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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工业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CIP3 和

数字直接印刷技术、无轴传动技术等正在

影响着业界的未来变化。 

贝加莱作为专业的行业方案提供商，不断

与业界最为卓越的厂商持续合作并积极参

与创新技术的实际应用，本文将介绍 B&R

对于印刷工业的理解、解决方案与应用案

例。 

 

本文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印刷

工业 OEM 厂商所面临的挑战，第二部分介

绍贝加莱解决方案，第三方部分则从实际

应用角度介绍贝加莱成功案例，第四部分

为总结，为什么选择贝加莱？ 

 



印印刷刷工工业业 OOEEMM 厂厂商商面面对对的的新新挑挑战战  
 
1.导引 

数字化工厂与商业印刷整体解决方案、按需印刷 POD(Print On Demand)、CTP/CIP4/JDF 等等这些词汇

正在成为印刷业界的流行语，然而，这并不停留在宣传本身或者仅仅是概念，印刷业界的巨头如 Heidelberg、

KBA、Man Roland、Muller Martinni 已经将这些概念变为现实，传统的印刷厂商不断追寻业界技术的潮流

并实现这些原来停留在概念中的应用，而另一方面，来自数码科技领域的厂商如 HP、CANON、AGFA 等

也将其在数字打印领域的技术转移至印刷领域，对于传统的印刷机械形成新的挑战。 

 
每一个 OEM 厂商将面临着这样的挑战 

 如何将其设备与数字化的未来接轨？ 

 如何面对来自数码印刷厂商的巨大挑战？ 

 如何实现印刷效率的提升而又提供更为开放的接口？ 

 如何满足 End User 对于 Turnkey 交钥匙工程的需求？ 

 如何满足生产信息与控制的集成？ 

 

理解变化的需求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未来从而响应未来。 

 
2.需求的变化 

 
2.1 按需印刷 POD(PPrriinntt  OOnn  DDeemmaanndd))  

按需印刷正在将整个印刷包含进入一个集成系统中来这包含了对于印刷设计、制版、印刷、印后的全部流

程，能够按照客户所需灵活的生产，具有最大的个性化。 

2.1.1 CIP3 到 CIP4 

1995 年 26 家印刷、印后与数码印刷企业共同制定在于将 Prepress,Print,Postpress 进行集成，组建了 CIP3

联盟，在 2001 年 JDF 联盟加入 CIP3 将 Process 概念引入使得整个印刷工业逐渐转为 CIP4 平台。 

CIP3 带给印刷工业巨大的变革正在于将整个工厂纳入统一的管理架构之下: 

在印前，CIP3 可实现文件的色彩管理、补漏白、字体、文稿、图像的管理、拼大版及生成 ICC Profile 以

及用数字打样机打样。 

在印刷中，CIP3 在印刷机上实现油墨量的控制（油墨扩大和转换曲线）、套准控制、颜色质量控制（颜色

色彩和密度测量）。 

在印后，通过传送裁切和装订的参数和信息，实现对印刷品的裁切控制和装订控制。 

PPF 文件是在这一阶段所使用的采用 PostScript 脚本写成的格式文件 

 

 



它为印刷工业提供了数字化的流程需要的数据，但是，它无法提供反馈-即，系统运行的效果如何？是否达

到了设计要求，因此，产生了新一代的 JDF－JDF 作为一种“数字化的标准工作传票（Job Ticket）”，从一

个印刷任务诞生、执行直至终结的各个阶段上，一直伴随着它，对它的状况随时进行记录、跟踪，为系统、

设备进行正确的控制提供信息。 

JDF 采用 XML 脚本语言写成，与原有的 PostScript 相比具有非常广泛的适用性。 

用 JDF 将客户、印刷商务机构、管理信息系统、印前/印刷/印后生产部门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紧密而且

有机的。 

 

