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解决方案，用于过程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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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全面 – Festo 控制柜解决方案
您来决定是自己动手或坐享其
成。但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让
您决定“坐享其成”。
Festo 控制柜解决方案几乎完全
消除了气动子系统建造中复杂
的工作过程。我们为您工厂的
气动控制建造、筛选、测试和
交付预先装配好的控制柜。
您只需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
即可，最多能节省 50% 的金钱
和时间.
您无须规划自己的解决方案、
订购元部件或协调不同的供应
商。

您无需贮存零件，甚至临时仓
储也不需要，更不需要交付这
些零件。最后，您也无需维护
超过 200 种部件这个大盘子。
您将得到一张订单、一个日期
和一个联系人，这样您就能降
低采购成本，提高过程可靠性
和生产率 – 简言之，我们提供
所有需要的一切。
我们知道，工厂建设需要很多
承包商相互协作，非常复杂。
我们为您的项目去协调气动控
制柜设计和制造过程所涉及的
所有合作伙伴，因此大大缓解
了压力。

您可获得更多：
• 准时将控制柜交付到世界各
地的收货人！当然，已完全
经过测试，依然是一如既往
的 Festo 质量标准。
• 无论您是需要一百还是几百
个控制柜，Festo 总是准时、
可靠。
• 整个工厂控制柜设计统一，
万一出现问题时，更易于
解决问题

总之，
为您提供的一揽子方案能为您
带来全面的优势。

Festo 控制柜解决方案：便利、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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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技术 – 集中式还是分散式？
只要提要求
用一张过程工程工厂图作为示
例。
采用单个阀技术的集中配置
单个电磁阀直接安装在过程阀
的气动驱动器上。工作时，每
个电磁阀需要一个进气口和一
个用于控制的电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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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源通常是一种环路系统，通
过分气块将气管内的压缩空气
引导给单个阀。此外，位置传
感器的电信号通过电缆反馈给
控制室内过程控制系统的 I/O
卡。

采用阀岛的分散式配置
除了控制室内的电柜，更小规
格的控制柜分散分布在整个工
厂内。控制柜内安装的远程
I/O 处理电信号，而阀岛气动控
制驱动器。气管连接仅几米之
遥的过程阀驱动器。
过程控制系统为集中式配置，
通过现场总线，如 Profibus
DP，与远程 I/O 和阀岛实现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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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技术 – 集中式还是分散式？
只要提要求！
回答您关于哪种自动化技术最
适合您。
集中式：注重过程安全性
必须满足十分严苛的安全要求
的公司，尤其有着连续过程的
化工行业的公司，通常偏好集
中式自动化技术。对于他们而
言，最为重要的就是防爆、硬
件和系统安全整体符合 IEC
61508 (SIL) 标准以及其它安全
相关的方面，如从一处就能触
及所有硬件 – 所以成本高有高
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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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技术：速度更快、更方
便、节省资源
在多数情况下，分散式自动化
技术更适用。通常实施和调试
的速度更快，使用更方便，同
时节省资源。我们的分散式自
动化解决方案同样绝对安全。

集中式结构
优势
• 断电后，对驱动器快速排气
• 可从一处操作整个控制系统
硬件

劣势
• 气源网络安装复杂
• 配线十分复杂，增加了出错
风险
• 电缆长度长，一大捆电缆需
要电缆架上很大的空间

•电缆的材料成本高
• 需要数字量输出模块，用于
驱动阀
• 出现故障时，排查困难复杂
• 扩展性差

分散式结构
优势
• 最大限度减少电缆长度和使
用的铜芯
• 电缆连接少，减少安装时间
• 简化气动安装：气源网络只
需流经现场的控制柜；通过
弹性好的高强度气管连接过
程阀和阀岛
• 扩展性佳

• 分布式智能：控制系统可集
成到阀岛中
•阀的驱动无需数字量输出卡
• 远程 I/O 和阀岛可组合成一
个子系统
• 将附加功能直接集成到阀岛
上，无需任何额外的安装或
配线时间：如，压力分区、
比例阀或压力传感器

劣势
• 控制系统的硬件不再集中于
一处
• 控制柜的分布和位置决定了
接下来布线的复杂度。专家
知识可减少规划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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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从一开始就获益
您越早让 Festo 参与到您的规划
过程中就越有利。我们的专家
不仅知道如何找到那些通常发
现时已为时已晚的隐藏风险。
凭借多年的实践经验，他们同
样会以高度的经济和技术理念
创建可经济实现的概念，并提
供过程可靠性。
Festo 全神贯注于保证各种最后
期限，可靠交货，提供最佳技
术解决方案 - 针对小规模或大
规模生产。所以， Festo 创建了
一个流程，确保快速经济的解
决方案，避免因联系人过多而
造成的误解。从最初的提案到
最终的交付，您都能得到一位
经验丰富的联系人的支持，全
程解答教您的问题。

