用户提供直接来自机械臂
制造商的高质量 ROS产品包。它们符合工业质量要求，可直接应用于工
业和服务型机器人环境。  

产品名称：皮尔磁的安全控制技术 
 
对于安全功能数量较少的应用，可选 PNOZ安全继电器，采用易于使用
的人性化设计，其狭小的外壳特别节约空间。
当灵活性和模块化成为主要需求时，小型安全控制系统是正确的选择。
PNOZmulti使用图形化配置软件工具，简便的操作方式令人耳目一新。
使用 PSS 4000自动化系统的 PLC控制系统 PSSuniversal PLC可以应用于
复杂的过程，监控系统中的安全和非安全相关控制功能。



28 29

IAS展商产品推荐 IAS展商产品推荐

产品名称：安全激光扫描仪 PSENscan 
 
PSENscan安全激光扫描仪凭借 275度的扫描角度和范围宽达 5.5米的保
护区，可实现二维区域监控。凭借警告区域和保护区域的自由配置，以
及环境自适应的能力，安全激光扫描仪非常适合与各种应用进行集成。
安全激光扫描仪 PSENscan特别适合静态和移动区域的防护与进出监控。
与小型可配置控制器 PNOZmulti或控制器 PSSuniversal相结合，您将获
得完整、经济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四川零点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5.1H-A020

产品名称：分布式 IO 
 
ODOT C系列网络适配器模块有各种工业标准通讯协议可选 ,  包括
Modbus-RTU、Profibus-DP、CC-Link、CANopen、DeviceNet、Modbus-
TCP、Profinet、EtherCAT、EtherNet/IP、PowerLink、CC-Link IE等。 用
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上海巨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1H-A068

产品名称：红外热像仪 
 
热像仪通过探测物体的红外热辐射，将被测场景的温度分布形成视频图
像，可用于夜视和非接触全景测温。巨哥电子红外热像仪不仅测量精度高，
且可靠性强，即使在日夜南北温差、震动、日晒雨淋等恶劣环境中也能
保证长时间的稳定运行。
 

上海倍加福工业自动化贸易有限公司 
5.1H-A159

产品名称：带 OPC UA 接口的 IO-Link 主站 
 
基于云端应用的 OPC UA接口，可为未来工业 4.0场景铺平道路 ;
多链路连接技术，可实现同时与 PLC和 SCADA等云平台通信，更加符合
自动化系统的灵活应用 ;
集成了web服务器和 IODD解释器，支持通过web浏览器进行快速配置 ;
金属外观的模块非常耐机械损伤和环境影响，坚固的外形设计确保了在
恶劣的工业环境下的耐用性 ;

产品名称：衰减系数为 1 的传感器 
 
来源于统一供应商的完整 IO-Link 解决方案：传感器、主站和基础设施；
通过稳定性警报器和温度指示器进行智能维护；
更大灵活性 —— 丰富的传感器系列，具有相同的开关距离，
无视目标材料； 

 产品名称：L2 低温超声波传感器系列 

扩展 -40 ºC至 +70 °C的温度范围——适用于低温应用；
重型金属支架提供安全安装；
灵活地集成旋转传感器头和连接电缆；
 

上海安浦鸣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6.1H-D016

产品名称：SSDC 步进伺服系统 
 
步进伺服是鸣志结合了步进和伺服产品的特点开发的新产品，它不仅拥
有步进电机的易操作性，同时还具备伺服电机高速响应、大力矩的特点。
今年向大家展示的新一代步进伺服 SSDC系列。

产品名称：MDX 集成式伺服电机 
 
产品特性
1.MDX集成式伺服电机采用驱控一体化设计，空间利用率高；
2.具有软 PLC功能，可使用鸣志特有的 Q编程功能，无需上位机也可实
现如上电自动回原点，多点定位，多段速控制等各项运动控制指令；
3.MDX配有双通讯接口，支持包括菊花链在内的多种连接形式；
4.通讯协议：支持 CANopen（CiA 301 & CiA 402）、Modbus RTU；
5.防护等级：IP20，IP65；  
 
产品名称：MCB 智能型电缸 
 
MCB 智能型电缸选用高精度的丝杠和导轨部件，同时搭配高性能的步进
伺服电机及驱动，为客户提供高精度、一体化的直线运动解决方案。该
系列产品具有闭环控制、高加减速、高速度、高动态响应、高精度等特点，
广泛运用于工业自动化，3C、半导体、锂电池、光伏、食品包装、物流
等行业的加工制造检测设备。
 

