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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娱乐设备行业应用案例合集》是我们特别推出的一期《PC Control》特刊，我们精心挑选了一些

使用倍福技术完成的娱乐设备和楼宇自动化项目相关的一些优秀案例。复杂程度各不相同的各种应用

可以让您了解如何使用倍福基于 PC 和以太网的开放、通用的控制技术实施各种解决方案以及它可以

为客户带来哪些好处。

娱乐设备行业领域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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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4

基于 PC 的控制
技术：打造极致
客户体验的高效
平台



                                   编者的话 5

无论您是娱乐设备行业的投资商、设计人员、集成商还是运营商，

您都可以从倍福系统中获益。无论是剧院、音乐节、独特应用还是

游乐园，若想要打造极致客户体验，就需要有复杂的控制技术在后

台提供可靠保障：控制在短时间内切换舞台布景的台上台下机械的

运动、随着音乐不断变幻的神奇灯光效果、主题公园中的动画形象

4D 和 5D 影院中的特效，以及能够与观众互动的动力装置。这正是我

们作为自动化专家的用武之地：近年来，我们已经助力全球各地的

客户成功实施了各种娱乐项目，实践证明，倍福基于 PC 和 EtherCAT 

的控制系统非常适合用于帮助行业客户不断超越自己或竞争对手，

实现全新的游乐项目。倍福是您值得信赖、经验丰富的技术合作伙

伴，可为您提供能够 24/7 全天候运行的控制系统，它是将创意转换为

技术上可行的解决方案和打造极致客户体验的基础。

我们的接口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支持用于连接照明、音频和多媒体

技术系统的所有相关的行业专用协议，这在整个行业都可以说是独

一无二的。因此，所有技术系统都可以在同一个控制平台上运行。

我们的 PC 控制器采用模块化设计，支持国际上使用的各项标准，

因此能够轻松集成到几乎任何系统中。您可以根据您的具体应用需

求决定采用集中式或分布式控制方案，或者使用倍福技术仅对某个

分区或者整个应用进行自动化。您想要的，我们都可以帮您实现! 我

们可以提供各种性能等级、设计和价格的软硬件组件，您可以根据

具体的应用需求精确定制控制系统，实现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如

果您的应用需求增长，您可以灵活地向上扩展控制器。

同时，创新能力和长期可供货性在倍福并不矛盾：倍福始终考虑可

持续发展的技术，而不是产品周期：倍福在过去 40 年里开发的所有

产品 — 从总线端子模块到超高速 EtherCAT 现场总线 — 现在在市场

上仍然有售。倍福始终致力于为您提供经济的、面向未来的控制解

决方案。

在这里，我衷心希望您能够喜爱我们的这期专为娱乐设备行业编写

的最新案例汇编。希望我们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的大量应用，以及近年

来在舞台和演出行业以及独特应用和游乐园领域成功实施的项目可

以给您带来灵感。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官网上的娱乐设备行业页面：

www.beckhoff.com.cn/entertainment-industry，或者直接联系我们！

倍福娱乐设备行业经理 

Michel Matuschke



布尔诺雅纳切克剧院，Drivecontrol， 
s.r.o.，捷克共和国

“汉密尔顿”，百老汇音乐节，

Hudson Scenic Studio，纽约，美国

尼山圣境大剧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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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6

舞台设备行业
参考案例



“伯尔尼的奇迹”，Stage Entertainment 
GmbH，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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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CR/Elettrica Ducale srl，意大利：

 – 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米兰，意大利 . 北京金东高科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 尼山圣境大剧院，中国 . Drivecontrol，s.r.o.，捷克共和国：

 – 布尔诺雅纳切克剧院，捷克共和国

 – 弗门科工作室剧院，莫斯科，俄罗斯 . Flying By Foy，内华达州，美国：

 –《美国白痴》，纽约百老汇剧院，美国

 –《舞动人生》，纽约百老汇剧院，美国

 –《欢乐满人间》，纽约百老汇剧院，美国

 –《火腿骑士》，纽约百老汇剧院，美国  . Fülling & Partner Ing. GmbH，德国：

 –“伯尔尼的奇迹”，易北河河畔新舞台剧院

 – 德国馆，2015 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

 – Rocky，Stage Palladium Theater，德国 . 赫尔辛基音乐中心，芬兰 . HOAC Schweisstechnik GmbH，德国：

 – 哥本哈根皇家剧院，丹麦 . Hudson Scenic Studios，纽约，美国：

 – 《汉密尔顿》，纽约百老汇剧院 . SALZBRENNER 媒体集团，德国：

 – 3D 麦克风控制盘系统，科隆 WDR 演出大厅

 – 3D 麦克风控制盘系统，巴登-巴登节日剧院 . 西贝柳斯音乐厅，拉赫蒂，芬兰 . Stakebrand Technische Toneelinstallaties，荷兰：

 – Carré 歌剧院，阿姆斯特丹，荷兰 . STB Steuerungstechnik Beck GmbH，奥地利：

 – 布雷根茨湖上舞台，“弄臣”

 – 布雷根茨湖上舞台，“图兰朵” . Theatertechnische Systeme GmbH，德国：

 – 纽伦堡国家剧院，德国

 – 杜塞尔多夫国家歌剧院，德国

 – 马尔默歌剧院，瑞典

 

 照明/多媒体 . Ferry Porsche Congress Center，奥地利 . 赫尔辛基城市剧院，芬兰 . 伊马特拉剧院，芬兰 . 库奥皮奥城市剧院，芬兰 . 微软技术中心，科隆，德国 . 吉林市人民大剧院，中国 . 罗瓦涅米剧院，芬兰 . Salzgeber it revolutions，奥地利：

 –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奥地利 . Stage Entertainment GmbH，德国：

 – “伯尔尼的奇迹”  . 坦佩雷大厅，芬兰 

舞台操控台  . HFE professionelle Studiotechnik GmbH，德国

倍福积极与大学合作 . 安东布鲁克纳音乐艺术大学，林茨，奥地利 . 威斯康星大学，美国 . 上海大学，中国：

 – 京剧表演机器人 . 耶鲁戏剧学院/耶鲁剧团，康涅狄格州，美国

参考案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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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根茨湖上舞台，“图兰朵”

，奥地利

舞台设备行业精选参考案例

可移动装置



全球应用︱奥地利 

用高科技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音视频部门的
创作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8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是世界最有名的歌剧院之一，每个演出季都会安排 60 部不同的歌剧和芭蕾舞，共计约 300 场
演出。这无论是对在歌剧院内轮班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还是台上台下机械的顺利运行都提出了巨大挑战。近

日，歌剧院采用最先进的音频技术对音响系统进行了升级，并全面翻新了音频控制系统，以便为观众提供最佳

听觉效果。系统对音响技术的要求很高：除了完美的音响效果，它还需要优化诊断功能以及电能计量，提升系

统的可视化性能，尤其是功放。总部位于维也纳的 Salzgeber 公司是专业规划与实施高科技音视频系统的专家，

他们与倍福奥地利公司密切合作，共同完成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中的音响系统升级项目。

倍福 TwinCAT TCP/IP 为网络通信开启无限可能

演奏礼堂一楼的中间包厢被称为 Kaiserloge，即皇帝包厢，以前主要预留给皇帝和

皇室成员。皇帝还可以退至包厢后面的茶室休息，茶室一直保持原样未变。声控室

位于包厢上方的窗户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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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中的音响系统有 20 多年历史了，已经无法满足

现代系统的声音质量标准。此次系统升级涉及到歌剧声乐、声学乐

器、合唱团、风琴以及配乐等典型的音频信号。”维也纳国家歌剧

院音视频负责人 Athanasios Rovakis 解释道。

扬声器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艺术创作的要求，例如将歌剧声乐和器乐

独奏或合唱团歌声与管弦乐队特定的原声有机融合于一体。扬声器

还需要为这些声音产生一定的方位感和距离感，以及让声音在总体

上具有一定的特点。“现在的音响系统的声音覆盖范围可以建模，

其使用和调音方式与几年前非常不同。这一点在涉及到大量室内声

学的情况下尤为重要，比如这座歌剧院。”Rovakis 解释道。“维

也纳国家歌剧院在建筑设计上非常独特，有着极其优异的声学效

果，有时需要处理声音的长距离传输和不同类型的声源的定向传播

问题。例如，包厢与大厅里的听觉效果会完全不一样。总体来说，

在“Stehparterre”（大厅站立区）中，靠后排的位置声音听得更清

楚，而上层座位听到的声音更加均匀。礼堂可以容纳近 2700 名观

众，其中大部分观众都会坐在上两层，因此在规划音响系统时，我

们肯定要考虑到这一点。”Rovakis 解释道。

经过几年的精心策划，整个音频系统的重建工作于 2020 年 11 月完

成。Salzgeber 公司（在规划和实施娱乐设备解决方案方面拥有多年

丰富经验）的高级项目工程师 Tino Pfeifer 从项目开始之时就参与其

中。他规划并开发了电源监测、功放监测以及功放与其它信号之间

的连接。

“我决定使用 L-Acoustics 扬声器系统，尤其是 ARCS W/F 系列特别适

合应用于该空间内。其它所有集成步骤都需基于所选择的系统，或

者与之兼容。”Athanasios Rovakis 说道。首席音响工程师希望可以基

于采集和分析的音频和功放数据进行诊断。“我们很早前就发现，

这个功能是以模拟方式实现，非常耗时，我们希望它能够被更

新。”Rovakis 解释道，“我们需要控制系统中的各个音频通道，因

此，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信号是否被正确地传输到目的地。我们

也可以进行远程控制，例如，通过物理按键进行静音的功能也被整

合到调音台的自动化系统中。”其它需求包括音频设备的电力监测

全球应用︱奥地利 9

1869 年 5 月 25 日，在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和伊丽莎白皇后（希茜公主）共同见证下，维也纳

国家歌剧院的落成开幕典礼隆重举行，首场演出的是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二战期间，

歌剧院的建筑遭到严重破坏，经过重建后，于 1955 年 11 月 5 日重新开幕，演出了贝多芬的

歌剧《费得里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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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故障诊断，以及音频系统的可视化。下一步就是需要一个能够将

这些功能与所选的音频系统整合于一体的解决方案。这也正是倍福

作为控制设备供应商发挥专长的地方。L-Acoustics 公司的音频设备可

以通过 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V1.0）接口与控制系统通信，因此

来自倍福奥地利分公司的 Christian Henke 与 Salzgeber 公司密切合作，

为 TwinCAT 3.1 开发了一个匹配的通信功能块。“我们的 TCP/IP 服务

器（TF6310）能够控制无限数量的设备和功能。这在行业内是一个

独特的卖点。而我们能够实现的响应时间甚至比要求的还要快。”

倍福娱乐设备行业市场经理 Michel Matuschke 评论道。

音频系统的电力测量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音响系统反复增加和替

换了很多设备。“这意味着很多设备层叠在一起，声控室内的电缆

系统和单个组件的布局都相当混乱。在 Salzgeber 公司 Tino Pfeifer 的

帮助下，我们采用高度模块化的方式重新设计了声控室，希望我们在

未来 25 年内无需再对其进行任何根本性的修改。” Athanasios Rovakis 

解释道。

控制室内的配电系统，即所有音视频设备的控制点，现在仅由用于

输入电路、输出电路和网络连接的三类电缆组成。“配备 EK1100 

EtherCAT 耦合器及相匹配的总线端子模块的倍福超紧凑型 C6015 工

业 PC 用于控制配电系统；它负责处理电源的开关过程，以及诊断熔

断器。”Tino 解释道。

Salzgeber 公司设计了一款由 18 个 19 英寸机架元件组成的高度灵活的

系统取代了硬接线设备。通过使用这些机架，所有负载和每个插座

现在都可以分配到各个组中，进行切换，并读取它们的电力状态。

这种配置的目的是能够独立于它们的位置、灵活地切换相互关联的

功能单元。模块化的总线设计甚至允许分离整个机架并移出房间进

行维修。“每个演出季都需要处理如此多的演出和排练，每次演出

都有不同的技术需求，这确实有助于我们掌控一切。”Athanasios 

Rovakis 说道。“每个关键组件都有复制品作为备用，以防出现故

障。主电源的三个相位都进行了分析，每个相位配备了各自的剩余

电流保护装置或断路器。我们可以通过 6 个远程控制和监测的、以接口

阵列方式排列的端口动态切换设备。”

所有机架都采用相同的控制结构：1 个 BK9100 以太网总线耦合器、2 

个 KL3403 三相电力测量端子模块、6 个电流互感器、2 个 16 A 容量

的 KM2614 四路继电器端子模块，以及 1 个用于监测接地故障断路器

的 KL1809。“总共有 100 多个开关通道以及各种监测功能选项。” 

Tino Pfeifer 解释说道。电力测量端子模块用于精确显示每个负载的

状态。包络曲线分析用于监测每个输出电路的电流消耗，然后可以

存储这些数据作为日后参考。机架可以通过两个中央键盘以及 PC 机

操作。“如果有网络，我们也可以在楼下的礼堂操作所有功能。”

Rovakis 补充道。 

所有功放状态的可视化

可视化元件基于 TwinCAT HMI 服务器（TF2000）实现，并在一台 C6515 

控制柜式工业 PC 上运行。用于显示所有音频设备状态的 HMI 由一个 

HMI 页面上的大约 1000 个 PLC 变量组成，变量每 50 ms 更新一次，包

括负责配电、状态监测和音频信号的各种窗口。“对我们来说，可视

化或视场的开发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也是我们选择与倍福合作的主

要原因之一。”Athanasios Rovakis 表示，“现在我们可以使用显示器

追踪声音位置。如果您在调音台工作，在距离扬声器较远的情况下播

放音频信号时，您会收到四处扩散的噪声，并且无法准确地分辨噪声

来源。这时候，HMI 中扬声器音量表的 3D 排列就派上用场了。”音

频输出可以通过控制室的物理按键、音频控制台以及 HMI 单独静音

或全部静音。在控制室中也会显示功放的当前工作状态。LED 灯带可

10

左图：为了实现 L-Acoustics 公司的功

放与控制系统之间的通信，来自倍

福奥地利分公司的 Christian Henke 与 

Salzgeber 公司密切合作，为 TwinCAT 

3.1 开发了一个匹配的通信功能块

在保留原样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大楼梯上合影留念。（从左至右）倍福奥地利分公

司销售工程师 Balazs Bezeczky、Salzgeber 公司总经理 David Salzgeber、Salzgeber 公司

高级项目工程师 Tino Pfeifer、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首席音响工程师 Athanasios Rovakis、

倍福娱乐设备行业经理 Michel Matuschke

右图：总共 18 个采用分布式安装的、

用于电能测量的 19 英寸机架中的一个。

元件可以通过按钮（图片底部中间两个

键盘中的一个）或屏幕进行操作。将一

台新的设备安装在机架上时，可以通过 

HMI 分配各个插座或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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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生柔和、宜人的间接光。蓝色表示扬声器处于静音状态。全自动

控制室内的环境照明变为红色或灯光被调暗是演出即将开始的信号，

可以提醒操作人员提高注意力。

“选择倍福控制系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具有良好的开放性，且控

制组件可长期供货。“总线端子模块让我们能够覆盖所有功能，甚

至能够实现我们以前从未考虑过的功能，为我们带来了附加值。”

Athanasios Rovakis 最后说道。

11

更多信息：

www.it-revolutions.com
www.wiener-staatsoper.at
www.beckhoff.at

可视化音频设备状态。HMI 由一个 HMI 页面上的大约 1000 个 PLC 变量组成，变

量每 50 ms 更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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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灯带可以产生柔和、宜人的间接光。蓝色表示扩音器处于静音状态。全自动控

制室内的环境照明变为红色或灯光被调暗是演出即将开始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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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控室内的首席音响工程师 Athanasios Rovakis。他和他的 7 名同事负责所有涉及到