2.1.2 数字工厂流程 

现代 IT技术及控制技术使得这一需求得到很好的实现，从下面这个流程我们可以看到印刷流程的完整运行： 

设计室将图形、照片、文本集成设计为所需的印刷对象， RIP(栅格图像处理器)生成照排、打印机可识别

的点阵信息－输出到打样，经由分色片生成打样版文件，可以由 Computer to Film 的方式直接生成版并经

客户确认提供给印刷单元，同时经过扫描的打样版可提取数字的油墨信息给印刷控制台，对油墨的均衡进

行调节。 

数字化印刷软件也提供印刷机组所需的控制信息及印后设备所需的装订信息。 

 

 

 

 

 

 

 

 

 

 

 

 

 

 

 

 

 

 

3.无轴传动技术 

就印刷单元而言，无轴传动技术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将原有的机械长轴设计采用独立驱动的伺服电

机来取代，使得原来对于印刷生产控制而言的诸多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3.1.机械长轴使得机器的灵活性得到限制，由于机械系统的固有特性，为了不同的印刷必须设置不同的齿

轮组，这意味着更换订单将需要非常多的时间来调整机器，而对于快速响应市场而言，这是致命的，电子

轴或无轴传动仅仅需要通过参数的设置即可针对不同长度的印辊提供不同的相位调整即可进入印刷状态，

其灵活性与传统的机械轴大大提升。 

 

3.2.提高印刷精度的稳定性-无轴传动采用伺服电机驱动，整个印刷系统可以理解为一个理想的齿轮关系，

电子齿轮可以达到极高的精度，使得机械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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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带来维护成本的下降，由于机械系统磨损会带来大量的维修成本，而几乎可以理解为无磨损的电子驱

动系统将使得这一维护问题迎刃而解，即使对于印刷过程，也可以对机械系统进行补偿，使得系统更高的

印刷精度。 

 

3.4.提高工厂环境-例如，降低了噪音，减少了占地面积，可以在纸路间更为简单的机械设计，从而空间更

加节省。 

3.5.更多的功能设计-可以更为方便的工艺配方下载、设备的 I/O 级诊断、基于 IT 技术的维护与远程诊断等，

这些正是数字印刷技术所需的接口技术。 

4.直接印刷技术 

数字印刷技术将带来未来印刷技术的全新革命-因为没有比直接印刷技术更为灵活的系统-无需制版、真正

实现按需印刷 POD,它具有无以复加的优势，今天，由于它的成本问题尚无法大量的使用，但是，数字直

接印刷技术必然代表印刷技术的未来。 

它的优势在于 

－无需制版，可直接实现从 PS/PDF 文件的打印； 

－实现每张印品的不同，完全实现所见即所得的印刷； 

－小批量订单打印快速完成； 

随着数码技术的更加成熟和成本的下降，数字直接印刷将能直接实现较大活件的承接能力的话，未来将引

发巨大的变革。 

 
5.联线生产 

联线生产是指将整个工厂的独立的机器单元通过输送单元进行连接，从而将独立的机器孤岛连接，降低中

间环节从而实现高速生产的能力，这带来的优势在于： 

 生产可以更加灵活组织，工艺切换更加快速便捷； 

 降低中间切换的浪费，传统意义上的生产从一个单元到另一个单元由于采用人工输送，必然会产生上

机后的测试方能进入正常工作状态，这会带来这个阶段的废料，而通过联线则可以直接实现生产，从

而无需废料的产生。 

 能够实现整厂的管理－通过生产数据的网络反馈，可以对生产成本、批次、质量分布等进行统一管理 

 质量优化－通过基于数据的分析整厂建模，可以对生产过程中的工艺相关参数进行集成，并在线分析

和调整，实现工艺质量的优化和未来的持续改善。 

 

6.模块化的系统设计 
 

如何按照客户的需求来制造机器？对于 OEM 厂商这是一个挑战，因为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大批量生

产的话能够降低成本，然而，这却意味着设备的灵活性将得到损失，另一方面，如果进行定制化生产则意

味着成本和周期的拉长，这对于响应市场的能力也意味着机会成本的提高，然而，模块化设计理念将使得

这一问题最大限度的得到解决。 

 