伍尔特（中国）有限公司 
5.1H-D083

产品名称：伍尔特看板系统 
 
看板系统的核心就是简化日常工作。通过循环滚动的两个备件箱，为客
户日常应用的备品备件提供精准的最小化安全库存保证。该系统能够在
降低库存量，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下，充分保障客户的零配件供给，且能
通过强大的调整能力应对各种多变的应用需求以及送货要求。
广州菱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联轴器 Coupling COUP-LINK 联 轴
器、丝杆支撑座，运动模组等；专业制造高精密联轴器，支撑座，运动模组，
品种多样，广泛用于自动化设备，光伏设备，锂电池设备，数控机床等。
规格齐全，品种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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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智能仓储管理系统 
 
我们的智能物料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增益变化，确保稳定的物料供应。智
能自动化令订货更高效、更快速、更低价，同时随需实时应变，数据清
晰透明。
 

伊莉莎冈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5.1H-B070

产品名称：铰链 
 
不同类型的闩锁由金属、不锈钢或高科技聚合体制成，可选配捏手和钥
匙等，用于锁定控制柜、控制面板或设备门框等。该系列还包括带手柄
的闩锁、弹簧锁、带分度功能的闩锁和匹配不同截面类型的边缘密封胶条。
 
产品名称：操作件 
 
操作件包括各种直径、不同类型的操控手轮和曲柄摇手，它们用于操作
机床和设备。操作件可选是否需要配套手柄，并提供不同的设计款式和
多种材料选项，如高科技聚合体、热固性塑料、铝或不锈钢等。生产操
作元件所用的多种材质可使其广泛地应用于不同的工业领域。部分产品
遵循人体工程学设计，并且荣获国际权威工业设计评审会颁发的原创设
计奖。在这一组产品中，我们有轮辐手轮、实心手轮、臂状手轮和曲柄
摇手。 
 
产品名称：控制元件 
 
高科技聚合体、铝制或不锈钢控制旋钮和控制手柄，多用于精密仪器上，
精确调整设备的运作，校正机械构件。控制元件包括控制旋钮和控制手柄，
可选配带有指示标记或刻度的法兰，以及标尺、直线滑轨和圆窗水平仪。
索引和刻度可以定制，可以用激光雕刻任何颜色的文字，标记和符号。
 

银鼎精密元件（上海）有限公司 
5.1H-B195

产品名称：滚珠螺杆 
 
滚珠丝杆其运转是靠螺帽内的钢珠做滚动运动，比传统滑动丝杆有更高
的效率，所需的扭距只需有传统滑动丝杆的 1/3以下。所以可轻易地将
直线运动转变为回转运动。
PMI之滚珠丝杆采用哥德式 (Gothic arch)沟槽形状，使钢珠与沟槽能有
最佳接触以便轻易运动。若加入适当的预压力，消除轴方向间隙，可使
滚珠丝杆有更佳的刚性，减少滚珠和螺帽、丝杆间的弹性变形，达到更
高的精度。
 
产品名称：直线导轨 
 
线性导轨平滑的滚动运动方式，摩擦系数特别小，尤其静摩擦力与动摩
擦力的差距很小，即使在微量进给时也不会有空转打滑的现象，解析能

力与重现性最佳，因此可以实现 μm级的定位精度。 
线性导轨的安装只要在铣削或研磨加工的安装面上，以一定的组装步骤，
即能重现线线性导轨的加工精密度，可降低传统铲花加工的时间与成本。
并且其可互换之特性，可以将滑块任意配装在同型号的导轨上，同时又
保持相同的顺畅度与精密度，
 
产品名称：线性模组 

集 PMI 直线导轨与滚珠丝杆的技术与经验，结合螺帽与滑块的一体化设
计，并搭配高刚性的 U型轨最佳化断面，可达到最佳的空间利用及大幅
减少安装的时间，确保其高刚性与高精度的要求，而其钢珠滚动面采用
2列歌德式圆弧及 45°接触角的优越设计，更提供了四方向的负荷能力。