音响工程的工作（包括声音与图像媒体制作、礼堂的音响以及用于监听台上表演者

演出状态的舞台监听系统的工程）。他们还负责台上演出视频和画面的投影工作以

及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线上直播串流服务

全球应用︱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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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驱动技术成就布雷根茨水上浮动舞台
震撼奇观
康斯坦茨湖畔的布雷根茨艺术节以令人叹为观止的舞台奇观再次证明，即使在 21 世纪的今天，观众仍然喜爱伟

大的歌剧。在 2019 年为期五周的演出季中，大约有 18 万名观众前来观看朱塞佩 • 威尔第创作的意大利歌剧

“弄臣”，这部歌剧将作为 2021 年艺术节的首演剧目，于 7 月 22 日在水上舞台上演，其门票几乎已全部售罄。

一个巨大的小丑头颅装置（“弄臣”的人格写照）成为舞台主视角。布雷根茨艺术节采用倍福的控制技术控制

舞台的复杂运动。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精确控制意大利歌剧“弄臣”的舞台机械

全球应用 | 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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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柜和用于

控制液压系统

的面板都配备

了倍福的 15 英

寸 CP6602 面板

型 PC

直径 22 米（72 英尺）、总面积 338 平米（3638 平方英

尺）的项圈构成主舞台。小丑头颅安装在一个升降系统

上，可以在整个舞台上移动

 全球应用 | 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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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根茨水上浮动舞台凭借其奇幻的舞台奇观闻名于世，此次舞台

由导演兼设计师菲利普 • 斯托尔兹尔（Philipp Stölzl）设计，在美学以

及技术可行性方面超越了以往所有的演出，斩获德国 Opus 舞美设计

大奖（German Stage Award），而钢结构公司 Biedenkapp 也因此荣获

了 2019 年德国金属加工奖的年度设计特别奖。总共有 46 家公司参

与了舞台建设，经过三年的规划设计与 14 个月的施工，2019 年 7 月 

17 日，这个令人极为震撼的奇幻舞台首次投入使用。 

可移动的舞台布景本身就是一道奇景

在斯托尔兹尔的作品中，歌剧以曼图亚公爵的宫廷作为起始点，然

后慢慢变成一个马戏团帐篷，宫廷小丑里戈莱托变成一个小丑造

型。这个背景标志着主人公正挣扎在一个水深火热的境地。只有巨

型小丑的头颅和双手突出在水面上。它可以通过运动带动表情的变

化，表现歌剧中悲剧主角的精神状态。当里戈莱托进入舞台，小丑

头颅被唤起，微笑地注视着金光闪闪的盛宴。演员们在它的项圈、

头顶和嘴巴里穿梭奔忙。年轻貌美的曼图亚公爵专以玩弄女性为

乐，而里戈莱托常为公爵出谋划策，但当里戈莱托发现自己的女儿

吉尔达也被公爵诱骗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小丑自己也成为了阴谋

的受害者。当舞台裂开时，象征着主人公情绪的崩溃：项圈部分渐

渐分裂，眼睛和鼻子从头上掉下来。微笑着的小丑的脸变成了一个

可怕的骷髅头，成为舞台主布景。

每个动作都经过精心编写

舞台上的所有运动以及歌手、合唱团、特技演员和临时演员表演的

动作都事先在三维数字模型中编写好，动作被分成由很多根绳索控

制，每根绳索都可以用一个独特的命令调用。“2019 年 5 月，我们

在浮动舞台上搭建完布景后，就按照之前的模型对每根绳索进行编

程，测试轴和液压控制系统的设置，并对每根绳索的驱动力、负载

和速度进行安全分析。”布雷根茨艺术节技术总监 Wolfgang Urstadt 

解释说道。

严苛的运动控制要求 

直径 22 米（72 英尺）、总面积 338 平米（3638 平方英尺）的项圈

构成主舞台。它由一个固定部分和三个可以移动的部分组成，当舞

台解体时，它们在电动缆绳绞盘驱动的轨道系统上运行。

仅需 5 个液压缸和 14 个电机就能控制高 13.5 米（44 英尺）、重达 35 

吨（约 77,000 磅）的头颅的各种运动。头颅安装在一个 35 米（115 

英尺）长的可旋转式升降机构上，可以在舞台上进行 94 度的运动。

在中央液压缸的驱动下，升降机构还可以将头颅升起或浸入康斯坦

茨湖中，直到水淹没上嘴唇。“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舞台技

术经理感叹道，“将头颅从地平线上 14.5 度移动到地平线下 28 度

只需 27 秒，需要高达 160 bar 的液压。”点头动作通过两个液压缸

以每秒 4.4 度的速度移动实现，而打开下颚则需要另外两个液压缸

以每秒 10 度的速度移动。四个电机用于控制摇头动作，还有八个电

机用于控制眼珠滚动和眼睛的开合运动。奥地利 Andelsbruch 的 STB 

Steuerungstechnik Beck 公司的系统集成工程师 Andreas Bechter 解释说

道。“仅头部就必须控制 19 根轴的运动，电动驱动的额定功率范围

为 2 至 22 千瓦，液压泵的额定功率范围为 75 至 90 千瓦。”

左侧的机械手臂伸出水面 11.5 米（38 英尺），用于完成节目中的各

种机械运动，总共使用了 8 个液压驱动轴。最大的驱动器用于转动手

臂，而并行连接的较小的驱动器则用于倾斜手臂。小型电机用于控

制五指的运动。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加快大型复杂项目的实施速度

“在控制技术方面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控制舞台的运动，因为它被分

为了很多单独的可活动部分。由于舞台非常复杂，规模宏大，距离

演出季时间又很短，因此必须保证准时交付，而传统的舞台设备供

应商很难完成这样的项目目标。因此我们必须寻找替代方案，最终

我们找到了倍福。”Wolfgang Urstadt 说道。制造商为每台设备都配

备了一个调试简单的控制器，并指定了一个 CAN 总线接口，以便与

上位 Unican 控制器无缝通信。客户还需要能够实现位置反馈、编码

器监测和压力监测等功能的各种测量系统。

由诺伊斯舞台技术专家 Unican 公司提供的冗余轴计算机总共控制 

29 根轴。两个控制台用于编程和触发运动指令，计算轴的运动，并

向底层的倍福控制器发出指令。虽然整个序列经过详细定义，但演

出并不是在自动模式下运行。当舞台监督发出指令时，一名操作人

员负责控制所有头部和项圈运动，另一名操作人员控制左手的复杂

动作。“我们必须考虑到一切不可预料的事，如强风可能会吹断绳

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技术总监说道。 

与固定舞台不同的是，浮动舞台的制作周期较短，并且所有可能

导致停机的事件都是可预测的，因此只需要进行项目安全检查即

可。“TÜV（德国技术监督协会）在样机检测过程中进行了安全检

查。这让我们能够更加轻松地跟上安排得非常紧的时间进度，因为

在安全检查完成之前，我们不能在浮动舞台上进行排练。”布雷根

茨浮动舞台控制技术员 Stefan Fritschke 解释道。

分布式控制结构很好地满足了浮动舞台的特殊要求

Stefan Fritschke 认为，倍福控制系统的巨大优势在于支持多样化的接

口，以及通过分布式控制架构运行的能力。“浮动舞台上的空间比

较狭窄，没有地方放置通常在歌剧院使用的那种大型控制柜。因此

我们需要一个分布式控制方案来控制很多采用分布式布局的轴。我

们现在有一个主控柜，它与一个控制项圈的机柜和另一个控制头部

歌手和演员们在由菲利普·斯托尔兹尔设计的舞台上进行精彩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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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由一个固定部分和三个可以移动的部

分组成，当舞台解体时，它们在电动缆绳

绞盘驱动的轨道系统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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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机柜相连。此外，紧急控制装置并未被设计成大型歌剧院中

常见的大型次级控制器。如果 Unican 控制器发出紧急信号，用于控

制舞台各个部分的本地倍福控制器就会将舞台机械移到安全位置。

这个特殊功能只能通过倍福控制器实现。如果出现意外断电情况，

我们会进行手动或紧急运动序列。”Andreas Bechter 说道。 

主柜中的控制平台使用的是一台 CX5120 嵌入式控制器与一台 15 英

寸 CP6602 面板型 PC 的结合。控制功能通过 TwinCAT 3 自动化软件

执行。用于精确控制和定位液压轴的算法由 TwinCAT 液压定位软件

库提供。EtherCAT 高速通信系统凭借其出色的诊断能力和易于配置

性在竞争中拔得头筹。液压控制台也配备了一台 CP6602 面板型 PC。

“针对舞台空间极其有限的情况，结构紧凑的 EtherCAT 高密度端子

模块派上了大用场。EtherCAT 高密度端子模块在 12 毫米宽的端子模

块外壳内集成了 8 或 16 个接点。”STB 公司总经理 Alfred Beck 说道。

更多信息：

www.bregenzerfestspiele.com 
www.steuerungstechnikbeck.at 
www.beckhoff.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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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üpa 总共配备了 250 多个机械控制的舞台和声学系统。有些系统有

自己的控制器和操作装置，还有一些较小的系统会共享控制系统。

音乐厅内的约 150 个系统由一台控制面板控制，剧院的主控计算机

也控制着 40 多个系统。Színpad Automatika 自 2014 年以来一直负责

该剧院的大部分系统维护工作。这家总部位于布达佩斯的专业公司

专注于舞台建造、舞台设备维护和开发以及新设备的安装。它还与 

Müpa 主工程部门一起设计新的机械系统。

借助 TwinSAFE 集成式解决方案进行升级

2019 年，他们开始着手进行舞台前部控制系统的现代化改造和优化

工作。有些部件已经运行了近 15 年，本身也到了该更换的时候，因

此急需进行现代化改造。Színpad Automatika 公司在对多家供应商的

系统进行评估后，选择了倍福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总经理 József 

Bálint 解释道：“对于一般的控制技术要求，我们需要一个高确定性

的系统，它必须有足够高的能力来执行同步任务，而且比 PLC 设备

在编程上更加灵活。倍福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可以满足所有这些需

求，倍福还可以提供各种产品系列、全面的技术支持、编程和连接

方面的高度灵活性以及 TwinSAFE 无缝集成式安全解决方案。”

“我们仅需使用一个用户界面即可操控节日剧院中的 8 个舞台系

统。最大的舞台系统用于升降管弦乐池，它可以用作腔墙体、舞台

幕布或观众席。这个升降系统包括三个电动安全护栏，用于将该区

域与观众席隔开。舞台防火幕前的这个较小的舞台区域上方安装了

两台舞台升降机、一个扬声器支架和一个声学面板支架。”Müpa 公

司舞台技术负责人 Gyula Cseh 解释道。

以前使用的系统只能控制和定位管弦乐池本身。而现在已经扩展到

舞台台上区域的四个系统，以前只能用一种或两种速度移动，而且

没有高度指示或磁场控制。自从开始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后，所有这

五个领域都通过超高速 EtherCAT 实时通信系统进行控制。这样就可

以同步现有的独立控制器，也可以在控制器和 TwinSAFE EtherCAT 端

子模块之间传输安全相关的数据。一台带触摸屏的 CP6600 面板型 PC 

和 TwinCAT 3 PLC 软件 Runtime 构成中央控制单元。“此次项目中最

大的挑战是安全开关、夹层保护传感器和急停键的分组操作，以及

控制器位于三个不同的房间。事实证明，倍福的 TwinSAFE 是一个很

好的解决方案。控制操作台中安装了具有 TwinSAFE 逻辑的 EtherCAT 

数字量输入端子模块 EL1918，而其它 TwinSAFE I/O 则直接安装在现场

的相应控制柜中。”József Bálint 解释道。

Gyula Cseh 补充道：“新系统的其中一个优点是，我们现在可以同时

以任何组合方式移动和定位这些复杂的舞台系统。这可以显著提升

准备工作期间的效率和准确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控制器中

保存具有具体名称的额定值，并调用这些值来快速而精确地到达所

需的目标位置。根据开发方案，一开始定的长期目标就是让操作人

员在对各个产品进行技术维护时，能够在自动化系统中自动保存所

有必要信息，然后在重复演出时从这里调用相关数据。我们的期望

在所有方面都得到了满足。”

在开发新的舞台控制系统期间，也对后台区域的四台手动舞台升降

机进行了自动化改造。现在，操作人员在 CP6600 面板型 PC 的触

摸屏上选择所需的移动方向，然后可以通过触摸按钮分组移动升降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在布达佩斯 Müpa 节日剧院中的应用

EtherCAT 和 TwinSAFE 端子模块

安装在控制柜中，用于控制管

弦乐池

布达佩斯 Müpa 节日剧院可以为音乐、美术和戏剧这三种表现艺术提供展示空间。节日大厅内是一个多功能剧

场，其声学设计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19 年，匈牙利公司 Színpad Automatika Kft. 受委托对节日剧院的舞台和声学

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和进一步开发，在此期间，他们采用了倍福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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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剧院采用先进的舞台和
声学技术进行现代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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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更重要的是，防止超载和监测绳索张力等所有相关信息都在显

示屏上显示。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进一步提高了灵活性

对于进一步的开发，József Bálint 总结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使

用倍福技术方面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经验，并进一步开发了我们的系

统，以便在必要时可以将规模扩展到几百根轴。我们会根据轴的具

体数量挑选一款性能合适的控制器来实现同步任务。在这方面，我

们特别受益于倍福工业 PC 产品系列的全面性和可扩展性。在一个

典型的配置中，使用的是搭载 ARM Cortex™ A8 处理器的 CP6600

（10.1 英寸）或 CP6606（7 英寸）面板型 PC，这两个产品都是控制 

10 根轴以上应用的理想选择。对于轴数量更多的应用，可以选择搭

载 Intel Atom® 处理器的 C6015 超紧凑型工业 PC。控制软件一直使

用的是 TwinCAT 3。”采用 C6015 的实际应用案例包括：位于奥拉迪

亚市的 Szigliget 剧院可扩展的 14 轴控制器和位于  的 Csiky 

Gergely 匈牙利国家剧院可扩展的三轴控制器，这两个剧院都位于罗

马尼亚。

布达佩斯 Müpa 剧院内，倍福 CP6600 面板型 PC 集成在

一个控制面板上

©
 w

w
w

.ju
st

ph
ot

o.
hu

更多信息：

www.mupa.hu
www.szinpadautomatika.hu
www.beckhoff.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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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co 在历史悠久的瓦萨
剧院中安装先进的照明控制
系统

18

倍福基于性能的控制设计提供最大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歌剧院以音乐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重新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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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 Audico Systems 公司 30 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研发高品质视听解决

方案和提供灯光设计服务。公司总部设在埃斯波市，多年来参与

实施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重大项目，包括安装赫尔辛基奥林匹克

体育场的所有音视频系统，以及集成海洋绿洲号®游轮的整个视听

和照明控制系统。瓦萨地方剧院改造项目包括对音响设备等进行

检修，系统集成商 Audico 赢得了项目合同，负责设计、安装、调

试和编程各个技术装置，并提供操作员培训服务。倍福的 CX5130 
嵌入式控制器负责集中控制所有建筑和舞台照明以及电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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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萨剧院是芬兰最古老的剧场之一，在完成了大规模翻新工程之后，