通过对于系统的具有共性的组件进行标准化生产，而对于变化的进行定制化生产—这在机械上是可行的，

但是，对于控制系统将如何处理呢？ 

 

当软件在单台机器上时，控制单台机器，但是，当这台设备与其它设备构成生产线时则其程序将如何处理？

控制器是否要进行更换？如何扩展如书贴及夹子的数量而又无需额外的编程？ 

 



贝贝加加莱莱印印刷刷行行业业解解决决方方案案  
 

贝加莱在印刷控制领域的技术得益于与业界卓越的领导者的合作中形成，因此，其硬件平台与软件设计能

够满足印刷工业的面向未来的需求，贝加莱的印刷工业方案涵盖了印前、印刷与印后加工整个流程，并且，

也提供整厂集成的组态开发。 

 

 

1.贝加莱印刷控制解决方案构成框架 

贝加莱的印刷解决方案由多个层次构成，包括了几个不同的层次设计，详细描述如下 

 
 

1.1.硬件平台 

1.1.1 紧随 IT 技术的硬件平台设计 

 以太网接口：贝加莱技术跟随着 IT 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其支持各种 IT 领域的技术如 Ethernet 技术，

所有来自 B&R 的硬件均标配 Ethernet 接口 

 XML 技术支持-支持脚本语言的编写，PLCopen XML 集成； 

 OPC Server 与管理层的设备互联能力； 

 面向对象的编程技术 OOP 支持 Windows 下的程序互联； 

 Windows 下的数字化管理与实时控制的集成。 

这些技术代表着贝加莱能够与数字化工厂的 CIP4/PDF 等紧密集成。 

1.1.2ACOPOS 族产品线-独立驱动技术基础产品 

贝加莱 ACOPOS、ACOPOSmulti、ACOPOSmicro、ACOPOSinverter 系统及最先进的 Ethernet 

POWERLINK 实时通信技术构成了无轴传动的技术基础。 

集成收放卷控制 集成套色控制

虚轴和实轴 运动轨迹生成器 凸轮仿形 电子齿轮

高精度驱动系统 直接驱动系统 通过 POWERLINK实现高精度同步 模块化控制单元 集成安全技术 



ACOPOS 家族产品是智能型、分布式驱动控制系统，具有强大的本地运算与处理能力，具有非常强的适应

能力： 

 宽广的产品范围适应印刷工业需求； 

 分布式设计-满足机械系统的模块化设计，可实现基于 Motion 的控制； 

 网络拓扑自由-易于扩展，增加一个色组、裁切单元仅需以太网电缆的连接即可； 

 机械系统允许下可实现断电停车能力 

 具有宽广的电压范围 230VAC~480VAC，环境适应能力强； 

 高功率密度、共直流母线的 ACOPOSmulti 具有节能能力； 

 结构紧凑，书本式安装节省电柜空间。 

1.1.3 分布式 I/O 系统 

X20 分布式 I/O 具有如下特点： 

 灵活扩展，远程站通过高速总线传输如同背板总线的采样速度； 

 高 I/O 密度模块，结构极其紧凑，支持预接线； 

 自由扩展，带电热插拔 

 
1.2 智能运动控制技术 

1.2.1 虚轴与实轴控制 

对于贝加莱系统而言，印刷传动系统为一个可以由多个轴的电子齿轮关系构成的系统，构成虚拟主轴关系，

伺服轴都跟随一个由数学模型建立的轴进行同步运动，这个虚拟主轴使得系统可以近似为一个理论的系统，

无偏差、无磨损的系统，保证高精度的印刷控制及张力控制的高速同步控制。 

1.2.2 运动轨迹自动生成 

无论对于电子齿轮、电子凸轮 CAM 而言，系统可智能的设定参数，由系统自动按照需要生成最为光滑而

高速的运动曲线，从而能够大大降低系统对于机械的冲击，保证高品质印刷和裁切等任务的执行。 

1.3 印刷技术 

贝加莱印刷技术包含了印刷库的集成， 

1.3.1 自动套色技术 Automatic Registration System 