北京阿尔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H-A076 

产品名称：国产 PXIe 控制器 

产品参数：
采用飞腾处理器设计 Type6型 COMe，处理器选用 FT2000 4核，主频
2.6GHz。
·PCIExpress链路：4Link，
·最大数据吞吐量为 8GB/s。
·内存：板载 DDR4内存 SOdim，8GB。
·存储：256GSSD。
·显示：1路 VGA。2路 USB3.0。1路 RS232。2路千兆以太网 (2路使用
国产芯片WX1860AL2)。
·操作系统：Linux、银河麒麟。
·工作温度：-20℃ ~70℃；-40 -70℃ 
 

德国倍福自动化有限公司 
6.1H-D018 

产品名称：TwinCAT Vision 软件

产品参数：
将机器视觉无缝集成到自动化技术中，倍福借助 TwinCAT Vision 软件将
完整的图像处理功能集成到基于 PC 的控制系统中。TwinCAT 软件将各种
机器功能（PLC、运动控制、机器人技术、高端测量技术、物联网、人机
界面和现在的机器视觉）整合到一个端到端的开发环境和控制平台中。
由于具有这种高集成度，TwinCAT Vision 省去了使用由第三方开发的独
立视觉解决方案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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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博思特 
5.1H-B023 

产品名称：KIT 伺服电机编码器 

产品参数：
博思特绝对值伺服编码器（KIT 编码器），提供智能，免维护（无需更
换电池）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在最具挑战性的运动反馈应用中。 将韦
根多圈技术融入到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中，提供了无需电池的多圈绝对值
编码器，并且可提供通孔空心轴的解决方案。编码器内部无需齿轮，外
形紧凑，并且高性价比，是集成到伺服，步进电机和各种机器人关节机
械臂的理想的解决方案。

东莞普莱特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5.1H-C058 

产品名称：PLF060 精密行星减速机 

产品参数：
结构紧凑 精度高 

应用场所：
包装行业 ;医疗器械 ;汽车制造 ;农机制造 ;智能装备 ;食品饮料 ;电
子制造 ;家电 ;通信系统及设备 ;工业机器人 ;智能物流 ;智能仓储 ;3C
制造 ;        
 

东莞市大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1H-F021 

产品名称：安全光幕 

产品参数：
安全光幕是专业用于防止断指等冲压工伤事故的安全保护失业和模具安
全保护的装置，具有自检功能完善，抗干扰能力强，防震性能优越，安
装调试方便等特点 

蒽必（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5.1H-E181 

产品名称：交叉滚柱导轨 

产品参数：
交叉滚柱导轨 NV型 是使用了精密滚柱的非循环式直线运动轴承。主要
用于有着高精度要求的光学设备或测量仪器中。NV型由精密研磨加工
成的轨道和内置带圆钉式滚柱的 R保持器（树脂制）构成。为了使带圆
钉式滚柱可以顺利转动，对轨道进行了最为合适的设计 : 由于 R保持器
的带圆钉式滚柱，轨道和滚动体不会打滑，可适用于在交叉滚柱导轨上
较难进行的升降操作和节奏较快的操作等。 

海伯森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1H-A101 

产品名称：海伯森 HPS-FT 系列六维力传感器 

产品参数：
海伯森 HPS-FT系列六维力传感器可实时测量 XYZ三个方向受到的力和
力矩。高精度应变计及结构设计实现更高的信噪比和灵敏度，内置温度
补偿算法大大降低了温度漂移。可应用于工业机器人，实现精密装配、
精密打磨、拖动示教等功能，此外还适用于协作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
医疗机器人、柔性夹爪、自动化测量、控制及风洞测试等。 
 

接佳电气（上海）有限公司 
5.1H-D051 

产品名称：风机过滤器 

产品参数：
主要用于机柜通风用，内含过滤棉，可有效阻隔外部环境中的灰尘进入
机柜内部，采用 UL94V0阻燃级别塑料，阻燃级别更高，防水效果更佳
大功率的轴流风扇可选择 “吹 ”和 “抽 ”的安装方式，通风叶栅的防雨
功能既能防止机械性的损伤，又能防止潮湿的进入，密封框的防护级别
按照 EN60529/10.91设计，防护级别可达到 IP54级。
叶栅上的槽型握手可简易的更换过滤垫。
通风口百叶窗有防雨功能。