于 2019 年 11 月迎来建院 100 周年。虽然从表面上看，它可能只是一

个小型地方剧院，主礼堂只有 272 个座位，但经过翻新后，它现在已

经配备了真正先进的技术，不仅包括由最新音频技术提供的沉浸式听

觉体验，还包括一套使用 20 个投影灯和 30 个摇头灯实现舞台照明的

全新照明控制系统。

模块化和可扩展：倍福控制器助力满足性能需求

“瓦萨地方剧院就是倍福控制系统以及每个组件的模块化性和可扩展

性的很好例证，它让我们能够设计和实施完美的控制系统，以满足客

户的具体项目要求。”Audico 项目经理 Tapio Järvinen 解释道。瓦萨剧

院内安装的控制系统总共控制 240 个继电器通道，数量相对较小，针

对更大的舞台可以轻松容纳数倍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可以根据客户

要求将传统插座、台上控制箱以及 19 英寸设备等多个终端设备连接

至一个继电器输出。系统能够控制所有与娱乐应用相关的典型设备，

如照明和灯光效果，以及所有类型的视听多媒体设备。“根据项目的

性能需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扩大控制范围，添加一些 I/O 模块。软

件工具始终保持不变。如果项目实施期间需要调整规划设计，也没有

关系，因为这种模块化的系统非常灵活。”Tapio Järvinen 说道。这种

在性能和设计方面的可扩展性意味着它也非常适合整合到现有的系统

中，因此也适合用于任何类型的翻新改造。“对我们来说的另一个主

要优势是，有了倍福控制器，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最适合我们的

控制方案。我们可以根据项目、结构条件和客户具体需求选择集中式

或分布式解决方案。”Tapio Järvinen 指出。

通过照明控制面板、面板型 PC 或按钮实现灵活的照明控制

剧院通常有独立的系统控制演出照明、蓝色背景灯光、礼堂照明以及

工作照明，这会给维护、保养和操作带来很多额外的工作量。“我们

在瓦萨剧院实施了一个能够通过控制面板和按钮独立操作照明控制面

板的照明控制系统，其灵活性更高。”Audico 项目经理强调说道。演

出和舞台照明、建筑照明和配电都通过安装有 TwinCAT 自动化软件的

倍福嵌入式控制器 CX5010 控制。CX 控制器类似于一个逻辑控制中

心，即通过 EL6851-0010 DMX 从站端子模块接收来自演出照明（在这

种情况下通过 MA 灯光控制台激活）的命令，在控制逻辑中进行处

理，并根据照明控制面板的要求切换相应的输出。此外，CX 控制器

还通过 EL6851 DMX 主站端子模块和继电器端子模块控制剧院的休息

厅、餐厅、大厅和两侧包厢的功能性建筑照明。 

除了照明控制台之外，还可以通过 CP37xx 系列中的三台倍福多点触

控面板型 PC 操作照明系统。HMI 各个按钮的逻辑中定义了用户级别，

它决定了谁有权限访问各个功能以及何时进行访问。这一功能使得各

组剧院工作人员能够执行不同范围的操作功能：包括开关灯、调光，

或选择演员想要调用的特定照明场景进行排练，舞台电工可以执行更

广泛深入的指令，以及灯光师或设计师可以完全访问所有功能。

三台面板型 PC 通过 TwinCAT HMI 基于浏览器实现可视化。CX 控制器

上的 TwinCAT HMI 服务器为三台多点触控面板型 PC 提供用于用户界面

的数据。通信则通过剧院网络中一个单独的 VLAN 实现，每个技术系

统都配置了一个 VLAN。

全球应用 | 芬兰20



除了照明控制台和倍福多点触控面板型 PC 之外，传统的照明开关也

可以集成到控制逻辑中。在演出模式下，可以锁定这些开关，防止

意外执行控制命令。“KL2641 数字量继电器输出端子模块在娱乐设

备应用中非常受欢迎，因为它能够直接控制照明系统和插座的电源电

压。”Tapio Järvinen 透露道。该端子模块还具有另一个优势，即能够

选择手动操作，这在系统启动时非常有用，因为此时需要电力，但控

制系统还没有完全通电，也可以用于应对紧急情况。

简单的系统集成，灵活的翻新改造

“倍福控制器还具有容易集成到其它系统中以及灵活的通信选项等优

势。”Audico 项目经理 Tapio Järvinen 说道。“例如，即使楼宇自动化

系统来自其他供应商，倍福控制器也可以通过 BacNet 或 Modbus TCP 

轻松与其通信。我们还可以控制 DALI 照明装置。在这个项目中，

DMX 通道的选择有限，这表示需要形成照明组，同时切换建筑物某

个区域的照明。顺便说一下，我们没有在瓦萨歌剧院实施电能测量系

统；但电能测量越来越重要，很多客户也要求实施电能测量系统。我

们作为系统集成商，能够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改造倍福控制系统是一

个巨大的额外收获。”

全球应用 | 芬兰 21

这座名为瓦萨剧院的小型地方剧

院配备了最先进的照明和音频

控制系统

Jonas Björkgren（左）和 Mats 

Antell 在控制台旁。背景中

可以看到其中一台 CP3712 

面板型 PC

位于芬兰瓦萨的瓦萨剧院在完成

了大规模翻新工程之后，于 2019 

年 11 月迎来建院 10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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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www.audico.fi/en
www.beckhoff.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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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积淀与尖端展览技术
交织的美好画卷

22

位于波兰弗罗茨瓦夫的历史悠久的 Four Domes Pavilion（四穹亭）在经过大量的

修复工作后，成为一座专门展示当代艺术的博物馆。总部位于华沙的专业舞台

灯光工程公司 LTT 于 2019 年参与了此次修建项目，打造现代化的艺术品展示

台。先进的照明和多媒体技术以及各种绞盘系统相结合，为当代博物馆展览保

驾护航。LTT 与倍福的合作已有十年之久，在这个复杂的项目中，他们也采用了

这家总部位于威尔的自动化制造商提供的硬件和软件组件。

倍福 C6670 多核工业 PC 将多媒体、楼宇自动化和驱动控制功能整合在同一

个控制平台上

©
 L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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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T 公司桁架系统的整合能力为安装现代展览技术提供了便利，

不会影响建筑结构或破坏整体美感

四穹亭由建筑师 Hans Poelzig 设计，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钢筋混凝土

技术，于 1911 年至 1913 年间建造，最初在 1913 年的百年纪念展览期

间用作展览馆。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这座建筑被用于各种用途，直到 

2006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因此，人们决定完全

恢复其原貌。自 2019 年再次开放以来，这座面积约为 10000 平方米的

著名建筑一直被用作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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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技术在博物馆展览中的应用

数字交互展示系统早已在很多博物馆中得到广泛应用。多媒体技术在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现代博物馆的参观者们也希望能看到更

多样化的艺术品陈列展示形式，调动全身的感官来“参”展。弗罗茨

瓦夫国家博物馆的负责人意识到了这种变化，选择使用了综合的多媒

体舞台设计方案：高效利用视频投影结合灯光和音效的方式，牢牢吸

引住参观者的视线和注意力。除了空间声音之外，还使用了有针对性

优化的音响和氛围音效，让艺术品展览变得更加生动多元。例如，可

以使用投影将一幅抽象画中的某个色彩细节投射到地板上，而其它部

分通过放大投影的方式叠加，或通过光色交替改变它们的外观。运动

传感器用于实现参观者和艺术品之间的互动，或者更确切地说，多媒

体展示效果。 

配备 12 个处理器核的倍福 C6670 工业 PC 用作上位控制器

所有技术功能都通过安装有 TwinCAT 自动化软件的高性能 C6670 多核

工业 PC 和 EtherCAT 高速通信系统集中控制。“包括访客跟踪在内的

视频投影在 Coolux 控制器中编程，并在中央倍福 PC 上运行。”LTT 公

司控制设计工程师 Emil  解释道，“我们在这里定义位置，

24

博物馆的穹顶也同样可以通过投影的方式突出显

示。总共 190 个百叶窗控制器由 17 个带 2 通道继

电器输出端子模块（KL2602）的 EK1100 EtherCAT 

耦合器控制

用于控制绞盘的 AM8000 伺服电机安装在桁架上，

它们对于博物馆参观者们来说几乎是看不见的

17 个 EK1100 型 EtherCAT 耦合器用于让房间变暗，共计 

190 个 2 通道继电器输出端子模块用于控制百叶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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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叫预设位置，当演出开始时就会穿越过这些位置。因为 Coolux 

控制视频内容，因此用该工具生成位置最为有有效。”此外，微软 

Surface 控制面板的用户界面也同样用 Coolux 生成，这些控制面板布

署在 15 个展览室的每个角落，用于本地控制暗光、强光或演出系统。

建筑照明和艺术品照明的控制都通过 MA Lighting 灯光控制台使用

中央倍福 PC 上运行的 PC 软件实现。音频装置使用 Dante 域管理平

台中的 QSC 进行编程。倍福工业 PC 上运行的 Coolux Widget Designer 

软件负责协调由视频投影产生的灯光和音效，并集成到通过 TwinCAT 

TCP/IP（TF6310）使用 TCP/UDP 连接控制的配电和百叶窗控制系统中。

12 核工业 PC 可以根据具体的多媒体展示舞台控制百叶窗，让房间完

全或部分变暗。总共使用了 27 个 EK1100 EtherCAT 耦合器和 190 个 2 

通道继电器输出端子模块（KL2602）。屋顶上安装的风量测量仪通过 

7 个 KL1702 数字量输入端子模块集成到总线端子模块系统中。这样做

非常必要，因为在出现暴风雨天气时，必须拉起安装在穹顶外的百叶

窗。中央 PC 还控制整栋建筑的配电系统，它被安置在总共 1 个控制

室内的 9 个控制柜中。

超紧凑型 C6015 工业 PC 用作分布式绞盘控制器

在对四穹亭这样历史悠久的建筑进行修复时的最大要求是：所使用

的技术必须对整体建筑外观和建筑结构的破坏和影响最小。LTT 使

用桁架系统安装灯具和投影设备，并隐藏了所有线缆，实现了这一

目标。“系统的一大亮点是直接安装在标准四角桁架上的绞盘，它

可以无声、精确地穿越，沿着预先编程的路径移动艺术品。”LTT 公

司首席运营官 Wojciech Baczyński 解释道。一米长的较短桁架部分可

以根据展览的要求灵活地安装。倍福的 AX8000 模块化多轴伺服系

统、AM8043 伺服电机和 AG3210 行星齿轮减速机用于驱动绞盘。四

穹亭总共有 15 个展厅，每个展厅都配备了一台安装有 TwinCAT NC I 和 

TwinCAT NC Camming 运动控制软件的 C6015 超紧凑型工业 PC，用于控

制绞盘。绞盘能够拉动重量最大为 50 公斤的物体，一个物体可以被

三个绞盘夹住，并以协调的方式沿着指定的路径移动。“EtherCAT 的

热连接功能及其在 TwinCAT 软件中的简单配置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优

势。”Wojciech Baczyński 强调道。“我们使用的带 DIP 开关的 EK1501 

EtherCAT 耦合器能够轻松地重新组合绞盘，改变它们的顺序，并灵活

地开启和关闭键盘。”通过倍福的 TwinCAT NC 和 TwinCAT PLC 逻辑，

还可以使用 DMX 主站和从站总线端子模块（EL6851 和 EL6851-0010），

通过灯光控制台导入和处理运动指令，并将其输出至电机。

“由于多核工业 PC 具有很高的处理性能，并且 TwinCAT 软件平台支

持多核处理器，允许在各个核上运行不同的功能区，我们可以充分利

用每一个机会实现满足未来需求的系统。展览组织者的想象力是无止

境的。”Wojciech Baczyński 总结道。

25

倍福 C6670 多核工业 PC 用作百叶窗、配电和绞盘中央控制

器，同时也用于同步博物馆的所有信息

通过投影方式展示绘画创作的历史背景

更多信息：

www.ltt.com.pl
www.beckhoff.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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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莎士比亚的著名喜剧《皆大欢喜》中，这位著名的传奇作家这样写道：“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

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而已。”也许这种观演的亲切感就是继续推动世界各地戏剧取得成功的关键

动力。演员们在舞台上的叙事方式和戏剧动作看上去都是那么毫不费力，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表演者塑

造的角色的真实生活，但幕后人员为此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观众是完全看不到的。而这正是来自纽约杨

克斯的 Hudson Scenic Studio 的用武之地，他们自 1980 年起就一直为舞台娱乐行业提供场景制作和自动

化服务。

Hudson Scenic Studio 借助倍福可扩展的控制技术为各种规模的演出搭建舞台

自动化系统营造震撼人心的戏剧效果

全球应用 | 美国26



Hudson Scenic Studio 高级工程师 Chuck Adomanis 解释说道：“这些年

来，作为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剧院自动化和制作工作室，通过多

年的努力经营，我们已经在客户中建立了良好的口碑。我们在娱乐

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为几乎任何舞台或演出应用提供定制

艺术作品和舞台道具、场景搭建和自动化控制系统。我们不仅为百

老汇剧院提供服务，还为其它现场活动、电视和电影以及诸如主题

公园和邮轮等永久设施提供解决方案。” 

灵活和可扩展的控制技术适用于任何规模和预算的项目

Hudson Scenic Studio 参与过百老汇最大和最成功的演出服务，为他

们提供舞台服务。其中，最典型的作品要数迪士尼动画《阿拉丁》

和根据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 • 汉密尔顿生平故事改编的音乐剧《汉

密尔顿》，它们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Hudson Scenic 还

为不同规模的客户群体提供舞台和演出技术支持，Adomanis 继续说

道：“我认为 Hudson Scenic 与其它工作室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

的系统具有很高的灵活性，以及我们愿意与不同规模的客户群体合

作，帮助他们找到满足其需求的最佳解决方案。无论是制作费用高

达数百万美元的百老汇演出，还是制作成本较低的小剧场演出，我

们都可以根据客户的具体应用灵活定制最适合的系统和组件。”

Hudson 为创意总监及其制作班底提供最合适的方法实现他们最大

胆的舞台创意。Hudson公司提供规划服务、项目管理、制作和调试

等一条龙服务，帮助各种规模的舞台和演出获得如潮好评。为了做

到这一点，Hudson 首先建造结构极其复杂的舞台布景和道具，然后

让这些舞台布景高动态地运动、移动和变换，以增强演出的视觉效

果。例如，在阿拉丁项目中，构成阿格拉巴市场的建筑物在塔楼升

降时移动并旋转穿过舞台。每一个动作或效果，如打开舞台的地板

门、升起一段舞台布景或协助演员飞过舞台，都需要复杂的控制技

术。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发挥你的想象力；但想要获得震撼效果的

前提是机械系统、软件和自动化系统都顺利平稳地运行。

幕后英雄

在幕后，大型控制柜内装有针对演出用的自动化和控制系统。

Hudson 开发的 HMI 软件用于操作整个系统。控制大型戏剧制作中

涉及到的所有复杂的运动部件（如 Hudson 提供服务的百老汇演

出），后台需要使用功能强大的控制系统。具体来说，Hudson 使用

了搭载 1.5 GHz Intel® Core™ i7 双核处理器的倍福 CX2030 嵌入式控

制器，以及搭载 Intel® Atom™ 处理器的 CX5100 嵌入式控制器。在现

场部署实施前，Hudson 还会使用搭载 ARM Cortex™-A8 处理器的 7 英

寸 CP6606 面板型 PC 测试效果。Chuck Adomanis 在解释各种控制器

的需求时说道：“这些设备中的每一台都充当主要的系统控制器，

将 PLC、NC 和 HMI 软件作为我们自动化系统的主要控制设备。具有

高度可扩展性的控制器系列让我们能够根据每项任务选择最合适的

性能等级，并帮助客户降低演出成本。”如果需要更大的屏幕，由 

Hudson 编程的 HMI 将在一系列 15 英寸的倍福 CP2916 多点触控控制

面板上显示。

TwinCAT 3 自动化软件为 Hudson 的控制系统提供核心底层架构。Adomanis 

继续说道：“鉴于我们项目具有多样化性，我们使用各种 TwinCAT 3 

软件包实现 PLC 和运动控制，我们还使用了全系列可用的 TwinCAT 

模块：TwinCAT PLC 和 NC 用于轴控制，TwinCAT ADS、TwinCAT TCP/IP 

Hudson Scenic Studio 赋予舞台和演出作品生命力，如百老汇的热门音乐

剧《汉密尔顿》，如图所示

幕后英雄：Hudson 高级布景师 Chuck Adomanis 正在为一个作品制作典型的

控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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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 或 TwinCAT OPC UA 用于横向和纵向通信。TwinCAT 让我们可以