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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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设计

基础设计

详细设计

每个阶段您可获得的好处
概念设计
• 甚至在项目的早期，专家的意
见就能帮助节省金钱
• 我们的专家与您一起为完善的
控制柜概念设计打好基础
• 甚至在招标前就完成标准化和
定制控制柜型号开发
基础设计
• 气动控制柜标准化是用户规格
要求的组成部分，让单个供应
商在相同元件和系统的基础上
报价，比价更精确
详细设计
• 为气动控制柜创建最佳质量的
回路图
• 整个项目的回路图布局统一
• 工厂建造商和系统集成商能节
省时间，可专注于核心业务
• 气动和电子技术的专业知识和
丰富经验确保了控制柜最佳设
计

建造

安装

调试

建造
• 高效率气动控制柜建造
• 统一而相同高质量的工艺
• 可交付：控制柜生产无瓶颈
安装
• 完全装配好、即可安装的控制
柜，高效率安装，节省时间
调试
• 控制柜完全预先经过测试 –
电和气都经过预先测试
• 快速、顺畅、无故障调试
运行和维护
• Festo 世界各地都有代表处
• 可靠坚固的产品确保长期无故
障运行
• 快速 24 小时服务，用于核心
产品备件

运行和维护

报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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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制药行业的控制柜
对于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不同的生产过程，严格的清洁和卫生要求
是产品质量必不可少的前提。
成分和最终剂型主要在连续过程中合成，产品开发和生物技术则才
管用批量过程。实验室自动和微生产系统是 Festo 控制柜的其它应
用领域。
为生产过程可靠性添砖加瓦。

优势
• 结构紧凑
• 阀岛 – 按需可带或不带集成远
程 I/O
• 按要求提供不锈钢控制柜，例
如用于安装在洁净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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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安装在洁净室内，排气外
绕，用于技术区域通风
• 制药行业合规文档可以提供纸
质或电子档，单份或多份
• 如需要，可协助制作硬件设计
规范

用于食品行业的控制柜
从原材料收入和加工到食品生产过程以及相关的次要过程，如水或
技术气体介质供应过程，要求都不尽相同。Festo 为所有生产领域
提供适用的控制柜解决方案。
必须满足食品生产领域严苛的卫生要求和特殊标准。所使用的材料
必须能耐受清洁剂和食品成分，如果酸。与食品直接接触的元件通
常需要得到卫生证书。

优势
• 结构紧凑，可容纳大量的阀功
能
• 集成气动和电信号节省空间和
成本，只需一个现场总线接口
• 使用适用的控制柜材料：易于
清洗，甚至可满足严苛的卫生
要求

• “世界最小控制柜”：阀岛
CPV，带不锈钢壳体，用于直
接安装在现场 – 易于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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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水和污水处理行业的控制柜
无论是市政还是工业水和污水处理，Festo 都能提供经济、可靠和
耐用的个性化自动化解决方案！
一站式供货：从驱动技术到现场层，作为单个元件或预装配系统。
更智能的自动化组合：从概念设计到顺畅运行。

阀岛
• 坚固的阀
• 大流量用于大驱动器
• 按要求可带或不带集成远程
I/O
• 通过分散式集成控制系统可实
现模块化工厂的理念
• 防爆设计，用于污泥处理或熟
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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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过程、饮用水和污水技术
• 驱动小型球阀到大型刀闸阀
• 可达到防护等级 IP65
• 可用于户外

用于化工行业的控制柜
Festo 为石化、基础化学或精细和特种化学等所有细分行业的运营
商或、设计院和建筑领域的总包商提供适用而可靠的解决方案，确
保过程可靠性。

复杂的过程可靠性
诸如高合金不锈钢和耐腐蚀涂
层这样的材料是适用于几乎所
有环境的解决方案。
安全的产品设计
Festo 产品可耐受腐蚀性介质。
可防止水汽和异物（如灰尘）
的侵入。通常，防护等级需达
到 IP65 和 IP66。

