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带 CPX/EMCA 的平行运动装置的研究

跨越式 –
革命性

无需控制柜的机器人！
亮点
• 机器人控制器无需控制柜
– 得益于采用 CPX，防护
等级达 IP65/67
• 多功能集成式电缸
EMCA
• 快速、轻盈、紧凑
• 经济性极佳
• 通过 Festo Didactic 提供的
CIROS 软件虚拟调试
• 为工业 4.0 铺平道路

机器人正为实现工 4.0 做好准备：高速抓取系统 EXPT，带 CPX/
EMCA。Festo CPX 控制技术的防护等级达到 IP65/67，具备 多种
功能的新型“集成式电缸”EMCA 为实现无控制柜机器人功能性铺
平了道路，是革命性的发展。标准元件和经济型元件的前沿组合
得到 Festo 最新硬件和软件的加强。其优势远不止这些：

其它优势包括虚拟调试、OPCUA 接口用于工业 4.0 或物联网
(IoT)、 Codesys V3 Softmotion
转换模型（带校正选项）。三
角运动装置在三维空间内可自
由运动，赋予抓放工作优异的
动态性能。

轻盈、紧凑、灵活
这个研究模型重量很轻，结
构紧凑，采用 CPX/EMCA，
利用集成技术节省空间。所
有元件都位于工作空间的上
方，最大限度减少了接线工
作。

无控制柜的 IP65 设计结构使得
安装速度快。接好 24 V 电源后
就准备就绪了。
虚拟建模和调试
Festo Didactic 提供的 CIROS 软
件可创建虚拟行为模型，通过
宏库进行配置，可作为仍在生
产中的真实系统的模拟环境。
这就意味着，可为整个设备早
早开发并测试控制器。为工业
4.0 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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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控制器无需控制柜
采用 CPX 的机器人控制器和我
们最新的“集成式电缸”EMCA
是机器中分散式自动化技术的
革命性进步。由于防护等级达
IP65/67，所以控制器和平行运
动系统就不需要控制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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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集成的 CODESYS 控制器
来运行电-气动控制链，覆盖
从 I/O 信号和简单的运动控
制一直到平行运动系统通过
校正选项转换的整个范围。
其对 X, Y 和 Z 笛卡尔坐标进
行编程。

EMCA 功能集成
最新一代的智能电缸，使用尤
为简便，效率高。免维护的
EC 电机是无刷式直流电机，
带绝对位置记录、集成调速
器、电力电子元件和绝对式编
码器。

还可选绝对式多圈编码器、集
成保持制动以及现场总线接
口。平行运动系统中采用
CANopen 总线，用 CANsync
易于控制器，并具备插值模
式。

EXPT with CPX/EMCA – subject to change – 2015/11

功能集成 CPX
集成的 CODESYS V3 控制器带
SoftMotion 宏库，可实现现场机
器人路径控制。在物联网中通
过以太网接口连接到网络中，
OPC-UA 集成作为新的通信接口
选项，用于垂直和水平网络，
是工业 4.0 的组成部分。用于
EMCA 的电机直接由 CPX 通过
CANsync 控制， 所有的远程 I/O

AML 实现虚拟建模和调试
自动化标记语言旨在用于自动
化系统的虚拟编程和调试。通
过连接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
同步操作传送带和平行运动系
统。数据会进一步被虚拟处
理，以确保在交付硬件之前，
PLC 编程被不断优化。

和实现抓放的气动功能也是由
其控制。因此，自动化平台 CPX
可控制完整的子系统。

这种虚拟系统可用 CIROS 来创
建和优化。平行运动系统作为
子功能集成在模型中。随后，
虚拟元件逐步代替真实的元
件。从一开始就开发和测试复
杂的控制器；改善质量并缩短
调试时间。作为数据交换格
式，AML 被规划为工业 4.0 的
标准编程语言，因为这种语言
能映射几何形状、运动机构、
程序特性和顺序，并反映出构
架。

因此，编程软件可利用其它软
件的数据，例如用于项目规划
和开发。
这种数据语义上为非专属性、
非专用领域的格式，被保存在
一个文件中，用于整个系统的
描述以及用于完整工程设计过
程。

Festo 普通样本产品平行运动系
统/三角运动装置 EXPT 可专门
匹配应用场合

• 轴的长度、安装角度以及
负载和动态性
• 最多一秒可抓取 150 次
• 控制方式
• 集成到现有的设备和控
制方案中
• 相机/视觉系统
• 路径同步（目前不能用于
带 CPX/EMCA 的平行运动
系统）

Festo 的专家们乐意为您
提供帮助。

LxWxH: 962x548x412 mm

LxWxH: 223x120x100 mm

−98 %

Reduced volume
LxWxH: 210x100x55 mm

采用电气终端 CPX 作为平行运动系统的控制器同时采用集成式
电缸 EMCA 节省了空间。
2015/11 – Subject to change – EXPT with CPX/E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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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4.0 – 模块化、更更换、分散式安装和控制技术，融合了
Festo CPX, CODESYS Softmotion 和 OPC-UA

管理层

过程自动化
控制流体以及有流体和运动控
制的离散过程，如用于过滤和
渗透、生物/制药和化工行业
中、包装机器和机床中，用于
配剂、搅拌、冷却、润滑、清
洗、清洁和消毒。采用自动化
平台 CPX。

接口

控制层

现场层
测量和控制
传感器/驱动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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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自动化
控制完整的机器单元，例如在
小零件装配中的手动工作站和
检测机器，以及上游功能，如
浮动辊调节器和最大可三维空
间运动的抓取设备（包括T/H
平面门架和平行运动系统）。
采用自动化平台 C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