远程访问演出现场，确保我们的客户能够及时得到我们专家的技术

支持与服务。”远程访问让 Hudson 可以诊断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设备

问题，而无需工程团队亲身前往现场，从而大大节省成本，同时也

帮助客户降低运营成本。

控制集成安全解决方案满足复杂的要求

正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安全对舞台和演出应用来说至关重

要。Hudson Scenic 在很大程度上仰赖倍福的 TwinSAFE 系统，将各种

所需的安全功能集成到自动化系统中，例如防护门和急停按钮。自

动化工程师 Erik Nelson 解释说道：“我们以前的 E-stop 解决方案是

用硬接线方式来运行 24 伏信号，这需要额外的电缆。使用 TwinSAFE 

解决方案后，我们只需要一根电缆即可连接所有设备，大大简化了

我们的调试工作，提高了可靠性，并让我们能够满足日益复杂的安

全要求。”

灵活、经济高效和可靠：高速 EtherCAT 系统

现场中的实时信号通信通过 EtherCAT 实现。EtherCAT 端子模块和 EtherCAT  

端子盒具有处理速度一流以及体积小巧的特点，这一优点对 Hudson 

每天空间受限的应用来说至关重要。此外，倍福的 I/O 端子模块的成

本较低，这对于 Hudson Scenic 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正如 Chuck Ado-

manis 所解释的那样：“EtherCAT I/O 系统每个点的价格都很低，再加

上有了 TwinCAT，我们能够快速映射和自由配置 I/O，从而显著节约成

本。”

倍福伺服驱动技术作为标准实施

对于运动控制任务，Hudson 使用的是倍福的 AX5000 系列 EtherCAT 伺

服驱动器和 AM8000 系列同步伺服电机，而不再使用以前的三相感应

电机系统。倍福伺服驱动技术现在被用作标准的运动控制系统。“随

着我们项目的技术需求不断增长和变化，电机和驱动器的单电缆技术

（OCT）与绝对编码器技术相结合，帮助我们提升了品牌价值，将成

为我们新设备的标准。”Adomanis 说道。

业绩和盈利能力的提升赢得一片赞誉

除了系统设计和维护的灵活性大大增强之外，Hudson Scenic 在系统性

能提升上取得的成效也令人印象深刻。Adomanis 解释道：“在使用我

们以前的 PLC 和运动系统时，PLC 命令和运动控制的扫描时间大于 20 

毫秒。而现在，我们的扫描时间仅为 1 或 2 毫秒，必要时，还可以进

一步缩短扫描时间。有了 EtherCAT 和 TwinCAT 后，我们可以实现实时

的、微秒级的确定性 I/O 通信，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另外，工程成本大幅下降，效率也显著提升。“为一个项目编写的

代码可以很轻松地从一个效果扩展到另一个效果，而不需要大量返

工。”Erik Nelson 说道。“我们不再需要手动寻址数据寄存器和 PLC 

存储器。”Adomanis 还指出：“虽然很难量化具体节约了多少成本，

但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我们的项目利润率有显著提高，Hudson 

可以通过基于 PC 的控制和 EtherCAT 技术实现各种规模的应用并保持

高利润率。”

一系列 15 英寸的倍福 CP2916 多点触控控制面板用于显示由 Hudson 编程的 HMI

动作和壮观的效果是任何性能的核心：对于运动控制，Hudson Scenic 配套使用 

AX5000 系列 EtherCAT 伺服驱动器和采用单电缆技术的 AM8000 系列同步伺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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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福凭借其娱乐行业特定的技术，例如带 DMX 通信的 I/O 端子模块

以及用于照明和多媒体设备的其它标准，不仅仅只是一个‘基础自动

化和控制’供应商。”Adomanis 如此说道，“与倍福这样对娱乐设备

应用有着深刻理解的自动化公司合作，让 Hudson Scenic Studio 和我们的

客户受益匪浅。”

随着这些项目的规模和技术复杂程度的增加，Hudson Scenic Studio 团队

已经准备好应对他们在娱乐工程中遇到的任何挑战。有了倍福提供控

制基础，这些有才华的工程师们才有拥有帮助舞台和演出人士实现艺

术愿景和梦想所需的工具。

（从左至右）自动化工程师 Erik Nelson 和 Hudson Scenic Studio 

高级工程师 Chuck Adomanis

更多信息：

www.hudsonscenic.com
www.beckhoffautomation.com 

CX2030 嵌入式控制器用作主控制器，它与 CX5100 嵌入式控制器配套使用，可以为

整个制作过程提供所需的计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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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舞台控制技术在布雷根茨湖上
浮动舞台上打造神奇瞬间

奥地利的布雷根茨艺术节，这个拥有被誉为世界上最美水上歌剧舞台的艺术节迎来了 70 周年的庆典，其中，最

吸引眼球是博登湖湖上舞台演出，在这里，人们能够欣赏到经典歌剧艺术与高科技 3D 影视效果相结合带来的震

撼舞台效果。每年的七八月夏季，可以容纳七千名观众的博登湖湖上歌剧院每晚都会举行盛大的歌剧表演，它

们将音乐、歌唱、舞台技术和特效灯光与自然背景完美融合于一体。舞台设计师 Marco Arturo Marelli 设计的基于

倍福控制技术的舞台机械在湖上为贾科莫 • 普契尼改编的中国传奇故事《图兰朵》打造了一道中国古城墙。

艺术、技术与自然浑然一体，给您极致舞台体验

全球应用 | 奥地利  30



布雷根茨艺术节始于 1946 年，莫扎特的歌剧《巴斯蒂安与巴斯蒂安

娜》成为布雷根茨艺术节第一场水上舞台演出，并大获成功。当时的

水上舞台由两艘驳船搭建而成，一艘为舞台，另一艘供乐队使用。随

着时光的流逝，驳船上的空间很快就变得太小，组织者决定在湖上搭

建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真正的舞台。该艺术节每两年演一部歌剧，当

地政府会斥巨资打造一个全新的舞台，以达到世界顶级歌剧演出的效

果。同时需要重新建造的还包括 119 根木柱和钢柱，这些木柱和钢柱

被打到水底 6 米深处，并承载着演出场地的巨大重量。这样就能够确

保水上浮动舞台具有足够的抗风和抗洪能力。

Marco Arturo Marelli 设计的“图兰朵”的背景是一道长 72 米的城墙，

它像一条巨龙一样在舞台上蜿蜒盘旋。由钢、混凝土和木材构成的复

杂结构固定住 29,000 个部分。控制技术工程师 Stefan Frischke 说道：

“舞台重量为 335 吨，结构要求极为严苛。毕竟，舞台背景必须能够

承受极端天气条件，如雷暴。”当演出需要时，城墙必须能够根据剧

情需要出现坍塌效果，例如在歌剧开始时，城墙突然坍塌，200 多名

兵马俑士兵仿佛从天而降，来到湖面上。

浮动舞台真正的中心是可延伸的旋转部分，其下方有两个额外的表

演区。铰接地板下面有一面视频墙，用于投影各种舞台视觉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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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舞台真正的中心是可延伸的旋转部分，其下方有两个额外的表演

区。当舞台的铰接地板打开时，它的下面会出现一面视频墙，视频墙

用来投影各种特殊视觉效果。 

基于 PC 的控制平台 — 复杂舞台技术尽在掌握

浮动舞台在控制技术方面也非常独特，Stefan Frischke 对这一点非常

清楚：“STB Steuerungstechnik Beck 公司是一个非常棒的合作伙伴，

他们帮助我们实现了非比寻常的舞台控制要求。”奥地利系统集成

商为歌剧图兰多开发了一套基于倍福控制技术的解决方案，包括以

下功能：

— 通过一个全长 16 米，由各种位置机械限位和线控驱动组成的  

旋转舞台

— 通过位置监控功能控制各个门和舱门

— 以可控的方式坍塌“中国古城墙”

— 控制用作视频墙的旋转舞台“穹顶”的液压系统

— 旋转舞台下隐藏平台的升起和下沉机构

这个舞台的设计非常独特，看上去就像是一艘环绕着舞台的船。

船安装在剪式升降机上，升降机在湖面下的一根 260 米长的轨道系统上移动

全球应用 | 奥地利 32



这个舞台的设计非常独特，看上去就像是一艘环绕着舞台的船。舞台

如此神奇的背后需要复杂舞台控制技术的支撑：船安装在剪式升降机

上，升降机在湖面下的一根 260 米长的轨道系统上移动。剪式升降机

重量就达 5 吨，而船的重量也有 2.5 吨。

舞台控制系统由一台用作中央控制平台的面板型 PC 以及分布式 EtherCAT 

I/O 端子模块构成。“由于浮动舞台涉及到一些非常不寻常的要求，

倍福控制技术的灵活性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STB Steuerungstechnik 

GmbH 总经理 Alfred Beck 说道，“它让我们能够随时以低成本进行更

换和添加。如果我们想要添加更多的功能，就需要给系统添加更多的

端子模块。我们选择倍福控制解决方案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它的外

形非常紧凑，因为表演舞台上的空间总是有限的。”

更多信息：

www.bregenzerfestspiele.com/en
www.steuerungstechnikbeck.at/en
www.beckhoff.at

©
 B

re
ge

nz
er

 F
es

ts
pi

el
e/

Ka
rl 

Fo
rs

te
r

©
 B

ec
kh

of
f

©
 B

ec
kh

of
f

倍福的端子模块系统具有模块化设计特点，能够随时更换和添加，并且成本很低

复杂的舞台机械通过一台面板型 PC 控制

全球应用 | 奥地利 33



全球应用 | 中国 34

倍福集成式楼宇自动化系统

吉林市人民大剧院成为万众瞩目
的焦点

2015 年 9 月，第 24 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式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举

行。该剧院是吉林市首个大型多功能综合性大剧院，仅花费了两年即

告竣工，其建筑面积约 3.7 万平方米，内部由 1 个大剧院、1 个小剧

场、4 个电影院和办公区组成。所有楼宇自动化系统，包括智能照明控

制系统，都由中国铁建十七局集团建筑公司使用倍福技术实施。

吉林市人民大剧院夜景外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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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大剧院内部照片

©
 P

eo
pl

e’
s 

G
ra

nd
 T

he
at

er

©
 P

eo
pl

e’
s 

G
ra

nd
 T

he
at

er

©
 P

eo
pl

e’
s 

G
ra

nd
 T

he
at

er



全球应用 | 中国 36

随着现代化建筑变得越来越时尚、越来越复杂以及涉及到的楼宇自动

化系统越来越多，如何让日益复杂的智能化系统变得简单，成为建筑

智能化背景下所要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倍福基于 PC 的控制平台对

我们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负责吉林市大剧院弱电智能化项

目管理的吴新生说道。“倍福的集成式楼宇自动化解决方案以及使用

同一个平台控制所有设备的能力大大简化了整个系统。过去，我们通

常需要使用两种，甚至三种不同厂家的控制产品，这无疑会使得系统

变得更加复杂。” 

嵌入式控制器，针对所有功能的集成式控制平台

基于 PC 的控制架构比传统的产品更加灵活，剧院技术总监韩俊风趣

地说道：“我们只需要根据现场设备选择相应的接口，然后将它们

集成到端子模块排中，就可以轻松满足应用需求。倍福的 I/O 端子模

块种类非常丰富，几乎涵盖了智能楼宇领域中所有总线，包括 BAC-

Net、EnOcean、DALI，等等。倍福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整个项目从

实施到完工，都只需要使用一套软件，这也是为何我们能在预定时间

之前，就完成了整个项目。”

 

在楼宇自动化方面，整个吉林市大剧院采用了 18 台 CX8090 嵌入式控

制器、74 台 BC9050 以太网总线端子模块控制器、250 个 KM2614 4 通

道继电器模块以及近 200 个数字量模拟量端子模块。“整个楼宇自动

化系统基于一个集成式控制平台，显著简化了项目实施以及将来的维

护工作。”韩俊说道。此外，I/O 端子模块的接线非常简单；更换起

来也非常方便。因此，剧院内的技术人员完全可以自己维护系统，不

必再为此而烦恼。 

更多信息：

www.cccme.org.cn/shop/cccme11693/index.aspx
www.beckhoff.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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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人民大剧院技术总监韩俊站在控制柜前KM2614 现场总线模块有四个可插拔的功率继电器，能够控制供电电网中功率消耗

较高的用电设备。每个继电器都可手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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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全新音乐剧剧场中的创新照明控制

位于德国汉堡的“易北河河畔新舞台剧院”于 2014 年 12 月份正式对公众开放，音乐剧“伯尔尼奇迹”在该剧

场进行了首演。这是舞台娱乐公司 Stage Entertainment 在汉堡港打造的第一座新剧院，在世界经典音乐剧中为先

进的舞台设备设立了新标杆。Stage Entertainment 公司在全球有 25 个剧场（其中 11 个在德国），2001 年，他们

凭借迪斯尼经典音乐剧“狮子王”开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 1000 万人参与并观

看了这一音乐剧。

Stage Entertainment 公司总裁 Joop van den Ende 慎重决定制作一部以德

国国家亲情为主题的舞台剧，于是，他们就精心打造了“伯尔尼奇

迹”（根据德国导演荣克 • 沃特曼的同名电影改编）音乐剧。该音乐

剧见证了德国战后重建的历史，以 1954 年的世界杯决赛为背景，讲

述了一段感人的父子温情故事。“易北河河畔舞台剧院”投资成本

预估为 6500 万欧元，地址选在汉堡港区域，耗时三年建成。这座雄

伟壮观的建筑采用高玻璃幕墙，闪闪发光的不锈钢板构成一个半球

形屋顶，建造在直接在易北河里打桩的钢筋混凝土支架上。休息大

厅；可以容纳 1850 名观众的观众席；主舞台面积约为 350 平米；两

个辅助舞台；化妆间；以及工作间和设备间，总面积达到 10,200 平

米。“易北河河畔舞台剧院”由 Stage Entertainment 公司精心制作而

成，满足现代音乐剧场和全球最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所有要求。

通过嵌入式控制器和 DMX 端子模块实现灵活的照明控制

除了音乐、歌曲、舞蹈动作、舞台设计和服装之外，灯光、音响和

特效在现代音乐剧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远超过在古典戏剧与歌剧

表演中的作用。特别是照明，它是抓住观众注意力、制造紧张气氛

以及激起观众情感的重要工具。除了舞台灯光之外，还必须控制

non-dims（控制台）、蓝光、后台照明、视频流和建筑照明设备。通

常，这是通过照明控制台控制的。“除了主照明控制台之外，我们

还有第二套独立的照明控制系统（被称为 Scenestore），用于彩排或

在出现故障时用作应急照明。”Stage Entertainment 公司调光师 Andy 

Peistrup 说道。在照明控制系统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系统中只设计了

一个 DMX 控制器。即使是与主操作台和紧急操作台连接，也只是通

过一个 DMX 控制器发送控制指令。如果这台设备发生故障，照明系

倍福照明控制让音乐剧“伯尔尼奇迹”
大放异彩

全球应用 |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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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包括室内灯，就会失去控制，观众席和舞台就都会淹没在一片