• 控制柜，用于 ATEX 区域 1，
采用知名厂商的远程 I/O
• 控制柜，用于区域 2，采用集
成远程 I/O 阀岛组合
• 本安信号处理
• 本安阀岛技术
• 复合气动连接板，用于紧凑、
经济的设计
• 坚固的不锈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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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采矿业的控制柜
过程可靠性和工业安全性最大
化
Festo 扎实的控制柜可有效保护
单个元件，最大程度确保过程
可靠性 – 又确保工业安全性！
• 采用耐腐蚀 PVC 涂层或不锈钢
• 防止灰尘或液体进入，防护等
级 IP66
•您选择阀岛技术或单个阀的高
效率连接
• 集成气源处理
灰尘和水、冷热交替、脏污和压力 – 在采矿业，自动化产品必
须能经受高强度的使用。其它行业都没有这么严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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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
• 热插拔 – 用于在工作时更换阀
岛上的单个阀
• 检视窗，用于在多尘环境中检
查控制柜，无需打开控制柜

• 控制元件位于外侧
• 气接口位于底部，减少脏污
• 安装加热或冷却元件，用于温
度波动极端的区域
工业安全
• 通过气源处理的锁系统：需要
所有负责员工解除锁后才能切
断
前瞻设计
• 为未来扩展预留充足空间

用于发电工程的控制柜
定制、即可安装：Festo 控制柜解决方案根据应用场合优化匹配。
因为过程阀的数量庞大，发电厂的管线需要层次分明的结构。最佳
方式就是采用 Festo 用户定制的气动解决方案。

无论是脱硫、烟灰处理还是煤炭
粉碎和进料，我们的专家从各型
号的阀岛、控制和气源处理装置
中组合形成最适用于您的控制柜
解决方案。
• 大流量阀驱动大驱动器
• 阀岛 CPV 用于实现紧凑的结构
并直接安装到控制柜内壁上
• 预先安装的控制板，带阀岛和
远程 I/O，用于直接安装在现
场，无需控制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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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危爆区域的控制柜

ATEX 区域 2

• 集成远程 I/O 和阀岛组合 CPX/MPA
• 可连接区域 2 的传感器和驱动器

ATEX 区域 1

• 本安远程 I/O Stahl IS1
• 本安阀岛 CPV10-EX
• 复合气动连接板，用于紧凑而经济的连接
• 不锈钢或导电塑料控制柜
• 带或不带检视窗

• 本安远程 I/O Pepperl + Fuchs FB
• 本安阀岛 CPV10-EX
• 复合气动连接板，用于紧凑而经济的连接
•不锈钢或导电塑料控制柜

• 本安远程 I/O ABB S900
• 本安阀岛 CPV10-EX
• 复合气动连接板，用于紧凑而经济的连接

• 本安远程 I/O Siemens ET200iSP
• 本安阀岛 CPV10-EX
• 复合气动连接板，用于紧凑而经济的连接
• 不锈钢或导电塑料控制柜
• 带或不带检视窗

• 本安阀岛 CPV10-EX
• 不锈钢盖，用于直接安装到现场
• 防溅，防护等级 IP65
• 十分紧凑的结构
• 经济地分离气动和电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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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安全保障：文档
我们文档记录您整个订单，这样
您控制柜解决方案的设计始终可
验证、透明。控制柜交付后，您
同时收到完整的文档，包括：
• 电路图和气路图
• 零件清单
• 阀岛图
• 装配图
• 控制柜平面图，按要求可提供
3D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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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技术 – 概览
您已选择了以下总线技术的其中一种作为控制和监控过程自动化的
标准。无论是哪一种都不要紧：Festo 能兼容所有这些总线。与主
流组织或公司合作，推广定义总线技术也是核心业务之一。

PROFIBUS
PROFIBUS 区分主动工作站，如
PLC 或 PC （主站）和被动工作
站，如传感器或驱动器（从
站）。
PROFIBUS-DP 通用于工厂和过
程自动化，在自动化系统和分
散式周边设备中实现通信。
PROFIBUS-PA 适用于过程自动
化，支持现场设备之间数据和
能源的同时来往传输。
PROFIBUS-FMS 承担车间层面
的通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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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NET
用于大流量数据传输交换，例
如来自传感器、驱动器、机器
人控制、PLC 或处理设备的实时
关键 I/O 数据。也可传输非实时
关键的数据，如诊断或配置信
息。
INTERBUS
INTERBUS 采用主/从读写的方
式。这就是说，总线主站同时
连接上位控制或总线系统
INTERBUS 采用环形拓扑结构，
例如所有工作站都是主动连接
在一个封闭传输的网络中。
INTERBUS 由面向 I/O 传输方式
组成，采用集总帧协议。

传输方式的物理特性：
• 远程总线，用于较长的距离
• 局域总线，用于通信，如用于
控制柜
• INTERBUS 环路，用于带少量
I/O 的元件
EtherCAT
实时数据传输能力。周期时间
短，精度高，同时同步无跳帧
EtherCAT 主要特性。EtherCAT
从站设备从主站发出的标准帧
中仅提取针对自己的数据，将
收条数据加入报文中。
设备概要定义，如 CoE
(CANopen over EtherCAT)，
集成到 EtherCAT 中。

