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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5-19日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虹桥)

www.industrial-automation-show.com

工业自动化展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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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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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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仲佑 先生 / 钱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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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H/6.1H/6.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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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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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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坛活动信息更新截止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

第十六届 MM• 新自动化论坛 
主办单位：弗戈工业传媒 —MM《现代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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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智汇上海 创新引领 — 数字化解决方案论坛暨第二届工业 “ 智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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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斯托媒体见面会
主办单位：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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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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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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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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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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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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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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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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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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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S 2020 新品首发 
New Release

P7-P10

* 按照拼音字母排序

* 展商信息更新截止至 2020 年 7 月1 5日

* 按照拼音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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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1H-E015

产品名称：国产化高端工业自动化监控组态软件KingSuperSCADA ( 全球首发 )

亚控 KingSuperSCADA 是一款全国产化的跨平台全组态监控软件，支持
Linux 和 Windows 双平台，并且兼容适配多类主流国产操作系统和龙芯
3A 系列处理器，兼容 3000 余种国产化控制器设备，全面支持各类国产
化 PLC，具有自主研发、安全可控、稳定可靠的特性，致力于保障国家
公共安全和工业及信息化安全。

产品名称：工业生产管理系统软件平台 KingFusion ( 全球首发 )

KingFusion3.6 管控一体化全组态平台可快速完成 MES 相关解决方案的
开发与应用，通过工艺流程和业务流程的可组态，简单、方便的实现生
产过程透明化、生产管控实时性及产品与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进而提
升生产设备的绩效评估和产品的质量管理，最大限度提高生产运营效率，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广州菱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5.1H-B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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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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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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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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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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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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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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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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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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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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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CoolDrive S7 ( 中国首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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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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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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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团参观
  

尊享6重礼遇

赶快
行动

吧！

专车接送 工作午餐

参观团领队精美礼品贵宾休息室

嘉宾礼包提前获取胸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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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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1H-E015

产品名称：工业互联网 APP 组态运维平台 KingAppPlatform
 
KingAppPlatform 平台以工业 APP 的形式，实现工业技术和知识经验的
模型化、软件化、复用化、零件化，基于微服务架构设计，实现了包括
数据采集、设备接入、数据存储、数据访问、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展
示、运维监视和负载均衡等方面的功能，为制造企业提供各类创新应用，
助力智能制造业工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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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S 2020 展商产品推荐
Exhibits Recommendation

P13-P21
* 展商信息更新截止至 2020 年 7 月1 5日

* 按照拼音字母排序

* 按照拼音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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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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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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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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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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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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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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商信息更新截止至 2020 年 7 月1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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