黑暗中。而由 Stage Entertainment 公司开发的 Scenestore 使得设备在

出现故障时，亮室内灯可以自动点亮，且照明控制台的数据可以被

控制。可以通过 DMX 信号控台（non-dims）进行开关控制的电源，

如摇头灯或摄影机电源，也能够使用 Scenestore 控制。

“如果照明控制台出现问题，例如在保存、灯具关闭或重启时出现

短时的 DMX 信号丢失，non-dims 就会失电，且这些用电设备都会被

关闭。重新启动和激活 120 台摇头灯可能需要 15 到 20 分钟。”Andy 

Peistrup 说道。如果蓝灯出现故障，会严重扰乱表演。“这就是为什

么能够独立控制这些‘通道’如此重要的原因。”Stage Entertainment 

公司照明专家强调说道，“这也是我们的 Scenestore 控制面板的用武

之地，独立控制照明控制台的通道。通道保持在它们的设定值 — 不

管照明控制台或操作人员的状态如何。”彩排时也要用到 Scenestore：

所保存的照明场景可以简单地通过舞台上的控制面板或由引座员调

用，从而无需启动照明控制台，也不再需要专门的灯光师。这同样

适用于维护或清洁工作，因为 Scenestore 以及各种灵活的辅助控制

面板能够在不需要接通主照明控制面板的情况下点亮室内灯。辅助

控制面板与控制柜中的中央控制器连接，也可以从那里进行控制。

Scenestore 通过一台连接 DMX 端子模块的 CX5010 嵌入式控制器控

制，其它 I/O 模块用于控制分布式传感器和执行机构。“我们决定使

用基于 PC 的控制平台，因为它专为连续的工业操作设计，并在 24 

小时内提供技术支持。每周共有 9 场演出，因此，对我们来说，可

靠的技术是必须的。”Andy Peistrup 补充道，“操作系统和程序存储

在一张移动存储卡上，因此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可以更轻松地进

行系统故障排除和维修。我们与倍福的首次合作非常愉快，我们打

算在其它演出中也使用他们的技术。”

更多信息：

www.stage-entertainment.com

德国汉堡的“易北河河畔新舞台剧院”于 2014 年 12 月份正式对公众开放，音乐

剧“伯尔尼的奇迹”在该剧场进行了首演

德国汉堡的“易北河河畔新舞台剧院”是舞台娱乐公司 Stage Entertainment 独家

打造的第一座新剧院。它配备最先进的舞台技术，并在世界经典音乐剧中开辟了

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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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store 是由 Stage Entertainment 公司开发的第二套照明控制系统。系统独立

于主照明控制台，用于彩排以及发生故障时用作应急照明

全球应用 |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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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哥本哈根皇家歌剧院的自动化舞台技术

丹麦哥本哈根皇家歌剧院的剧场是丹麦的中心，用于表演戏剧艺术节目。除了演员的表演之外，先进的舞台技术

在打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剧场作品中起着关键作用。最典型的例子是可移动舞台转台，它由德国制造商霍阿克

（HOAC）公司建造，并使用一台倍福的嵌入式控制器进行智能控制。

HOAC Stage Technology GmbH 公司成立于 1985 年，总部位于德国莫

尔斯，主要为剧场、演艺公司和舞台技术开发和生产革新性的可靠

系统。在领先的 PC 控制技术支持下，系统兼容的结构具有很大的灵

活性，性能也很卓越。公司已经获得 EN 1090 1-3 和 ISO 3834 认证，

发展至今日，霍阿克公司的产品已经安装应用于欧洲几乎所有的国

家，及美国和亚洲一些有代表性的剧场和歌剧院，供应桁架、芭蕾

舞车台以及看台和卷帘轨道系统。霍阿克公司可提供不同尺寸的转

台，驱动方式可以是在转台内部驱动，也可以是外部驱动，控制方

式也有多种选择，从简单容易的手持在线控制到复杂的编程控制。

新剧场的可移动舞台转台

哥本哈根丹麦皇家剧院（Det Kongelige Teater ）建于 1874 年。2005 

年，新落成的皇家歌剧院正式开业，2008 年又修建了一座配备先进

的舞台机械设备的新剧场，以满足各种演出类型需求。当时，为了

满足项目预算和时间进度要求，剧场在设计上不得不做出了一定程

度的牺牲。例如，尽管能够提供足够的空间，但却无法实施当时提

议的舞台转台。

2013 年，这一点不足终于通过霍阿克公司的可移动转台得到了弥

补，霍阿克公司总经理 Gabriele Hogg 博士解释道：“我们使用了一

辆 16 x 16 米的布景车，包括一个直径为 15 米的转台。布景车通过

四台集成的电机从后台移动到主舞台，由凹形升级台中的横移滚轮

线性引导，并降低到 30 厘米的深度。例如，这样可以在利用转台进

行的演出和在主舞台指挥台上进行的演出之间快速切换。转台甚至

可以在旋转运动中移动。”

嵌入式控制器控制所有运动

霍阿克公司负责设计和工艺工程的 Christian Leurs 在描述转台的其

嵌入式控制器控制丹麦歌剧院的
可移动舞台转台

丹麦哥本哈根皇家歌剧院的新剧场有三个舞台，可以容纳约 1000 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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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项特殊设计要求时说道：“对于哥本哈根这个项目，通过条形

码来定位并集成布景车台。由于我们的系统具有较高的灵活性，我

们能够移到一定的距离，无需实际数据。控制通过一台采用 Intel® 

Atom™ 处理器的 CX5010 嵌入式控制器完成，倍福 PC 控制技术所具

备的灵活性和良好的开放性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例如，它使得 I/O 

层能够通过 EtherCAT 端子模块，特别是 EL1008、EL2008、EL2004 数

字量端子模块及 EL3051 和 EL4032 模拟量端子模块以一个紧凑的模块

化方式实施。”

系统开放性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可以通过 EtherCAT 端子模块简单、

精确地控制异步电机变频器，以及使用 TwinCAT NC PTP 软件实现 PTP 

轴定位。除此之外，就是成熟的 IT 工具的使用，正如 Dr. Gabriele 

Hogg 解释的那样：“转台控制器最多可以存储 10 个不同演出的程

序，每个演出最多 50 个场景。这些程序可以以 XML 文件的形式轻松

传输到一个 U 盘上。对我们来说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远程维护，

也可以通过集成在倍福控制器中的相应选项轻松实现。”

更多信息：

www.kglteater.dk
www.hoac.de/en
www.beckhoff.fi

使用 CX5010 嵌入式控制器和 EtherCAT 端子模块实施了一套高性能的超紧凑型

控制系统

哥本哈根剧场的转台不仅可以旋转，同时还可以从后台移到到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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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CAT 控制 DMX 系统

2014 年秋天，芬兰库奥皮奥城市剧院在经过为期两年的翻新改造后重新对外开放。它是芬兰东部最大的剧院，

为满足该地区人们的娱乐需要提供了一个复杂、多样化的平台。每年大约举行八到十场首映式和 300 场左右的

演出。为了让剧院能够使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运营，市政府决定扩建这座始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建筑并采用

最新的控制技术。将中央照明控制面板设计成通过一台嵌入式控制器控制本地DMX系统的理念被证明在用户友

好性、灵活性和成本方面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库奥皮奥城市剧院中的集成式
照明控制

来自赫尔辛基的ALA Architects 工作室在保留之前独具匠心的设计基

础上，结合玻璃和白色混凝土板等现有的建筑材料对剧院进行了扩

建和改造。由纤维增强混凝土制作的幕墙采用了独特的“褶皱”外

表设计，会让人联想到一个巨大的折纸。为了很好地衔接建筑物的

新旧部分，建筑师在旧建筑大堂到新礼堂之间加了一个桥段，形成

一个防护罩。在新扩建的建筑中，有一个目前设有 464 个座位的主

舞台，一个座位安排灵活并采用先进舞台技术的小剧场以及扩建后

的技术区域。此外，还升级了从 HVAC 和电气系统到舞台技术和灯光

控制的所有技术系统。 

嵌入式控制器集成所有照明控制

过去，库奥皮奥城市剧院中舞台照明通过一台基于 DMX 的面板控

制，礼堂灯光、蓝色后台灯光、工作照明和电源插座分别通过各自

系统控制。“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多个系统，这意味着在更换系统

时会涉及到多个供应商、不同的编程人员、很多分包商和大量工

作。”库奥皮奥城市剧院技术总监 JuhaWestman 说道。

“根据客户的需要，我们决定采用倍福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倍

福公司楼宇自动化行业经理 Aki Kalajainen 解释道，“库奥皮奥城市

剧院想要不依赖照明控制面板灵活控制其 DMX 环境。他们想要拥有

可以在非演出模式中控制的照明系统，例如在彩排或维护时。他们

也想能够轻松集成第三方系统。二期新的系统在系统更换和扩展方

面必须具有高度灵活性。与传统的系统相比，基于 PC 的开放式控

制解决方案能够更轻松、经济地满足所有这些要求。”Aki Kalajainen 

说道。

倍福解决方案由一台用作中央控制单元的 CX5010 嵌入式控制器、用

于控制本地 DMX 环境的 EL6851和 EL6851-0010 DMX 主站和从站端子

模块以及各种 I/O 和多个 KL2641 继电器端子模块构成。总共安装了

约 550 个端子模块。通过总线端子模块 BK1250，EtherCAT 和标准

总线端子模块都可以在相同的总线站中混合。BK1250 识别总线端子模

对于本地可视化和用户接口，库奥皮奥城市剧院使用的是一台适合控制柜安装的

面板型 PC，系统也能够通过 Web 服务使用一台智能手机操作

42 全球应用 | 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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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并自动将它们分配到 EtherCAT 的系统的拓扑图中。“对于本地

可视化和用户接口，我们使用的是适合控制柜安装的面板型 PC 

CP6202，也可以通过 Web 服务使用一台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倍褔

芬兰分公司 Jussi Piispanen 解释道。

EtherCAT 作为核心部分

新控制平台的核心部分是基于以太网的高性能现场总线 EtherCAT，

它开发用于实时工业通信。若与 EL6851 主站端子模块配套使用，它

可以同时控制几乎无限数量的 DMX 设备。其周期时间为 10 ms 并有

一个 PLC 任务，100 或更多的 DMX 环境可以传输 512 个通道的全协

议带宽。“由于具有将多个DMX主站或从站端子模块集成到系统中

的选项，DMX 环境可以通过控制面板分配给不同的开关柜，并通过 

EtherCAT 直接控制，从而简化了 DMX 布线工作，给我们带来了更大

的灵活性。”Juha Westman 解释说道。 

“通过可自由编程的 TwinCAT 自动化软件和 TwinCAT PLC DMX 软件

库，我们能够创建各种照明场景，并将它们分配给按钮或图形界面元

素。”Jussi Piispanen 补充说道，“甚至继电器也可单独配置为‘关闭

继电器’，在演出结束后指定的一个时间内自动关闭。” 

在演出模式中，DMX 从站的输入被连接到  DMX 主站的输出上。在

非演出模式中，当控制面板不用的时候（如彩排或者维护时），可

以通过按钮和图形界面使用某些控制功能。在这些时候，倍褔的平

台控制所有照明和电源控制操作。用于在非演出模式中控制系统的

按钮通过数字量继电器输出端子模块 KL2641 集成，该端子模块还控

制演出期间的 DMX 灯的电压和电源插座。在演出模式中，可以锁住

这些按钮，以防止出现意外的控制命令。该端子模块的手动操作选

项还有另外一个优点，例如，在控制器没有上电需要用到插座电源

时。 

“客户也希望能够在舞台控制系统中集成一些额外的组件，如 

DMX 烟雾机。这就需要与 HVAC 系统连接，使得烟雾能够以正确的方

向喷出并相应调整通风系统。串口端子模块 KL6041 用于实现这一过

程。中央控制器和烟雾机以及 HVAC 系统之间的通信和通过 Modbus 

实现。这使得 EtherCAT 成为功能强大的控制核心，涵盖诸如 DMX、

sACN、Modbus 及其它更多接口。”Jussi Piispanen 解释并补充道，

“EtherCAT 还有拓扑结构灵活和布线简单等优点，可以显著提高成

本效益。”

“对于日常的剧院运作，基于 PC 和 EtherCAT 的照明控制在新的使

用选项方面拥有一系列优点，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用户友好性。”

Juha Westman 补充道。

更多信息：

www.beckhoff.fi

芬兰库奥皮奥城市剧院。建筑的新旧部分的通过从旧建筑部分的大堂沿着幕墙到新建筑

部分的礼堂之间的一个桥段衔接，形成一个防护罩

在基于 PC 和 EtherCAT 的控制平台基础上，库奥皮奥城市剧院能够灵活和独立地

控制 DMX 环境，集成灯开关和按钮并能够集成第三方系统

全球应用 | 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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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监督台负责剧院演出顺利进行。使用舞台监督系统后，整个演

出和彩排顺序的协调，包括转换下一个场景的舞台设置、灯光变化

或声音序列的适时使用、声音和录制，全部都可以从一个中央位置

进行。舞台监督台为舞台运行提供了通信平台，通过调用和内部通

话系统、监视器以及摄像头连接整个剧院中的所有房间。

为剧院配备经过行业验证的成熟技术

为了满足现代剧院演出复杂的技术要求，HFE 使用倍福基于 PC 的控

制平台作为其舞台监督系统的基础。“剧院对系统可靠性有较高要

求。因此，使用经过不断验证的工业应用组件非常有意义。很多客

户也要求控制产品的长期可供货性，以保护他们的投资。所有这些

都可以通过倍福控制技术实现。”HFE公司 IT 和开发工程师 Christian 

Just 说道。据 HFE 公司专家所说，带有本地 I/O 模块的中央控制平台

非常适合用于实现剧院应用中分布式控制的功能。

EtherCAT — 控制系统的实时通信核心

HFE 舞台监督台的中央控制平台是一台装有 TwinCAT 3.1 自动化软

件和 EtherCAT 高性能工业以太网系统的 CX5020 嵌入式控制器。具

有数字量和模拟量 I/O 的本地系统组件也通过 EtherCAT 连接至控

制单元。在一个站中使用多个 EtherCAT 分支端子模块 EK1122（或用

于可选光纤接口的 EK1501）可以创建一个模块化星型拓扑集线器。

可将单个设备或整个 EtherCAT 网段直接连接到接口端子模块的端口

上。“EtherCAT 具备的灵活总线拓扑结构对剧院应用来说也是个巨大

优点。与传统的解决方案相比，热连接功能基于 EtherCAT 并能够通

过定义的总线段激活是一个很大的优点。”Christian Just 强调道，“这

样，各个系统组，如灵活的操作点，可以在服务运营时交换数据。

较短的信号传播和切换时间，以及 EtherCAT 的高数据吞吐量都是很

重要的优点：实时响应输入，将恢复时间缩至最短。”除了高性能

之外，用户也可以从最小的布线工作量以及以太网与 EtherCAT 完全

兼容（即支持基于以太网的协议的外部设备）中受益。

接口多样性使得创意无极限 

由于 PC 平台具有各种接口，因此它能够集成和控制舞台监督系统

的所有相关组件。“尖端的性能需要多样化和可扩展的解决方案，

满足活动业务中‘日常生活’的共同要求。”Christian Just 阐述道，

“使用我们新开发的舞台监督系统，我们能够快速响应用户需求，

比如集成更多接口以及用户接口功能和控制逻辑。”倍福 I/O 系统的

模块化性和信号多样性可以完美实现这一目标。它可以是数字量或

模拟量 I/O、串行通信协议（RS232/422/485）、基于 IP 的协议、DMX

或时间代码。“可以集中或分布式提供的倍福组件让我们能够真正

映射任何应用场景。”据 Christian Just 陈述。这使得在舞台监督系统

中集成现有的外部系统成为可能。例如，灯光控制可以通过 DMX 端

子模块 EL6851 集成。各种总线耦合器支持数据从现有的总线系统简

单集成到 EtherCAT 通信系统中（如 EIB/KNX，M-BUS）。EtherCAT 端

子模块 EL6001（RS232）和 EL6021（RS422/485）能够灵活地连接串

行设备。EtherCAT 特殊功能端子模块可以读取幕帘状态（EL5001 – SSI 

编码器接口端子模块）或礼堂照明层（EL3681 – 万用表端子模块）。

定制化解决方案基于开放式系统

在软件方面，HFE 对于 PC 平台的灵活性和开放性非常满意。通过 

TwinCAT 中集成的 ADS 接口，公司能够轻松连接其舞台监督系统用的 

AV 控制软件 Adunas 和倍福的控制系统。

传统的物理控制元件，如按钮或旋钮在剧院行业仍然很普遍。HFE 借

助具有触摸功能的面板型 PC 运行他们的 Adunas 软件。“对于舞台

监督来说，这意味着操作舒适，不会影响熟悉的流程和传统的输入

输出方式。”Christian Just 说道。Adunas AV 控制软件扩展了整个系

统的功能和可用性。目前，系统可在 Wndows、Linux 和 Android 操作

模块化、灵活、高性能：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满足现代舞台管理系统的所有要求

HFE Professional Studio Equipment 公司总部位于德国莱比锡，主要为各剧场、歌剧院和音乐厅以及广播公司提供系

统解决方案。公司的产品系列包括先进的舞台监督系统，可以协调一台剧院演出所涉及到的所有技术。考虑到

舞台活动制作中不断提升的需求，HFE 开发了一台功能强大、可灵活扩展的解决方案，它能够连接灯信号、音

频和视频、调用系统和内部通话系统。作为一种传统的舞台监督 AV 控制系统的替代方案，它将易用性与倍福基

于 PC 和 EtherCAT 的控制平台的性能和接口多样性完美结合在一起。

EtherCAT 和 TwinCAT 助力优化
舞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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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上运行。这样可以根据每个具体的应用配置分布式用户界面。