CANopen
CANopen 通信协议具有极高的
传输安全性和抗干扰性能。通
过过程数据对象（PDO）和服务
数据对象（SDO）可满足不同数
据传输要求。PDO 为高速实时
数据，而 SDO 传输参数数据，
如超时的间隔、参数掩码或映
射。
MODBUS
MODBUS 基于主/从结构，用于
更复杂的任务或客户端/服务器
结构，用于测量和控制系统。
为支持良好的数据吞吐量，在
TCP/IP 数据包内以双字节格式
传输数据。MODBUS 能连接一
个主站和多个从站。两种结构
可用：一种用于串口，另一种
用于以太网。

DeviceNet
用于诸如接近开关、光电传感
器、阀岛、变频器和控制面板
等工业现场设备的现场总线，
减少了高成本的单独配线，改
善了针对设备的诊断功能。Devi
ceNet 以面向广播的控制器局域
网（CAN）进行通信，满足车辆
制造的严苛要求，对温度不是
特别敏感。

AS-i 接口
用于分散式解决方案中优化工
作 – 成本更低。用于驱动器/
传感器层，AS-i 接口是现场总
线或工业以太网的理想补充。
数据和供电只需一根电缆。

Ethernet/IP
开放的总线系统符合标准以太
网和 TCP/IP 技术，可实现电气
终端 CPX 和 Ethernet/IP 网络
之间的通信。可从设备直接存
取数据。
CC-Link
用于电气终端 CPX 和三菱控制
和通信（CC-Link）的上位机
之间的通信。总线节点通过互
连模块连接系统电源，通过 I/O
模块处理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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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安全性
从“只需” 15 个元件的简单解
决方案到最多 200 个部件的复
杂解决方案 – 我们为您实现最
复杂的解决方案。先人一步，
面面俱到。
只有所有元件之间有互动，才
能确定每个元件与其它元件的
兼容性是否已经达到保证顺畅
工作的程度，以及是否能够最
大限度保证过程可靠性和生产
率。
最后，Festo 在过程自动化控制
柜解决方案中最为现代的元件
让您的工厂的气动技术保证是
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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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安全功能
所有即可安装的阀岛箱都经过
以下测试：
• 气动元件目检
• 电气系统目检
• 整个气动系统泄漏检查
• 最小和最大许用压力下功能
测试
•所有阀的电驱动和手动控制
• EMC 活动监控

纯粹的经验 – 超过 25 年
采购和使用完整系统或子系统
具有很多优势。例如可获得最
新的知识以及最新一代元件。

Festo 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趋
势，25 多年来一直提供独特的
控制柜解决方案。这就是说，
您可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

Festo Didactic – 通过知识创造竞争优势
我们通过用于过程行业的新产
品来满足工作所需
通过基础培训和进修让公司和
员工能适应变化莫测的未来！
创新的培训系统和务实的过程
自动化讲座以及不同主题的技
术活动提高贵公司的竞争力。
您将从创新、高质量的培训产
品和服务中直接受益。
过程自动化：
测量 – 工业过程的开环和闭环
控制
获得最高水平的学习机会，学
习最新的课题：讲师和顾问会
传授自己掌握的关于 Festo 和
其他主流厂商最新过程阀和元
件专业知识和实际经验。无论
是过程阀技术、工业测量技术
还是仪表或控制回路，最新的
课程为专业人员解决日常工作
中碰到的难题。

新的学习系统为所有初级员工
提供了完整的学习环境。在受
控的环境中用工业元件是学习
实际工业应用知识最佳方式。

课程列表
VALVE PA 1
过程自动化阀 – 基础课
VALVE PA 2
过程自动化阀 – 进阶课
EX PA 1
防爆安全 – 基础课
EX PA 2
防爆安全 – 进阶课
SIL PA 1
安全整体性水平 (SIL)，符合 IEC
61508 标准 – 基础课
SIL PA 2
安全整体性水平 (SIL)，符合 IEC
61508 标准 – 进阶课
ISA PA 1
过程行业的符号，基于 ISA
(P&ID, PFD, BFD) – 入门课
ISA PA 2
过程行业的符号，基于 ISA
(P&ID, PFD, BFD) – 进阶课
CONTROL PA 1
优化闭环控制
CONTROL PA 2
闭环控制实践
INST PA 1
工业测量技术和仪表基础和功
能
INST PA 2
工业测量技术和仪表的工作原
理
PA-COMPACT
现代过程自动化 – 总览