当系统色标经过第一个光电眼时，系统锁定一个当前伺服相位值，当色标经过第二个光眼时锁定第二个伺

服相位值，两个相较计算出偏差值，多个色组偏差值计算后，通过高速实时总线 Ethernet POWERLINK 传

输至 X20 CPU 站的套色软件系统，考虑系统的速度、张力设定等因素，经过多变量系统耦合和解耦运算

给出每个轴的调整值，经 Ethernet POWERLINK 传输至每个驱动轴，进行相位调整，从而实现对偏差的处

理。 

 
与传统的印刷套色系统优势在于： 

－独立印刷套色系统，由贝加莱独立开发而无需昂贵的第三方套色系统； 

－一个处理器、一条总线、一套软件； 

－预套印技术降低废料； 



1.3.2 色标检测技术 
 

 
集成于 ACOPOS 驱动器上的色标采样模块可直接处理来自色标传感器的信号，并进行滤波、编码处理，

由于其直接在驱动器上，因此，可通过 Ethernet POWERLINK 传输至系统主站，该设计与传统的色标信号

由控制系统的 I/O 处理方式具有更高的响应速度，其它包括： 

－色标中值计算提高精度； 

－可支持多种类型色标如方标、梯形标、圆形标、矩形标、三角标； 

－色标补偿处理。 

 

 

 

 

 

 

 

 

 

 
1.3.4 集成收放卷张力控制 

张力控制构成了印刷控制的关键，贝加莱提供了针对印刷的收放卷的锥度张力控制算法，支持带传感器、

摆辊及开环的张力控制算法，根据需要进行不同的应用。 

捕获窗口 

色标宽度 



 
 
1.3.5 基于仿真的张力模型建立 

B&R 的 Automation Studio 系统具有与 Mathworks 的 MATLAB/Simulink 系统代码自动生成的集成接口，

通过对印刷的不同应用张力进行建模，并代码生成至 X20CPU 实现 Hardware In the Loop 的在环测试，这

一基于建模的设计使得对于不同的材料、速度、传感器类型物理组件纳入系统，并建立张力控制的闭环和

开环控制器，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并大大降低了研发与测试成本。 

 
 

 

 

 
1.3.6 电子凸轮裁单张技术 

CAM 技术为 ACOPOS 智能型伺服驱动系统内置功能，对于印刷工业而言，其应用场合包括以下方面： 

－印后裁单张,支持多刀对称、非对称裁切、自由设定裁切长度； 

－烫金加工 

－印刷套从轴叠加曲线 

 



 

在柔版后道模切、裁单张、全息定位烫等均可使用 CAM 技术来进行加工，而且可支持带色标定长和不带

色标的定长裁切，可自由设定裁切长度，并支持与外接的编码器同步跟随。 

 

2.机器的模块化设计 

如何实现机器的模块化设计？这对于控制系统而言，包含了两个方面: 

硬件的模块化-这里毋庸置疑，贝加莱的硬件系统具有这一能力，我们将从软件的角度来对模块化设计进行

描述贝加莱方案，并以印后加工为例进行示例介绍。 

 

对于印后加工而言，其由折页、配页、胶装、输送、切书多个单元构成，对于系统而言，其软件模块可以

根据需要分为折页方法的选择、配页书贴数量和顺序的配置、胶装的开本、拉槽铣背等构成、输送与三边

切参数的设置，模块化的处理包含了对整个联线设备的软件构建，而其模块化的软件又能够将整个过程进

行分组移植到独立的设备控制器上，这得益于以下贝加莱系统的特点： 

－硬件独立的软件设计，无需考虑处理器的型号，因为，软件可运行于贝加莱不同的处理器，而无需考虑

配置。 

－分布式的系统设计，基于总线的系统可以增加或减少设备，而系统软件也可以打开或关闭软件功能块，

使得机器可以任意组合。 

－内置的温度控制模块可以自由增加和减少，而软件的趋势显示、参数、报警画面也可以独立的依照系统

需要而增加、减少，无需复杂的编程即可。 

 