       
昆山兴威联电气有限公司 
5.1H-E228 

产品名称：IO 总线模块 

产品参数：
IO-Link可将所有传感器 /执行器的信号传输至控制层，反之亦然，可将
控制层数据传递到传感器 /执行器层。通过 IO-Link技术可连接不同的设
备，通过所连接设备再与其他不同的系统进行连接，包括 OT或 IT层面，
如 PROFIBUS、PROFINET、CC-Link、Powerlink、Json、MQTT、HTTP、
RS232、OPC UA等，目的是解决智能工厂最后一公里的通信问题。

乐清市鸿祥连接器制造有限公司 
5.1H-F147  

产品名称：金属电缆接头 

产品参数：
金属电缆防水接头
·采用优质黄铜制成，表面精致镀镍处理
·运用创新性的技术，配合独特的倒钩型密封件
·更高的防水、防尘、抗盐、耐酸碱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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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紧范围更大，抗拉性更强
·具有安全又稳定的特点，可满足机械耐冲击性及户外各种环境下的使用
要求
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电气、照明 LED、通信、新能源、汽车行业、建
筑行业等设备的进出线连接处，固定并保护电缆，提供 IP68防护等级。

米德克传感器（上海）有限公司 
5.1H-C005 

产品名称：相位激光测距传感器 

产品参数：
·精度：±1mm
·测程：500m
·频率：25Hz
·温度：-40℃ -60℃
· 接 口 :Profibus 、profinet、RS232、RS422、2sets of on-off outputs、
0/4-20mA
·测量原理 : 相位 

涅申（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1H-D102 

产品名称：EMC 电磁屏蔽机柜 

产品参数：
·高屏蔽性能，屏蔽效能达到 GJB 5240-2004， 2级；
·可视化，全透明电磁屏蔽玻璃，保障电磁兼容的同时满足设备的可视化
运行和操作维护；
·高承重，机柜整体采用 N16框架制作，整体静载承重 1500Kg；
·标准化，支持 IEC  60297 19英寸设备及 ETSI 300 119 设备安装
·可定制，机柜整体方案可定制，多款型材可选，内部结构可实现模块化
安装。

欧德神思软件系统 ( 北京 ) 有限公司 
6.1H-E113 

产品名称：CODESYS 软件工具包 

产品参数：
CODESYS软件工具包是一款基于先进的 .NET架构和 IEC 61131-3编程标
准的软件开发平台，支持用户使用单一软件工具套件实现完整的工业自
动化解决方案，即在 CODESYS软件平台下可实现：冗余控制，安全控制，
逻辑控制（PLC），运动控制及 CNC、机器人控制，HMI，可视化，IIoT
和工业云等多种需求。

欧巨电子 ( 上海 ) 有限公司 
5.1H-C052 

产品名称：伺服 /PLC/ 工业以太网和机器视觉线束 

产品参数：
提供 PLC、伺服系统（三菱、欧姆龙、安川、松下、台达等）、工业以
太网和机器视觉连接线。 

应用场所：
汽车制造 ;智能装备 ;电子制造 ;通信系统及设备 ;工业机器人 ;其他 ; 
 

PCE 电气有限公司 / 北京元众科技有限公司 
5.1H-B016  

产品名称：工业插座

产品参数：
·电压等级：110V～ 230V～ 400V～
·电流等级：16A / 32A / 63A / 125A
·插孔数：3孔 4孔 5孔
·防护等级：IP44 IP54 IP44/54 IP67 IP66/67 

青岛依诺信工业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5.1H-A149 

产品名称：item 工作台系统 

产品参数：
item 工作台系统既能作为模块型的生产岛，也能以独立工作台的形式集
成到生产线，所有工作台的高度都可以调节，如果需要，可以配备电气
系统。基本配置（工作台设计和桌面）单独提供系列化的 80 工作台变型。

三门台力电机有限公司 
5.1H-F009 

产品名称：变频器 

产品参数：
变频器采用先进的控制方式具有三种 V/F控制，高精度、高力矩，主芯
片采用 32位处理器，快速响应动态信号，完成对电机的全方位保护，智
能载波控制技术，多种输入输出方式 ，可以实现自学习功能，同时具备
快速启动、快速停机功能，多元化输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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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雷普电气有限公司 
5.1H-A073 