更多信息：
www.festo-ta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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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行业产品
一站式供货
从单个元件到由驱动器、传感
器、阀、连接技术和气源处理
组成的气动系统，Festo 为过程
工程的所有领域提供产品、专
用和完整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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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利益
由优化接口和集成服务实现的
兼容协调控制顺序提供了最高
程度的可靠性组合。

15

我们知道您想要专业的服务。
我们也了解您需要创新的方案。
我们是您可信赖的行业专家。

行业专业知识

定制元件

我们对很多行业都了若指掌。我们的工程师为 38 个不同行业成功地开发了产品和解决方案，用于工厂自动
化和过程自动化。没人能像我们的专家那样对自动化的复杂性和专业要求那么慧眼如炬。只有对您的业务有
彻头彻尾的了解，才能为您提供附加值。我们知道这一点尤为重要。

如果您不能在标准产品范围内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我们能为您提供定制元件，包括稍作修改或全新开发。
所有一切完全按您的需求定制。为了确保完美匹配，所有一切都是在与您紧密合作下完成。我们分析技术可
行性，逐步按您的要求开发出适用的解决方案。我们每年为开发 10,000 项客户解决方案。

创新领导者
20 年前，我们发明了阀岛，革新了自动化技术。10 年前，我们通过自动化平台 CPX 开创了功能集成的新领
域。而今，我们的自调节缓冲 PPS 让气缸调节成了过去时。对于我们而言，创新意味着领先，我们每天都
以此鞭策自己，为的就是为您奠定决定性竞争优势。所以，我们将年收入的 9 % 投入到研发中。每年我们有
100 种新产品获得专利，目前全球拥有 2,900 项专利，并在 2010 年获得德国未来科技奖。

我们不断学习进取
我们意识到，终生学习是持续创新和知识开发的基石，为我们奠定了明显的竞争优势。我们持续不断奠定的
优势，不仅是靠定期培训我们的员工最新的技术发展实现的，也靠通过将最新的技术发展传授给您实现的。
通过高质量的培训，能巩固并拓展您的专业知识。这能让您提高生产率，让我们称为工业培训领域的全球领
导者。

您的电气和气动自动化领域的合作伙伴
您的选择取决于应用场合。无论您的需求是什么，我们总有合适的技术。作为气动和电气运动控制领域的
专家，我们为您提供最适用的解决方案，包括两种技术的组合应用。从驱动到控制层，从硬件到软件，您
得到的是智能而好用的解决方案，体现了我们对于细节的专注又不失大局观。

我们的专业
知识

您的优势

核心竞争力
我们全球有 16,000 多名专家。与我们携手，您将与对您所在行业了若指掌的专家共事。我们
多名专家。
的执着、专业知识和经验将为您铺平通向成功的道路。几十年来，我们引领着自动化技术发展
的潮流，不断激发创新的灵感。通过咨询或开发、培训、研讨会或产品，我们的知识将完全释
放您获得成功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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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
Email: sales_cn@cn.festo.com
传真：400 6565 213
电话：400 6565 203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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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

柳州

香港

上海浦东金桥出口加工区

嘉兴市中山西路国浩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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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潭中东路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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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52-2743 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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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info_hk@fes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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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宇大厦1408室

大厦南翼写字楼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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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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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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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

南京市长江路188号

福州市华林路389号

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99号

昆明市西二环路梁源小区

东莞市东城区东城中路君豪

德基大厦18楼E座

龙城广场711室

珠江国际大厦151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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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5-86819118

电话：0591-87573302

电话：0411-83606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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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5-8681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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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411-83605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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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523129

苏州

北京

长春

西安

台湾

苏州市吴中区澄湖路888号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22号

长春市西安大路727号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三路58号

24450 新北市林口区林口

恒润国际商务广场1518室

赛特大厦15层

中银大厦A座1407室

汇豪国际大厦508室

第二工业区工八路9号

电话：0512-68281119

电话：010-65155096

电话：0431-8896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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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info_tw@tw.festo.com

昆山

石家庄

哈尔滨

宝鸡

新竹

昆山市开发区伟业路8号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289号

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山路9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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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广场B座161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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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武汉

兰州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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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51-6286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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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86 (0) 4/2475 7278

传真：0551-62860570

传真：022-26264078

传真：027-87322657

传真：0931-2351892

传真：++886 (0) 4/2475 7279

邮编：230001

邮编：300010

邮编：430071

邮编：730050

Email: taichung@tw.fes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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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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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kaohsiung@tw.fes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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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长沙

宁波市中山东路18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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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五一大道618号

中农信国际商厦23A0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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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4-87289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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