3.Ethernet POWERLINK 工业实时以太网技术 

这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介绍的原因在于：所有的印刷控制涉及到的问题，如印刷品质量、传动精

度、电子齿轮同步关系、分布式控制与模块化设计都依赖于总线控制技术，而 Ethernet POWERLINK 则提

供了这一需求的最大化满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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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基于总线的控制技术而言，Ethernet POWERLINK 是最早投入使用的实时以太网技术，在 2001 年即

投入使用，在过去的 10 年里，其安装节点总数已接近 200 万个，22 多万台设备运行在全球各个角落。 

 100Mbps 实时以太网技术 

 抖动<<1uS 

 系统时钟同步 0.1uS 

 节点间距:100m/2km(光纤传输) 

 数据通过率高 

 一个 POWERLINK 网段支持 240 个节点 

Ethernet POWERLINK 对于那些需要高速、高精度同步的实时应用而言，无疑是关键要素，可以实现 40

个伺服轴、37 个 I/O 站 800uS 的刷新速度. 

除了卓越的系统性能，POWERLINK 的以下功能也将带给应用优秀的特性 

 

功能特点 简述 应用优势 

直接交叉通信 无需通过主站,从站间可直接建立

通信 

实现轴与轴之间高速电子齿轮、电子凸轮同步 

灵活的拓扑结构 支持任意拓扑结构 便于现场网络组建，无需考虑拓扑对于系统的影

响 

环形冗余 提供环形冗余设计 提供冗余系统提高系统的可用性 

热插拔 在线更换模块，无需停机 降低系统停机所造成的损失 

支持异步通信 服务数据、管理数据可在异步阶段

传输 

实现视频监控、管控一体化的数据传输 

数据安全 保证网络内数据的保密性 安全的数据访问控制 

Safety 技术 支持 IEC61508 标准, SIL3,PL e 等

级 

提供对人身安全的保障 

 

 
应用 

POWERLINK 技术在印刷控制中应用于下列系统，并经过数十万台机器的验证： 

－凹版印刷无轴传动系统 

－卫星式柔版无轴传动控制 

－窄幅/宽幅柔版印刷系统无轴传动 

－商业轮转/报业轮转机组无轴传动控制 

－胶版/柔版标签印刷无轴传动 

－票据/表格纸凸版/胶印无轴传动系统 

－骑马订书联动线 

－胶装联动线 

 

 

 

 



贝贝加加莱莱印印刷刷控控制制技技术术应应用用案案例例  
 

1.CTP 直接制版技术 

随着 CTP/CTF 的大量应用，以及高速印刷对于印前的提升迫切需求，更高的 Computer to Plate 和

Computer to Film 得到大量应用，由于其高速的成版能力，得到了快速的应用，为报纸印刷、商业轮转印

刷所配套使用，并且越来越高的要求使得贝加莱高性能系统得以有发挥之地。 

 

制版能力：120 张/小时，最大可达 350 张/小时（用于报纸印刷）； 

精    度：2540Dpi 

支持数据的直接传输，PDF 数据直接接受； 

直线电机

步进电机

Ethernet

激光控制器

 
系统特点 

采用直线电机进行激光焦点的定位控制，确保高精度定位，生产高品质版； 

以太网传输来自数字设计系统的 RIP 等信息，实现与数字图像系统的同步控制； 

生产数据的采集与反馈； 

生产状态的实时状态显示； 

 

2.凹版印刷无轴传动技术 

凹版印刷属于重张力印刷，因此，每个印刷色组之间为独立的张力段，而印刷张力的稳定与一致性决定着

印刷的质量，为了提高柔性生产能力，采用独立驱动技术来对系统进行设计. 