产品名称：低压电气  

应用场所：
医疗器械 ;汽车制造 ;农机制造 ;智能装备 ;家电 ;   
     

上海视界纵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1H-B119 

产品名称：ICW74 工业读码器 

产品参数：
·图像数据格式 :JPEG。
·传感器类型 : Global , Shutter, CMOS。
·像素 :1280*800
·帧率 :60 fps
·应用行业 :3C电子、汽车、医药、物流、家电等
·特点 :支持多码读取、外接 C口镜头，可适应不同行业不同环境；静态
一维 /二维码、高速移动一维 /二维码 ,读取具有挑战性的一维、二维码，
包括 DPM、支持 Vericode解码

上海魏德电气有限公司 
5.1H-C049 

产品名称：直插端子 

产品参数：
免螺丝刀直插端子，提升接线效率 
 
       

上海宵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1.1H-A047 

产品名称：中空旋转平台减速机 

产品参数：
中空旋转平台用于多种旋转运动场合。集高工作效率，高精度，高刚
性，高性价比于一身。通过电机驱动，实现角度调整自动化。精加工
20crmnTi齿轮传动，角度调整无极限，精密轴系设计，保证精密高，承
载大；步进电机与传动件通过进口高品质弹性联轴器连接，排除空间和
加工形位误差。可选装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 

 

上海浔泽实业有限公司 
1.1H-A055 

产品名称：电缆 , 连接器 

我司专业生产伺服电缆 ,连接器 ,各品牌伺服线束 ,机器人线束 ,工业以
太网与现场连接总线等

应用场所：
智能装备 ;工业机器人 ;智能物流 ;智能仓储 ;3C制造 ;   
     

深圳市华茂欧特科技有限公司 
5.1H-C210 

产品名称：完美的 IO 系统 --SM800 系列 

产品参数：
·支持多种主流现场总线协议
·灵活 --适于多种应用和工作环境
·卡片式外壳，高档次，高可靠性
·丰富的型号及 I/O类型
·背板连接技术（wellbus）--全隔离、高速率
·单个耦合器机架最多可扩展 512DI/512DO/128AI/128AO

深圳市齐泰科技有限公司 
5.1H-F180 

产品名称：CES 电缆引出系统（穿墙板） 

产品参数：
模块化设计的电柜出线密封系统组件，用于电线电缆的布线、出线、固定、
密封。替代传统的格兰防水接头。实现高密度、快速接线。

深圳市意普兴科技有限公司
5.1H-F105 

产品名称：车辆分离光栅 

产品参数：
功能：车辆限高，车辆分离，车辆检测等
应用场景：高速公路 ETC，超检站、海关等
优势：1.可配置 RS485通讯或 RS232通讯功能，检测具体被遮挡的光束
位置
2.配置 PNP或 NPN输出，输出车辆检测信号 和故障检测信号
3.超长对射距离，易于对光
4.防护外罩具有自动温度调节功能，使产品能在 -40℃ ~+80℃的环境中
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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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申道夫自动化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5.1H-B075 

产品名称：Universal-IE 通用型以太网绝对值编码器 

产品参数：
·一个编码器硬件支持三种以太网协议（Profinet、EtherCAT、Ethernet/IP）
·可通过网页浏览器选择加载所需协议
·降低仓库备货成本，提高灵活性
·无电池无齿轮磁性技术—抗振动和冲击，适用于恶劣环境
·紧凑结构设计满足小型化设备需要
·单圈分辨率 16位，多圈可达 43位
·高精度 ±0.0878°，高动态响应 50μs
·支持网页在线升级—升级方便，在将来也不会过时

无锡君帆科技有限公司 
5.1H-E286 

产品名称：液压缸 

产品参数：
液压缸是将液压能转变为机械能的、做直线往复运动（或摆动运动）的
液压执行元件 

应用场所：
包装行业 ;医疗器械 ;汽车制造 ;农机制造 ;智能装备 ;工业机器人 ;智
能物流 ;智能仓储 ;产品名称 ;  

祥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1H-D145 

产品名称：直流行星齿轮箱马达 

产品参数：
1.高扭力環境下使用，尺寸從 8mm~90mm可以選擇
2.不同材質齒輪或是不同規格齒輪可供選擇，如全塑膠或金屬齒輪
3.大部分系列有滾珠軸承可以選用
4.特殊環境下使用的特殊規格可以討論
5.接受特殊客製化規格