HFE 为其客户提供的特殊版本包括从舞台监督台设计和操作元件和显

示屏配置，到实际的系统功能。“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开放的方案。

我们与我们的客户一起开发了满足他们需要的系统，其价格与一个

标准的解决方案差不多。”Christian Just 解释道。

除了进一步开发现有系统，HFE 还打算利用其技术潜力开发其它领域

的系统解决方案。现在，公司正在为广播公司设计一个数字信息系

统。

更多信息：

www.hfe.de

HFE 公司开发的 Adunas 软件可以在 

Windows、Linux 和 Android 操作系统

上运行。这样也可实现分布式用户界

面，如通过智能手机操作

由 HFE 公司开发的舞台监督台为

连接灯信号、音频和视频以及

调用和内部通信系统提供了一个

强大、灵活的可扩展解决方案

HFE 舞台监督台的中央控制平台是一台装有 TwinCAT 3.1  自动化软件和 EtherCAT 高性能工业以太网系统的CX5020 嵌入式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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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总面积为 20 m x 

35 m，其中主区域和 

4 个可移动的指挥台

占据了 10.5 m x 12 m 

的面积

整个舞台机械设备以及

绕线盘视图：纽伦堡国

家剧院中重建的舞台

配有 47 台用于背幕、

全景装置、渡桥码头、

天桥侧光、驾空舞台照

明、后舞台以及舞台台

唇的机械吊机、10 台单

点吊机以及 4 个用作指

挥台的下降装置，这些

下降装置互相之间均可

独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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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国家剧院每周需举行高达 14 场次的不同演出。只有凭借超现代化的舞台

技术，利用升降式的指挥台，PC 控制的飞幕与转盘，以及最先进的照明技术，

才可能实现如此高频率的演出安排。出于这样的考虑，剧院决定进行全面的翻

修：除了接待区域之外，还对剧院的坐席、观众席以及整个舞台下方/上方的机

械设备进行了翻修。德国 TTS 公司受委托实施从钢筋结构到电气与控制装置等方

面的全部翻修工作。总部位于德国北部锡克的 TTS 公司致力于技术影院系统，20 

多年来一直活跃于剧院和舞台技术的研发，并且自 2002 年起开始使用德国倍福

公司的组件产品。

EtherCAT — 高速以太网，可用作更高层的总线系统

舞台的控制划分为不同的任务区域和功能区域，而各种倍福工业 PC 以及 EtherCAT 

总线系统的使用则贯穿于这些区域。主控制器是一台 TTS PC，作为线缆冗余的 

EtherCAT 主站实施。安全功能由专门为剧院设计的软件进行控制。后备主站 PC 

采用的是倍福 C6340-0020 控制柜式工业 PC，运行的是 TwinCAT I/O 软件，万一主 

PC 出现故障，会由该后备 PC 接管对 EtherCAT 冗余网络的控制。

 

主控制台和辅助控制台则采用 3 台配有定制操作面板的倍福 C6920 控制柜式工业 

PC；此外还有 4 台工业 PC 用于对舞台下方/上方的机械设备进行控制。

纽伦堡国家剧院整修的全新控制解决方案

基于 PC 和 EtherCAT 的控制系统助力实现
复杂的舞台与剧院控制
在歌剧院与戏剧院上演的完美演出需要依赖超现代化的复杂舞台系统和技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

德国纽伦堡国家剧院进行了为期两年的重新翻修与重建工作。整个舞台设备的翻新工程由德国 
TTS（Theatertechnische Systeme）公司总承包，这也是 TTS 公司首次完全采用倍福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和 Ether-
CAT 通信系统完成如此复杂的项目。

除了重新设计的观众席之外，重建之后的纽伦堡国家剧院更是拥有了超现代化的舞台设备，

具备现今最先进的表演条件，重新焕发出了艺术/技术的熠熠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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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德国 TTS 专门开发的软件，可以实现舞台的可视化和可操作性。自 2002 年起，

德国 TTS 公司便开始使用倍福公司的产品组件。“使用倍福的本地 I/O 产品，我们能

够根据客户所需精确地量身设置系统。我们改用了倍福的面板型 PC 以及 TwinCAT 自

动化软件之后，还成功地引入了总线端子模块。”Frank Kremer 解释道，“最后，我

们还要选择一套适用的总线系统，最终我们选择了 EtherCAT，因为它包括了对我们

来说最重要的功能：实时性、高带宽、线缆冗余以及出色的诊断功能。”

通过德国 TTS 专门开发的软件可以实现舞台的可视化和可操作性

Ethernet

Central control desk Secondary control desk Platform trap

Panel PC
CP7204 
(24-inch)

Stage manager's desk

Control Panel
CP6803
(19-inch)

C6920

Control Panel
CP7904 
(24-inch)

Control Panel
CP6802 (15-inch)

C6920

C6340-0030

DVI DVIDVI DVI

C6920

Control Panel
CP6802 (15-inch)

C6340-0030

DVI

Forestage

Control cabinet
Lower machinery

Control cabinet
Upper machinery

Stage trolleys PLCAverage PLC Remote maintenance PC Radio console PCBackup master PCMaster PC

Ring 3
TwinCAT master
Cable redundancy
404 devices

Ring 2
Third-party master
Cable redundancy
153 devices

Ring 1
Third-party master
Cable redundancy
82 devices

C6920 C6920 C6920 C6920
C6340-
0030

Panel PC 
CP6207 
(5.7-inch)

Panel PC 
CP6202 
(15-inch)

Backstage

Panel PC 
CP6202 
(15-inch)

Ring 4
TwinCAT master

67 devices

TTS 
EtherCAT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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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 CP6202 和 CP6207 面板型 PC 负责控制舞台管理台、主舞台以及舞

台台唇。平台的下降由两个配有分离式 15 英寸面板的 C6340控制柜式 

PC 控制。

舞台区分布有超过 5000 个 I/O 点，由 700 个 EtherCAT 端子模块进行监

视和控制，这些端子模块又被划分为 4 个独立的 EtherCAT I/O 线束或者

环网：

| 环网 1：TTS 控制器（C6340 后备 PC），电缆冗余：82 台装置

|  环网 2：TTS控制器（C6340 后备 PC），电缆冗余：153 台装置

|  环网 3：带有 TwinCAT 主站的倍福 C6340 工业 PC，电缆冗余：           

404 台装置

|  环网 4：带有 TwinCAT 主站的倍福 C6920 工业 PC：67 台装置

整个系统均可根据不同的版本，通过各个不同的控制台（固定式、移

动式或者便携式）进行无线控制。使用 8 个带触摸屏功能的定制控制

面板，其中一些面板配有集成式或者分离式工业 PC，显示器尺寸范围

从 5.7 至 24 英寸不等。 

随着帷幕拉开的舞台布景变换

舞台完全重建以后，纽伦堡国家剧院目前具备 47 个机械吊机、10 个单

点吊机以及 4 个下降式装置（指挥台），这些指挥台互相之间均可独立

移动。舞台的总面积为 20 m x 35 m，其中的主区面积，包括四个可移动

的指挥台，占据了 10.5 m x 12 m 的面积。每个指挥台均配备有一个倾斜

盖，最多可以使得整个指挥台表面倾斜 10 度。每个倾斜盖配有 7 个电

驱活门，可用于打开舞台的地板。两个下降式平台放置于活门下方指

挥台的悬吊式小舞台上。此外，还有一个可折叠的舞台车，配有集成

直径 10 米、重 20 吨的转盘。如果不需要使用转盘车，可以将其折叠到

舞台的后方，并往上拉到停泊的位置。这里的提升/折叠操作由一个提

升能力为 60 吨的液压缸完成。

舞台控制功能为各种艺术演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舞台的开放式转换

便是其中一个亮点，也就是说场景可以随着帷幕的拉开而转换。待帷

幕完全拉开之后，技术人员可在操作界面上选择先前所创建的舞台运

动序列（所谓的场景转换），并执行这些序列。因此，只需轻轻点

击一下按钮，即可实现复杂的舞台运动。而且，所有的驱动模式都

是同步的，这就可以轻松实现舞台下方与上方机械设备之间的同步运

动。“剧院工作人员十分重视控制器的安全性及其高可用性。为了确

保遵循 SIL 3 的安全要求，系统中使用了冗余配置的 EtherCAT 总线主站

Frank Kremer（左），TTS 影院技术系统公司项目经理；

Ole Sörensen（右），TTS 软件开发人员

负责与 TTS 公司紧密合作、并监督本项目执行的倍福汉

诺威分公司销售人员 Hans-Helmut Mandel：“EtherCAT 

的冗余性是该应用的一大亮点，可以保证系统的可利

用率最大化。”

以及配备有冗余电缆的 EtherCAT。”德国 TTS 项目经理 Frank Kremer 解

释道。

EtherCAT 可提供精确的同步运动序列

对于每一个需要控制的驱动器，无论是背幕吊机还是单点吊机，均设

有一个轴装式 PC；总共安装有 70 个 EtherCAT 驱动器。TTS 的中央 PC 可

对整个驱动设备进行控制。每一个轴装式 PC 均负责相应驱动轴的定位

和监视，它们都可以通过总线系统接收到来自主站 PC 的驱动命令以及

整定值。“通过这款全新一代的控制器，我们可以将 EtherCAT 用作贯穿

整个系统的现场总线。EtherCAT 结合了高带宽以及实时能力等优点，并

具备电缆冗余性的特点，因此能够同步控制驱动器，具有极高的可用

性。”Frank Kremer 评论道。

 

双通道主站 PC 可以计算来自各个控制台的输入数据，处理来自各个驱

动手柄的驱动命令。它还能够将数据转发到轴装式 PC，并控制整个控

制器之间的数据通信，使其严格按照特定的运动序列和轴定位执行运

动输出。主站 PC 可以同步控制舞台上方与下方的机械设备的轴，比如

同步驱动指挥台以及停靠在指挥台上的背幕吊机。

一切都一目了然

“总的来说，所安装的新舞台设备完全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和功能。”

纽伦堡国家剧院的舞台总监 Florian Steinmann 很肯定地说，“由于这些

精心设计的舞台装饰以及日益复杂与数量庞大的舞台区域变换，新舞

台机械设备让我们为日后的演出做足了准备。使用 24 寸的显示屏，无

需滚屏即可浏览整个舞台的概览。因此，这一套复杂系统的操作与监

控也变得更为简单，更具用户友好性。”

主控制台上定制的倍福控制面板。24 英寸的显示

器为舞台技术人员提供了整个系统的概览，而不需

要滚动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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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tssyke.de
www.staatstheater-nuernberg.de



Aquagraphic®，法国国际水秀公司，

法国

U2 乐队 360 度演唱会

参考案例50

演出和音乐会行业
参考案例

大都会体育场，新泽西州，Bockstiegel
Automation/GTG GmbH，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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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spidercam 摄像系统

足球锦标赛

“Sensation 白色派对”，

Eventions Products，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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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巡回演唱会  . SGPS/Show Rig，内华达州，美国： 
–  保罗 • 麦卡特尼爵士（Sir Paul McCartney） 
–  贾斯汀 • 比伯（Justin Bieber）

 – 麦莉 • 赛勒斯（Miley Cyrus）
 – 碧昂丝（Beyonce）
 – 空中铁匠乐队（Aerosmith）
 – 贾斯汀 • 汀布莱克（Justin Timberlake）
 – 枪炮与玫瑰乐队（Guns N’ Roses）
 – 蕾哈娜（Rihanna） . Sigma Services Inc.，佛罗里达州，美国 . TAIT/Fisher Technical Services，内华达州，美国： 

–  U2  
–  Lady Gaga 
–  Bon Jovi 
–  黑眼豆豆（Black Eyed Peas）

 –  夏奇拉（Shakira）  

音乐节/舞蹈赛事 . SGPS/Show Rig，内华达州，美国： 
–  科切拉音乐节

 – EDC — 电子音乐节 . �Statecore Innovative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BV，荷兰： 
–  “Sensation 白色派对”，阿姆斯特丹，荷兰 . The Factory CVBA — VSO，比利时： 
–   “Pukkelpop 音乐节”，哈瑟尔特市，比利时 

演出 . Ehrlich Entertainment，德国： 
–  各种魔术表演和水秀表演，德国 . Flying By Foy，内华达州，美国： 
–   “崭新的一天”，凯撒皇宫，拉斯维加斯，                
内华达州 . SGPS/Show Rig，内华达州，美国： 
–  飞天离地绝技团（Cirque Arenaline），香港，中国 
–  詹妮弗 • 洛佩兹，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州，美国

 –  玛丽亚 • 凯莉，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州，美国 . Skjonberg Controls for Entertainment Industry，加利福尼亚

州，美国： 
–  各种演出

颁奖盛典/比赛节目 . SGPS/Show Rig，内华达州，美国： 
–  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

–  格莱美颁奖典礼/艾美奖颁奖典礼 

体育赛事 . Böckstiegel Automation/GTG GmbH，德国： 
–  大都会体育馆，纽约，超级碗 . SGPS/Show Rig，内华达州，美国： 
–  NBA 全明星赛 . Sigma Services，佛罗里达州，美国： 
–  克里夫兰骑士队 . spidercam GmbH，奥地利： 
–  spidercam® 万向摄影机  . TAIT/Fisher Technical Services，内华达州，美国： 
–  各种体育赛事

参考案例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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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和音乐会行业精选参考案例



由于无需使用本地控制器，因此能够进一步节约成本，并且

将控制盘外壳的尺寸减小到 60 x 60 x 20 厘米。像剧场或者

一些活动场地内的空间通常都非常宝贵，因此特别需要小体

积的设备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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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ZBRENNER 媒体集团是一家专业提供音视频播放设备及

多媒体系统的供应商，其产品已在全球得到广泛应用。

公司总部位于德国布滕海姆，在规划设计、建造、安装

和维护娱乐设备领域中的复杂项目方面拥有 60 多年经

验。SALZBRENNER 媒体集团选择倍福作为其控制系统供应

商，开发其 1D/3D 麦克风控制盘。公司通过使用倍福的 
TwinCAT 3 软件和嵌入式控制器搭建了一个集 PLC、驱动器

和安全组件为一体的控制解

决方案，节约了大量空间

和成本。

基于 PC 的 1D/3D 麦克风控制盘系统助力打造非凡音质

音乐会和音频录制应用
中的高精度麦克风定位

全球应用 |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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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D- sowie eine 3D-Mikrofonwinde sorgen im Sendesaal des Westdeutschen 

Rundfunks in Köln für hochwertige, punktgenaue Audioaufnahmen. Für die 

Steuerung und den Antrieb des frei positionierbaren Flugrahmens, auf dem sie-

ben Mikrofone montiert sind, kommt Beckhoff-Antriebstechnik zum Einsatz.