2.1 功能包括： 

－自动对版（自动套色控制）功能； 

－印刷预套色功能 

－打样功能 

－涂布功能 

2.2 其基本性能要求如下： 

－印刷速度：300m/min 



－印刷精度：+/-0.1mm 

－加减速时间：30s 

－重复精度：+/-0.1mm 

－印刷范围：180mm～350mm 

－印刷色组：支持最大 16 色 

2.3 亮点 

贝加莱印刷集成套色技术 

与传统的无轴传动方案不同在于，贝加莱采用了集成套色技术－将印刷套色控制集成在X20CPU的任务中，

与张力控制、同步控制集成，并通过 Ethernet POWERLINK 互联为高速实时同步系统。 

 

 
 

2.4 系统特点 

一条总线、一个处理器、一个软件-All In One 

－高速高精度系统 

－远程维护- IT-Based 维护技术 Web Server,VNC Server 

－集成色标检测技术，无需额外的色标检测系统，直接驱动器插入模块即可实现； 

－开放的软件架构，客户自主拥有知识产权。 

－可支持第三方套色系统的集成 

－开放的接口如 Profibus，DeviceNet，CANopen 连接第三方设备 

可选：直驱技术 

除了提供基于 ACOPOS 伺服驱动器的无轴传动技术外，贝加莱也可以通过 8LT 直接驱动电机实现直驱技

术－无需减速箱从而实现机械更为简化和更高的印刷品质保障。 

可选：电机与减速机集成 

为了避免由于减速机连接中存在的间隙问题，贝加莱提供 8LS 电机与减速箱的直接集成，通过专业的安装

降低系统的误差，从而提高印刷精度。 

2.5 系统配置 
 X20CPU 

 Power Panel 300 15 英寸彩色触摸屏 

 ACOPOS 印刷色组驱动单元 

 收放卷及牵引采用异步伺服系统 

 横向调版采用步进技术 

 X20 分布式 I/O 



 Ethernet POWERLINK 总线支持。 

 

3.窄幅柔版印刷 

窄幅柔版印刷用于商业包装印刷、标签印刷等应用，随着对于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柔版印刷技术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另一方面，其制版技术的提高使得其印刷点阵可达 200 以上，因此，也可以提供高品质的印

刷需求。 

 

3.1 功能需求 

－自动裁单张、模切、吸废 

－自动张力调整 

－远程维护能力 

－印刷同步 

－压印辊与版辊同步控制 

3.2 性能指标 

印刷速度：150m/min 

印刷精度：+/-0.06mm 

印刷色组：8 色 

印刷范围：420～560mm 

 

3.3 开环与闭环控制 

系统支持开环印刷控制，可实现高精度印刷，同样可以采用闭环控制，实现对于具有较大张力和变化的材

料印刷-通过色标直接输入和自动套色系统软件的应用，实现高速控制。 

 

 
 
3.4 系统配置 

放卷和收卷采用 ACOPOS 驱动异步电机、定量送纸和定量出纸辊、印刷单元（压印和印刷版辊）、模切、

裁单张采用 ACOPOS 智能驱动系统、吸废单元采用 ACOPOSinverter 变频器、POWER Panel 400 系列

集成控制与显示的 HMI 构成了 PLC 和显示的集成，Power Panel PW35 提供每个色组的参数设置和调整。 

 

 

4.卫星式柔版印刷机组无轴传动 



与机组式柔版不同，卫星式柔版采用中心滚筒方式，由于印刷材料紧贴压印辊，从而消除了张力的变化，

使得其可以实现高速印刷，并且印刷采用更大幅面成为可能，因此，对于大批量，尤其是非常薄的材料如

PE 膜，卫星式柔版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4.1 性能指标 

－印刷速度：300m/min－根据机械设计的速度，可高达 1200m/min，贝加莱为欧洲某客户提供的印刷控制。 

－印刷精度：+/-0.06mm 

－印刷幅面：1200～2000mm 

－印刷色组：4,6,8,10 

4.2 功能设计 

快速温度控制印刷色组间的烘干； 

－中心滚筒冷却温度控制； 

－张力控制 

－收放卷控制 

4.3 亮点－全伺服方案保持机器最大的灵活性 

采用 ACPOSmulti 伺服系统，为每个色组提供了版辊、网纹辊等的横向与轴向的调整，根据印刷产品的变

化，仅仅输入订单参数即可自动快速调整，大大节省了由于人工单个调整所带来的时间浪费，并且消除人

工经验造成的机械调校偏差，灵活而又精度更高。 

 