星宇电子（宁波）有限公司 
5.1H-F012 

产品名称：真空发生器 

产品参数：
·多达 12种可选类型
·集装型产品最多可精密安装 10组单片式产品

·宽工作压力范围：0.25~0.7Mpa
·真空保持能力强劲
·具备真空压力开关实现自动控制
·多种真空喷嘴口径，满足各类场合
· 2种真空破坏功能，破坏时间短
·真空破坏流量：0~40L/min

伊克泰恪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5.1H-A053 

产品名称：可分电缆引入框架 KEL-ER 

可分电缆引入框架 KEL-ER 用于装配带预制连接器的电缆，适用电缆直径
1 ~ 35 mm。可以完美兼容 24，16，10芯工业连接器的标准开孔。
技术参数：
1. 框架，穿芯护套完全可拆分，便于产线预组装以及狭小空间内的装配
2. 相比传统格兰头，电缆安装密度更高
3. 防护等级高达 IP66
4. 应力释放满足 EN 62444标准
5. 阻燃等级 UL94-V0
6. 无卤 , 无硅 

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6.1H-E274 

产品名称：角度编码器 

产品参数：
·计 “角 ”锱铢
·分辨力 ≥25bit、准确度 ≤1
·多协议接口
·国家重大专项产品 

浙江大昱电气有限公司 
5.1H-F138 

产品名称：ES 五折型材柜 

产品参数：
整板五折型材整体焊接而成的主体框架，作为独立式电柜使用，结构更
加稳定不但确保柜体的高强度，而且防水等级达到 IP55。 
医疗器械 ;汽车制造 ;农机制造 ;智能装备 ;食品饮料 ;电子制造 ;通信
系统及设备 ;工业机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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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德尔克斯电气有限公司 
5.1H-F123 

产品名称：接线端子 

应用场所：
包装行业 ;医疗器械 ;农机制造 ;智能装备 ;电子制造 ;通信系统及设备 ;
工业机器人 ;智能物流 ;智能仓储 ;3C制造 ;

浙江德乐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5.1H-E128 

产品名称：转舌锁 空压机通用锁 

应用场所：
包装行业 ;医疗器械 ;智能装备 ;通信系统及设备 ;   
    

浙江天齐电气有限公司 
5.1H-E020 

产品名称：防水塑料接线盒 

产品参数：
有极好的绝缘性能，抗化学腐蚀和抗机械挤压的性能。达到高要求的
IP66防护等级，所有的箱体都是防尘防水，抗 80℃高温。采用 ABS、
PC等材料制成，外形美观，性能坚固。

浙江亿日气动科技有限公司 
5.1H-B009 

产品名称：气动元件产品所有系列 

应用场所：
包装行业 ;医疗器械 ;汽车制造 ;农机制造 ;食品饮料 ;电子制造 ;家电 ;
工业机器人 ;智能物流 ;3C制造 ;     
    

浙江兆龙互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H-C093 

产品名称：PROFINET 

产品参数：
专为 PROFINET 协议设计，用于广泛的工业以太网场合应用，直接连接
两个电子设备、仪器等，可应用在 EtherCAT 和 EtherNet/IP。 适用于固
定安装 , 移动安装，拖链等应用。    

组团参观
  

尊享6重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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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团领队精美礼品贵宾休息室

嘉宾礼包提前获取胸卡









魏德米勒智能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从模块化I/O系统u-remote，到安
全路由器直至垂直软件模块的完整产品线及解决方案，用于数据获取、
预处理、通讯及分析，帮助客户在现有数据中发现更多附加价值。

	 在工业物联网中，相关部件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彼此联接，为发现数	
	 据附加价值创造了新的机会。
	 可预测性维护是工业物联网典型应用。

魏德米勒电联接(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 86 21-22195008

魏德米勒智能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  
 ——	发现数据附加价值
Let’s connect.   携手	 	共赢

扫一扫，关注魏德米勒官方微信

Let's connect.

2020工业自动化展
魏德米勒展位：5.1馆A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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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即刻免费预登记

工业自动化展
2021年再相见！

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
2020年10月12-15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虹桥)

成都国际工业博览会
2020年11月18-20日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更多详情，请登录：

www.industrial-automation-sho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