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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BA产品适用于未来

KEBA股份集团建立于1968年，是一家总部在奥地利林茨
的国际化电子企业。在全球，KEBA拥有多个分公司和办事
处。如同公司的理念 – 创新自动化，在多个行业领域如工
业、银行、服务以及能源自动化，公司的自动化专家们已经
积累了50年开发和生产顶级品质的自动化方案 的经验。
在中国分公司我们高度专业的团队保证您最好的客户支持和
高水平的行业知识。

工业4.0 – 全方位与KePlast
智能工业连接

KePlast
c-系列

www.keba.com/die-casting

济南
上海
宁波
广州

借助创新，机器循环可以通常变得更短。市场要求丰富的新技术组合能被简单便捷地集成。
与此同时，这些系统必须是可拓展的和高度灵活的。

带有智能技术的未来解决方案
KePlast

c-系列提供了最新的工业4.0技术，可在全球范

KePlast 智能工业– 为智能压铸所准备的
工业4.0产品组合

围内和云计算数据管理和智能IT集成技术相连接。硬件和

通过与KEBA的合作，压铸机厂商如同获取一名现场专

软件都为压铸机而优化过。系统提供多种连接标准比如借

家，能够在多个技术领域扮演技术先锋的角色，包括能集

助OPC UA的工业以太网，为预测分析和维护准备的快速

成基于Linux的技术以及其他基于云的助手服务。

压铸机行业的自动化优化方案

和安全的数据存储，以及各种客户定制的应用。
“KePlast智能工业”包含了KePlast ServiceNet，能够
从全球各地连接接入机器并且迅速通过专家解决问题。中

开放性作为新的维度
KePlast技术基于带有强大社群的Linux平台。借助于开
放的安全平台，c-系列控制器能被及时更新，也能在任何

国本地服务器能保障最快的通讯连接。作为面向中小企业
的生产执行系统(MES)，KePlast EasyNet能够在移动和
固定的设备上监测机器的生产力。

时间集成最新的技术，使得控制方案面向未来。
科控工业自动化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漕河泾开发区浦江高科技园区新骏环
路188号15幢101室 邮编201114
电话: +86 21 3463 7166, 传真: +86 21 3463 7155
邮件: china@keba.com

三十年过程控制经验

适合所有机器类型的硬件方案
KePlast c-系列覆盖了压铸机全类型。系统可提供
从简单的标准液压机到复杂两板机的所有方案。此
外，周边设备也可简捷地通过I/O或者各种的接口集
成。KePlast SpeedPump是系统的伺服泵节能方
案。控制器的应用软件可用于开环或者闭环控制的
机械方案。

HMI – 人机界面
现代和用户友好的操作界面
• 12-15寸的单点触控屏
• 15-21寸的投射电容式触控技
术的多点触控屏
• 可按需求设计的按键和开关

我们说您的行业语言

• 可定制的人机界面硬件和软件

只能服务

KEBA客户依赖于最高品质的创新自动化解决方案。在
注塑及压铸机械行业超过三十年的经验保证了KEBA对
于行业的市场、工艺、流程、技术以及客户定制需求
生产助手

完整而全面的理解。

软件创造差异性

一站式方案

基于可拓展的高端创新硬件和软件平台，

与KEBA的长期伙伴合作包括了初期咨询、安装调试直
到批量生产和售后支持的全过程。基于相关工艺流程

KePlast c-系列是专为压铸机设计的优化方案。

独特的操作

超过三十年的专家知识，KePlast系统的c系列是专为
开放控制平台

压铸机所完美设计的方案。
KePlast系统是一款一站式的交钥匙解决方案，其中包
括了可拓展的硬件和模块化的软件平台。取决于机械
设计和制造的要求，系统提供了客户各种模块化的或
者高度个性化的整体解决方案。所集成的软件库提供
了最新的技术用于控制压铸机复杂的工艺流程和多点
触控的操作。

KePlast c-系列:
• 模块化或者整体控制器方案

软件技术库作为强大的软件架构的一部分，可用于开发特

KePlast 机器序列器 –
用于配置的软件助手

殊机械功能以及控制包括复杂的液压阀门在内的压铸工艺

本程序针对机器序列的在线图形化编程接口。直观的设计

流程。

使得序列程序被快速和经济地使用。所有机器的动作序列

应用广泛的软件技术库

• 多样的I/O模块及EtherCAT现在总线
• 单点或者多点触控的人机界面面板
• 液压伺服泵方案
• 工业4.0读取及连接
• 开放的应用架构

完全灵活，并且可快捷更换新的模具。本程序是带有复杂

• MES(生产执行系统)的生产检测方案

交互序列的高品质机械的理想选择。

用于压铸机行业的软件工具
编程开发可在统一的、模块化结构的开发平台上进行。操

您可依赖于 KePlast

作理念和服务方式受到机械商的目标市场广泛认可。因

I/Os端口(输入输出端口)
范围广泛的高端I/O端口技术

控制器
为所有机型而准备的强大和可拓展的平台

强大的伙伴关系

高端的品质

快速投放市场

全球范围可进入

基于30年市场经验和行业
视角的最好和快速的支持

拥有最新硬件和软件技术的
欧洲品牌效应

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提供客
户支持

全球的训练有素的应用工程
师团队网络

• CP 5xx 系列: 带有离散I/O的模块化控制器

此，机械厂商获得了一款为每种机型而优化设计的控制系
统。

• 数字和模拟输入/输出
• 增量型编码器输入端口
• 高速EtherCAT现场总线技术

• CP 05x 系列: 带有I/O的整体控制器
• 基于Linux及保障未来的架构
• 500微秒的循环周期

机械序列器

三十年过程控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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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和云计算数据管理和智能IT集成技术相连接。硬件和

通过与KEBA的合作，压铸机厂商如同获取一名现场专

软件都为压铸机而优化过。系统提供多种连接标准比如借

家，能够在多个技术领域扮演技术先锋的角色，包括能集

助OPC UA的工业以太网，为预测分析和维护准备的快速

成基于Linux的技术以及其他基于云的助手服务。

压铸机行业的自动化优化方案

和安全的数据存储，以及各种客户定制的应用。
“KePlast智能工业”包含了KePlast ServiceNet，能够
从全球各地连接接入机器并且迅速通过专家解决问题。中

开放性作为新的维度
KePlast技术基于带有强大社群的Linux平台。借助于开
放的安全平台，c-系列控制器能被及时更新，也能在任何

国本地服务器能保障最快的通讯连接。作为面向中小企业
的生产执行系统(MES)，KePlast EasyNet能够在移动和
固定的设备上监测机器的生产力。

时间集成最新的技术，使得控制方案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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