 

 

4.4 配置说明 

该系统采用了 ACPOSmulti 驱动系统，该驱动系统具有结构紧凑的特点，分为两个组，每个逆变单元可驱

动两个电机，因此，可以节省驱动器数量的同时降低系统成本。 

X20 CPU 处理高速同步任务 

每个色组由 7 个不同电机进行机械位置的调整； 

Power Panel 10 英寸彩色触摸屏。 



5.印后加工-胶装联动线 
 

印后装订存在着一个概念-按需装订 Binding On Demand，印刷工业的众多厂商选择了 B&R 作为其合作伙

伴，这不仅仅包括了整线，也包括折页、配页、胶装、骑马订、三边切、输送单元等独立的设备及其互联

的完整构成。 

 

5.1 胶装生产线性能 

生产速度：8000 本/小时～18000 本/小时 

书夹数：最大 28 个 

5.2 功能设计 

－I/O 级诊断，可视化的故障显示与诊断，提供现场生产人员最快的故障定位与维修处理； 

－在线工艺参数调整-根据订单切换的需求实现开本宽度、高度、铣槽宽度、压实等的全自动调整； 

－数字接口-与 CIP3/CIP4 连接获取装订参数并调校系统； 

－动态状态显示-参数调整后的在线仿真/机器参数实时显示与趋势分析； 

 

5.3 系统配置 

－Power Panel 一体化控制器，实现参数设置与操作、控制与显示； 

－X20 总线模块，系统支持 Modbus IDA/RTU 多种总线接口，与电子屏、第三方变频器互联； 

－ACOPOS 驱动器实现各种自动调整； 

 

 

 

 

 

 

 

 

 

 

 

 

 

 

 

 

 

 

 

 

 

5.4 系统亮点 

－基于模块化设计，采用 Motion Based 控制，由 ACOPOS 驱动器直接的 CPU 来对独立的单元进行控制，

并可通过 Ethernet POWERLINK 与其它设备单元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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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总结结－－为什么选择贝加莱？  
 

1.平台利器 

－开放而灵活的硬件平台－满足整个系统设计需求的产品 

－All In One 的集成开发平台－Automation Studio 提供了面向所有对象，从配置、仿真、编程、测试、生

产与维护的全流程服务能力。 

－实时以太网技术 Ethernet POWERLINK 

 

2.行业 Know-How 

－业界领导者的合作 

 包括印刷业界最为知名的 OEM 厂商如 Heidelberg、KBA、GOSS、Man Roland、Nilpeter、Gallus、

Muller Martinni、Kokbus、北人富士、陕印北人、紫光机械均与贝加莱建立长久的合作。 

与业界领袖企业的合作带给贝加莱对于印刷机械行业的需求的理解，聚集了众多的 Know-How 以足

您完成系统的升级开发。 

－自主研发软件库 

 针对印刷工业的张力控制、套色、色标检测、裁切控制、温度控制等 

－丰富经验的工程师队伍 

由于提供直接的服务，快速完成系统的实现，降低经验不足造成的浪费试机成本、耽搁开发计划拉长

周期等问题。 

 

3.面向未来的创新设计 

－产品创新 

 为了满足未来业界对于自动化的需求，对于自动化角色的重新定位需求，贝加莱不断开发更为开放和

灵活的产品适应行业的需求。 

－应用创新 

 满足不断变化的应用开发需求，提供面向未来的模块化设计、整厂集成、功能块测试等应用创新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