在 2019 年德国柏林戏剧媒体及科技活动展览会上，SALZBRENNER 媒

体集团展出了其最新开发的 MIC 1D/3D 飞行麦克风控制盘系统，该

系统可以在演出场地和录音棚中使用高精度麦克风定位技术确保高

质量的音频录制。该系统的特点是采用级联方式连接各个控制盘，

让麦克风除了能够进行简单的上下直线运动之外，还可以进行三维

空间运动。“历史悠久的科隆克劳斯 • 冯 • 俾斯麦大厅的新音频系统中

首次布署了我们的四点吊装式 3D 麦克风控制盘系统。”SALZBRENNER 

媒体集团项目经理 Stefan List 说道。系统包括一组四个同步运行的控

制盘。它们移动一个飞行框架，在框架的三维工作空间上方可以安

装多达八个麦克风（每个控制盘两个）。它覆盖了 WDR 音乐厅中一

个横向尺寸为 7 x 9 米（23  x  29.5 英尺）和纵向尺寸为 3 米（10 英

尺）的区域。麦克风可以做三维空间运动，能够精确地定位在管弦

乐队和/或单个乐器上方。WDR 音乐厅的整个系统包括 29 个用于单

个麦克风的 1D 控制盘和一个带有七个麦克风的 3D 控制盘。

整合控制、驱动与安全技术为一体的解决方案

“我们与倍福合作已经有两年。”Stefan List 说道，“我们第一次接

触到倍福是在一个娱乐产业博览会上，当时我们正在为我们的控制

科隆 WDR 演出大厅里有 29 个 1D 控制盘和一个 3D 麦克风控

制盘系统，确保精确定位的高质量音频录制。倍福驱动技术

用于控制和移动安装有 7 个麦克风且可自由定位的飞行框架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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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应用 |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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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系统寻找控制解决方案。基于 PC 的高度集成式控制解决方案给

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它让我们能够将顺序控制、驱动和安全技术

整合在同一个平台上。作为定制解决方案专家，我们正在寻找一种

在性能和设计方面可扩展的控制技术，使我们拥有足够的灵活性满

足客户的各种个性化需求。对于 3D 控制盘控制，我们只需要调整

软件即可。”

一台倍福的 CX5130 嵌入式控制器用作中央控制器，控制最多五个 

MIC fly 1D 控制盘。对于有更多控制盘的设施，SALZBRENNER 媒体集

团采用搭载 Intel® Atom™ CPU（1.91 GHz，四核）处理器、性能更强

大的 CX5140 嵌入式控制器进行控制。TwinCAT 3 PLC、HMI Web 和 NC 

PTP 软件涵盖了从顺序控制到可视化以及运动控制等所有所需的功

能。结构紧凑的驱动解决方案包含一个采用单电缆技术并集成安全

技术（STO）的 EtherCAT 伺服端子模块 EL7221-9014，以及一个专为

与伺服 I/O 模块配套使用设计而成的 AM8100 伺服电机。

3D 控制盘通过一台 CX5120 嵌入式控制器集中控制，控制器通过强大

的 EtherCAT 工业以太网现场总线与四个控制盘通信。SALZBRENNER 

媒体集团基于 TwinCAT 为控制单个控制盘开发的软件工具可以通过

添加 NC I 和运动学功能进行扩展，以控制  3D 控制盘。只有输入

和输出端子模块安装在控制盘上。“通过集中控制方法和使用 Twin-

CAT NC I 进行多轴协调控制，可以实现小于 1 厘米的定位精度。此

外，它还无需使用本地控制器，因此能够进一步节约成本，并且将

控制盘外壳的尺寸减小到 60 x 60 x 20 厘米。”项目负责人说道。像

剧场或者一些活动场地内的空间通常都非常宝贵，因此特别需要小

体积的设备。

“在 WDR 音乐厅的第一个项目中，我们为 3D 控制盘安装了集成

有安全功能的 AX5000 EtherCAT 伺服驱动器和采用单电缆技术的 

AM80xx 伺服电机。在随后的巴登-巴登节日剧院和萨尔布吕肯的萨

尔州广播电台的广播大厅项目中，我们全部改用了倍福的紧凑型驱

动技术。这种改变是无缝完成的，因为同一个软件可以用于所有不

同的驱动系统。”Stefan List 解释道。控制盘通过触控面板和网络操

作，其用户界面的使用对舞台工作人员和乐师来说都很容易上手。

最多可以保存和调用 200 个预设值。控制面板既可固定安装，也可

非固定安装；控制面板可以连接到局域网。 

TwinCAT 运动学变换功能库处理复杂的电缆拉力计算  

该软件由倍福和 SALZBRENNER 媒体集团共同开发而成，它将空间

坐标转换为特定的 3D 控制盘绳长度，以便根据具体的声音要求定

位麦克风。“我们会根据演出要求或管弦乐队中的乐器来调整麦克

风的位置。”Stefan List 解释说道。其中，控制方面的挑战还包括

确保固定麦克风的框架的电线保持紧绷。由于每条电线必须保持不

同的长度，因此计算起来非常复杂。“倍福开发的电缆拉力运动学

软件功能成为 TwinCAT 运动学功能库的一部分，有了该软件就无需

在 PLC 中进行计算，而是可以直接从 TwinCAT NC 中调用，从而显著

简化了编程工作。”倍福公司运动控制应用软件工程师 Franz-Josef 

Klaus 解释道。 

TwinSAFE 满足严苛的舞台安全要求

“MIC 飞行控制盘的一个独特卖点是它符合舞台技术应用必须满足

的严苛的 DEKRA 安全标准。”Stefan List 说道。麦克风控制盘安装在

管弦乐队上方，配备了复杂的安全系统，包括可编程的加速和减速

匝道、线缆松弛保护、开卷和过载保护以及电子电缆监控。“倍福

的集成式安全控制系统让我们能够实施一个非常紧凑的解决方

案。”项目经理继续说道，“它包括一个带 TwinSAFE 逻辑的集成

式 8 通道 TwinSAFE 输入端子模块 EL1918，以及集成有数字量标准

和安全 I/O 的 EtherCAT 耦合器 EK1914。一个力传感器用于测量线

缆张力，以直接监测线路上的最小力和最大力，然后使用 TwinSAFE 

SC 输入端子模块 EL3356-0090 对传感器进行分析。增量式编码器

用于监测控制盘速度，倍福的 TwinSAFE SC 增量编码器接口端子模

块 EL5151-0090 用于读取该编码器数据。然后比较安全速度传感器

巴登-巴登节日剧院拥有 2500 多个座位，是德国最大的歌剧和音乐剧院。2020 年暑假

期间，剧院对约有 20 年历史的音视频系统进行翻新改造，安装了一个 MIC 3D 飞行麦

克风控制盘系统，以确保高精度音频录制

全球应用 | 德国

历史悠久的科隆克劳斯·冯·俾斯麦大厅的新音频系统中首次布署了 SALZBRENNER 

媒体集团的四点吊装式 3D 麦克风控制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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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与实际驱动器转速，确保高度安全性。由于安全信号也通过 

EtherCAT 传输，因此每个控制盘上只需一根线缆即可。

“倍福是一个在各种规模的娱乐设备应用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控

制系统合作伙伴，其系统工具箱提供了许多与我们行业相关的接

口。SALZBRENNER 媒体集团实施了大量多媒体和舞台技术应用，未

来我们一定会在更多的项目中使用倍福技术。”Stefan List 总结道。

 更多信息：

www.salzbrenner.com

全球应用 | 德国

Bei der Realisierung der neuen Audioanlage im historischen Klaus-von-Bismarck-Saal in Köln, 

dem Rundfunksendesaal des WDR, wurde erstmals eine Vierpunkt-3D-Mikrofonwinde von 

SALZBRENNER media installiert.

舞台麦克风控制盘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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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7 月 7 日，40,000 名身着白色服装的观众出席在阿姆斯特丹小巨蛋体育场举行的“2012 Sensation 
白色音乐节”的首次公演现场。迷人的电音与超炫酷的舞台及灯光特效完美结合，使得 Sensation 的每一

次开启都能成为轰动全球的电音节现场。荷兰公司 Statecore 和 Eventions Products 负责音乐节演出的技术

流程，在后台运行的倍福控制技术确保了音乐节流程的顺利和安全。

倍福技术为音乐节的成功
举行保驾护航

“2012 Sensation 音乐节” —  世界顶级电音白色派对

发展至今，Sensation 已经走过了个十几个年头，成为全球最盛

大的室内电音盛会。Sensation 于 2000 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问

世：自 2008 年起，音乐节开始在全球巡演，吸引了来自四大

洲 18 个国家的电音爱好者。派对上除了强大的 DJ 阵容之外，

还有其它各种表演和特效。数十年来，Sensation 都延续一个不

成文的传统，全部参与者都要身着白色服装。这是为了营造出

团结、平等的氛围；对于演出来说，白色照明效果最佳，还可

以完美地反射彩色的灯光。

创新娱乐技术专家 Eventions Products BV 和 Statecore BV 公司通

过尖端技术为打造震撼的现场演出效果提供技术支撑。“2011 

年，Eventions Products 委托我们开发‘2012 Sensation 音乐节’

演出程序。”Statecore 创始人 Erik Berends 在回忆他们之间的

合作时说道

倍福伺服技术确保演出顺利进行

Erik Berend 认为，倍福技术主要用于实现舞台特效，例如，“2012 

Sensation 音乐节”上由六名会飞的舞者带来的让现场高潮迭起

的舞蹈表演。女舞者被钢索吊起，凌空飞舞，然后通过顶部安

全球应用 | 荷兰 57



装的轨道在整个舞台空间内轻盈地飘移。舞者的每个动作都由 6 个

托架辅助，每个托架上都安装有钢丝绳卷盘。托架和钢丝绳卷盘通过

异步电机和倍福 AX5xxx EtherCAT 伺服驱动器驱动。为了实现在水平和

垂直方向动作，Statecore 还基于倍福的 TwinCAT 软件开发了运动控制

器。TwinCAT NC PTP 在倍福 CX5020 嵌入式控制器上运行。此外，控制

器也用于控制道具和照明设备的运动。

安全解决方案扮演重要角色

由于参加 Sensation 派对的观众数以万计，这给如何确保观众以及艺人

的安全提出了挑战。“这就需要采用尖端的安全技术。”Erik Berends 

说道。所使用的倍福控制器的安全组件达到安全完整性等级 SIL3 要

求。除了用于伺服驱动器的安全控制器之外，还使用了 AX5805 安全

选项卡。倍福 EL6900 TwinSAFE PLC 用作通用的安全控制器；安全信

号通过 EL1904 和 EL2904 安全端子模块读入和输出。“所有的急停开

关都必须从多个层面确保安全。”Statecore 的总经理解释说道。一

旦驱动器的 STO 功能（安全扭矩关断）通过 AX5805 触发，制动器则

通过 EL2904 安全端子模块以独立于驱动器的方式启动。

出色的通信性能

用于演出的全套 HMI 在一台 iMac 上运行。“由于 Apple 使用方便，

稳定性强，我们使用 Apple 已经有十多年。”Erik Berends 说道。操作

界面在用于 Mac 的开发环境 Xcode 中编写和设计。操作通过操纵杆

和按钮完成；操纵杆和按钮使用 EtherCAT 网络通过倍福端子模块连

接至控制 PC。Mac 和倍福工业 PC 之间的通信使用专门编写的网络协

议通过以太网实现。倍福控制器基于 TwinCAT Supplement TCP/IP 服务

器实现通信。

确保所有设备安全无故障

Statecore 对基于 PC 和 EtherCAT 的控制解决方案非常满意。“由于解

决方案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和通用性，非常适合用于实现类似于 Sensation 

派对上除了强大的 DJ 阵容之外，还有其它各种表演和特效，

例如“飘浮”在空中的舞者们

2012 年 7 月 7 日，“2012 Sensation 白色音乐节”首次公演在阿姆斯特丹小巨蛋体育

场举行。40,000 名身着白色服装的观众出席拥有炫酷声光电舞的超级大派对

全球应用 | 荷兰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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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这样的任务。倍福产品系列种类非常丰富，有大量的 I/O 和现

场总线连接产品，因此我们能够通过这些产品实现最多样化的解决方

案。”Erik Berends 强调道。通过 TwinCAT 可以又快又好地开发高动

态运动控制器和安全应用程序。Statecore 也很注重控制器的可靠性。

“人们对有身价高的艺人和大量观众参加的大型表演抱有很高的

期望，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们最怕的是看到控制器出

现故障。因此，我们必须确保台前幕后发生的一切都必须绝对顺

利。”Statecore 总经理评论道。

简单、易操作

Erik Berends 列举了一系列在他看来得益于使用倍福控制平台的优势：“对

于负责演出控制工作的人来说，倍福控制平台可以简化困难、复杂运

动序列的执行工作。同时，我们使用嵌入式控制器控制 12 根轴。控

制台包括了用于移动物体和灯光控制的所有重要按钮和操纵杆。控制

台上还有一个急停按钮用于触发安全停止。这些运动都可以通过 iMac 

更多信息：

www.statecore.nl

www.eventions-products.com

www.ial.nl

www.beckhoff.nl

用于“2012 Sensation 白色音乐节”的复杂控制设备安装

在阿姆斯特丹小巨蛋体育场的屋顶下方

“2012 Sensation 白色音乐节”布置期间，Statecore 公司总经理 Erik Berends 

位于阿姆斯特丹小巨蛋体育场

倍福控制平台：插接 TwinSAFE 安全端子模块和 EtherCAT 端子模块的 

CX5020 嵌入式控制器

查看。总体来说，这种解决方案的最大优势就是简单易用：这对演出

行业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世界巡回演出活动。”

全球应用 | 荷兰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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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全球应用 | 芬兰

倍福嵌入式控制器优化音乐厅音响效果

由 Russell Johnson 一手创立的以设计音乐厅音响的而闻名全世

界的美国公司 Artec Consultants Inc. 负责设计这些具有非凡音响

效果的声学系统。但是，西贝柳斯音乐厅于 2004 年竣工后，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隔声门的自动化控制解决方案并不尽人意。

因此，位于芬兰 Orimattila 的 Keraplast Oy 公司受委托对控制系

统进行改造。Keraplast 安装了一台倍福 CX 系列嵌入式控制器，

建筑西贝柳斯音乐厅的目标是以低成本打造出世界一流的音响

效果。在建造过程中，建筑师 Hannu Tikka 和 Kimmo Lintula 特别

使用了一种天然材料：木材。拥有 1299 个座位的长方型音乐厅

的侧墙全部采用充满沙子的胶合薄板建成。由于这些板都很坚

固，墙壁也可以反射低音。此外，音乐厅侧面是与建筑一样高

的回声屋。这些回声屋有 188 扇可移动的木门，它可以根据音

乐家们对音响效果的要求调节声音的共鸣时间。 

位于芬兰拉赫蒂的西贝柳斯音乐厅凭借美国声学家 Russell Johnson 设计的奇佳的音响效果而闻名。声学设计非常特别：可

移动式墙体、隔声门，使得它能够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并且还可根据房间回声进行动态调整，以满足性能要求和所需的声

音质量。作为构建在倍福自动化组件基础上的一部分，隔声门的调整优化了音响效果，使得所有参加音乐会的听众都能够

享受美妙的音乐。

倍福自动化技术助力打造世界一流
的音乐会音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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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它来控制 188 扇门。5 个 PROFIBUS 总线耦合器通过继电

器总线端子模块控制异步电机。反馈由数字量输入端子模块提

供，这些端子模块用于检测门的位置并将这些数据传输给控制

器，实现了既简单、成本又低的解决方案。“倍福凭借其低成

本和可靠的工业组件被选为控制系统供应商。实践证明，在音

乐厅举行的多场活动中，系统的表现都非常可靠、稳定。尽管

系统结构本身非常简单，但是为实现门的控制需要付出更多精

力。”Keraplast 项目主管 Toni Potinkara 如此说道。

西贝柳斯音乐厅声学专家们对改造成果非常满意：门可以精确

单独或成组定位，具有较高的可重复性，因此空间可以根据所

需的回声效果变宽或变窄。因此，共鸣时间可以提高到“教堂

回音”效果。此外，CX 系列控制器有足够的内存空间以保存大

量不同类型门的位置信息。倍福 C5102 工业 PC 被用作音乐厅的

网络服务器，以便能够通过网络访问每个隔声门的位置信息。

坐落于芬兰拉赫蒂的西贝柳斯音乐厅的音响效果世界一流，其音响系统由具

有传奇色彩的声学专家 Russell Johnson 设计。拥有 1299 个座位的长方型音

乐厅的侧墙全部采用充满沙子的胶合薄板建成，确保回声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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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贝柳斯音乐厅侧面是与建筑本身一样高的回声屋，有 188 扇可移动的隔声

门。倍福 CX 系列嵌入式控制器通过 KL2612 继电器端子模块控制隔声门的

位置。共鸣时间可以根据乐师们所需的共鸣效果精确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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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www.sibeliustalo.fi/en/sibelius-hall
www.keraplast.fi
www.beckhoff.fi



EtherCAT 为运动控制开启无限可能

2008 年中，Flying by Foy 公司决定对其 Pegasus 自动化控制

产品进行一次重大升级，以提高协调定位性能并增强安全

功能。“例如，造船厂在采用吊架移动集装箱时总是不断

努力避免整个系统出现摆动，Flying by Foy 则正好相反，利

用的正是这种戏剧性的摆动和高动态运动产生令人兴奋的

飞行效果。”Matt Bevacqua 说道。自由飞行技术要求采用

相当大的摆锤效应和大幅度摆动动作，而这些效果和动作

多年来，Flying by Foy 公司已经成功地为 50 多场百老汇演

出、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尼博物馆现场活动、2004 年奥林匹

克运动会和其它体育赛事，以及无数现场娱乐活动、戏剧节

目和电影等提供飞行特效服务。“我们提供将直观性和易操

作性特点完美结合于一体的控制装置，操作人员无需掌握任

何自动化工作原理知识，即可轻松完成变化莫测、惊心动魄

的飞行表演。”Flying by Foy 公司技术设计师 Matt Bevacqua 

解释道。 

娱乐业的发展从未停歇，人们对能够给观众带来心灵震撼的新颖奇特的舞台特效的追求也越来越迫切。电影和直播活动中的飞行场面是

导演百宝箱中的重要元素。总部位于美国拉斯维加斯市 Flying by Foy 公司 50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打造各种飞行特效。尽管很多设备已经尽可

能地隐藏在幕后，但飞行模拟装置的自动化还是离不开精准的控制系统，Flying by Foy 公司借助倍福的 PC 控制技术和 EtherCAT 技术实施了

这样一个控制系统。

Flying by Foy 让明星们“飞翔”

Pegasus：助力舞台和演出技术打造逼真飞行特效

62 全球应用 | 美国



安装了 TwinCAT NC PTP 软件并配备 EtherCAT I/O 端子模

块。“C6515 的形状和大小与机架极为相配，而且还能够

将机架内热量顺畅地排出。”Matt Bevacqua 说道。一般的

实施方案总共可能需要 5 或 6 个机架，因此必须保持硬

件通风良好。2010 年夏，Flying by Foy 公司在气温常年超

过 100°F（38°C）的犹他州艾文斯的沙漠中布置《人猿泰

山》户外场景时使用了倍福工业 PC 产品。

现在，Flying by Foy 公司采用 CX9010 嵌入式控制器取代

了 C6515。“TwinCAT 集成式软件平台适用于各种倍福控制

器，因此，我们所需做的全部工作仅是将控制软件从一种

型号的倍福硬件转移至另一种型号。”Matt Bevacqua 接着

解释道，“使用 TwinCAT 还有另一个好处，它让我们能够

在同一个 Windows CE 操作系统环境中编写自己的应用及其

它更多的系统工具，我们还充分利用了 TwinCAT 令人赞叹

的适应性、I/O 连接功能和运动控制功能块的优势。”

Flying by Foy 公司的大多数驱动程序和用户界面都采用 

微软 Visual Studio® 编写。“我们非常期待能够使用倍福的

最新一代集成在 Visual Studio® 中的 TwinCAT 3 软件。”Matt 

Bevacqua 说道，“TwinCAT 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灵活

性，让我们能够在倍福系统中实施自己的定制驱动，应对

不断变化的项目需求。现在，我们不再局限于任何一种特

定硬件，而是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完成改变。对于我们所处

的行业来说，这极为关键。因为，我们的应用需求总是在

不断变化，而且交货时间通常也非常短。”

是龙门架起重机或带严格负载控制功能的四点系统所不能

轻易复制的。

新的 Pegasus 运动控制和自动化系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且必须能够安全地实现动态插补运动曲线。上一代 Pegasus 

自动化系统利用同一个包（即集成有智能的驱动器）内的

运动控制器和变频器自行处理定位控制任务和速度控制。

“系统运行效果相当好，但传统现场总线基础设施却限制

了设备之间的通信。”Matt Bevacqua 抱怨道，“我们的系

统通常需要使用多个主站控制器，因此，这严重限制了我

们的应用。这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但标准现场总线

无法实现这种程度的协调功能。我们需要拥有一种可以自

己编写通信协议的解决方案。”

适用于所有产品系列的集成式控制平台

Flying by Foy 公司目前可提供三个产品系列：DW-V3 型演员

飞行控制绞盘、内置在标准的 12 英寸箱形桁架内的 IW-V 

型绞盘（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摇滚乐队巡演舞台搭建和用于

快速安装赛场内设备的解决方案）和带无线控制单元的 

BR-X 装置（一种沿工字梁无线穿越的吊舱，可以做上升和

旋转等表演动作）。基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Pegasus 自

动化软件用作所有这三种控制器平台的综合控制器，为编

写、编辑和保存数据提供了一个易操作的界面。

Flying by Foy 公司的所有这三个产品系列都使用倍福 C6515 

工业 PC，该款工业 PC 搭载 Intel® Celeron® M 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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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ing by Foy 公司技术设计师 Matt Bevacqua ：

“我们提供将直观性和易操作性特点完美结合于

一体的控制装置，操作人员可以通过这些控制装

置制作变化莫测、惊心动魄的飞行场景。” 

席琳迪翁，“崭新的一天”：在拉斯维加斯凯撒皇宫中的演出在过去的 

50 多年里，Flying by Foy 公司一直致力于为舞台和银幕制作飞行特效，

为电影明星和音乐明星插上飞翔的翅膀

63全球应用 |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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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C：提高性能，降低成本 

基于 EtherCAT 和 PC 控制技术的 XFC 极速控制技术进一步

提升了 Flying by Foy 公司产品的性能。倍福的 EL1262 和 

EL2262 XFC 端子模块带超采样功能，能够实现 I/O 响应时

间小于 100 us，它们对于 Pegasus 自动化系统同样非常关

键。“XFC 端子模块对于复制飞行模拟系统的编码器信号

非常有用。”Matt Bevacqua 解释道，“倍福的标准编码器

端子模块可以采集不同位置的位置信息，并通过分布式时

钟功能实现同步。Pegasus 采用 XFC 端子模块读取某个铰盘

的编码器位置，并在本地站点以约 10 us 的精度和约 1 ms 

的延时复制这些高频信号。借助 XFC 端子模块，我们无需

专用控制线缆即可复制这些信号，从而大大节省了线缆和

布线成本。” 

设备改造更加简单

“通过一根标准以太网电缆，我们可以将场馆任何位置的

各类数据传输给我们的本地 Pegasus 控制器。”Bevacqua 解

释道，“任何一种其它现场总线技术，如果不借助更复杂

的布线方案，不投入更高的费用，则完全无法实现。采用 

EtherCAT 桥接端子模块，Flying by Foy 公司可以很轻松地

获取某个系统的 I/O 点位置并将其传输至另一个 TwinCAT 

主站，因此不同主站可以方便地共享运动轴。拥有了 Twin-

CAT，我们就是拥有了一个完全基于软件的运动控制平台，

这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不断调整或改变设备才能满足客

户各种各样的艺术需求，从而显著降低成本。”

 

面向未来发展的开放性

第三代 Pegasus 自动化系统取得了良好开端，已经在现场安

置了 100 多根轴。然而，Pegasus 技术的进步助力将艺术理

念转换成现实，但这只是开始，不是终结。Matt Bevacqua 

正在为 Flying by Foy 公司制定的发展规划中，其中有一项

EtherCAT — 娱乐工程优秀的通信解决方案

Flying by Foy 公司利用 EtherCAT 极大地提高了 Pegasus 自动化系

统的通信性能。“EtherCAT 让我们能够使用几乎任何一种

可用的现场总线进行无缝通信。”Bevacqua 解释说道，

“例如，通过 EL6751 CANopen 主站端子模块，我们就可

以在 EtherCAT 系统中经济、方便地实施一个功能齐全的 

CANopen 主站。更令人称道的是，我们还可以通过 EtherCAT 

同样轻松地集成其它 PROFIBUS 或 DeviceNet 主站。”Flying 

by Foy 公司还采用 EL6851 DMX 主/从端子模块进行灯光

控制。“使用 EtherCAT 实现 DMX 照明和运动控制之间的

同步，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灵活性。”Matt Bevacqua 解释

道。

TwinSAFE 确保操作人员和演员的安全

Flying by Foy 公司还通过在 Pegasus 系统中集成 TwinSAFE 

来确保操作人员和演员的安全。“TwinSAFE 安全解决方案

通过同一个现场总线理解智能安全 I/O 端子模块，并采用

与运动控制相同的布线方法，实施起来非常方便。”Matt 

Bevacqua 说道，“通过 TwinCAT 可以监测所有运动极限

值。TwinSAFE 是一种安全控制器，用于监测我们的全部升

降装置系列产品的所有安全相关子系统。安全数据和运行

数据通过同一个现场总线传输，因此无需额外使用线缆。

此外，这种安全控制器的扩展也非常方便：有了 EtherCAT，

如果需要增加原设计中没有的安全功能，仅需增加一个分

布式 TwinSAFE 端子模块，并在本地控制站安装一个 EL6900 

安全 PLC 端子模块即可。”

Flying by Foy 公司的控制解决方案使用了

倍福 C6515 工业 PC，并安装在 3.5 英寸

机架中

©
 F

ly
in

g 
by

 F
oy

©
 F

ly
in

g 
by

 F
oy



65全球应用 | 美国

就是围绕 AX5000 EtherCAT 伺服驱动器进行相应的开发工

作。“AX5000 驱动器整合让我们可以获得一种全面的高

性能解决方案，它可以将各种 Pegasus 控制装置统一在一

个先进的系统架构之下。有了倍福这样值得信赖的技术合

作伙伴，Flying by Foy 公司将继续不断地努力将创作者和

导演的构想变成现实，与此同时，充分调动观众的想象

力。”Bevacqua 最后说道。

倍福 C6515 工业 PC 的外壳设计让 

Flying by Foy 公司可以开发出结构

紧凑、高效散热的机架。这样，即

使多台工业 PC 叠装在同一个机架

中，热量也可以快速散发

席琳迪翁，“崭新的一天”— 钢琴搬运器

Pegasus自动化软件用作所有平

台的流量控制器，协调各种绞

盘、升降设备和无线控制单元

的功能倍福 TwinCAT NC PTP 用

于控制自动化和运动需求

Pegasus 自动化系统飞行运动模拟测试：

控制器中集成的 TwinSAFE 解决方案确保

操作人员和演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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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www.flybyfoy.com
www.beckhoffautom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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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时间动态模型”，

SMAC，MKT AG，德国

“破水而出”，Lundin Norway AS，
斯堪的纳维亚设计集团公司，挪威

“雨之舞”，樟宜机场，新加坡

MKT AG/ART+COM AG，德国

参考案例66

独特应用
参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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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瀑布，迪拜，Magical Production 
L.L.C，阿联酋

Screenflite® 数字标牌，

Simtec Systems，德国

67

艺术装置 . MKT AG/ATELIER BRÜCKNER GmbH/TAMSCHIK    
MEDIA + SPACE GmbH，德国： 
 –    开姆尼斯国家考古博物馆，德国 . MKT AG/Art+Com AG，德国： 
–    “雨之舞”，樟宜机场，新加坡  . MKT AG/HB Laserkomponenten GmbH，德国： 
–    3D KineMatrix . �LightHive 灯光秀，伦敦，英国

多媒体装置 . AquaDom，海水水族馆，柏林，德国 . Aqua Graphic® 数码水帘 ，法国国际水秀公司，法国 . as systems GmbH，德国： 
–    Waterdoor，Flimser Wasserwelten，瑞士 . Ferry Porsche Congress Center，奥地利 . GTG GmbH/Böckstiegel Automation，德国： 
–    数码塔，樟宜机场，新加坡 
–    超级碗，大都会体育馆，纽约，美国 . �Magical Production L.C.C.，阿联酋： 
–    人造瀑布，迪拜，阿联 . 微软技术中心，科隆，德国 . MKT AG/HB-Laserkomponenten GmbH，德国： 
–    3D KineMatrix . Simtec Systems,，德国： 
–    ScreenFlite®  数字标牌

可移动装置 . Frenckel 钟楼，坦佩雷，芬兰 . Milla & Partner GmbH,，德国： 
–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德国馆能源中心 . MKT – Fine Exhibition Engineering，德国 
–    开姆尼斯国家考古博物馆，德国 
–    “雨之舞”，樟宜机场，新加坡 
–    3D KineMatrix  . 斯堪的纳维亚设计集团公司，挪威 
–    “破水而出”，Lundin Norway，挪威 . Simtec Systems，德国： 
–    ScreenFlite® 数字标牌 . spidercam GmbH，奥地利： 
–    SpiderCam® 万向摄影机 . TAIT/Fisher Technical Services，内华达州，美国：  
–    林肯中心，纽约，美国 
–    上海世博会金属互动球 . Utinam，大钟，贝桑松，法国

企业展会/企业展示 . Ehrlich Entertainment，德国： 
–    “Jules Verne & Porsche”，德国 
–    “德国铁路 175 周年”，德国 . 斯堪的纳维亚设计集团公司，挪威： 
–    “破水而出”，Lundin Norway . SGPS/Show Rig，内华达州，美国： 
–    CES 

参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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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雕塑同灯光与水交融

水、灯光及运动的运用展现
最迷人的一幕

让人猝不及防却又妙趣横生的恶作剧喷泉设计都非常巧妙，并且在技术上极具挑战性。几个世纪以来，这

种有趣的应用一直激发着工程师的想象力。在 2017 年 2 月举行的荷兰 ISE 专业视听设备展览会上首次展出

了互动型动力学雕塑，将观众带入了一个由水与彩色灯光互动打造出的神奇世界。“3D KineMatrix”由在

互动装置和动力学雕塑的设计、开发及实施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专家 MKT Fine Exhibition Engineering 开发而

成。世界著名的激光秀、多媒体互动及视频投影专家 HB-Laser 也参与了合作，一起完成该项目。

在 2017 年 2 月举行的荷兰 ISE 专业视听设备展览会上首次展出

了互动型动力学雕塑 3D KineMatrix，将观众带入了一个由水与

彩色灯光互动打造出的神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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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型雕塑专为室内应用而设计，它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轻松适应各种场所的具体

建筑条件

“我们设定了一个目标，即结合我们的经验与个性化产品（由 HB-Laser 

开发的“3D HydroMatrix”），并利用我们的动力学专业知识，创造

出独一无二的作品。”MKT 董事会成员 Axel Haschkamp 解释说道。最

后我们利用水、灯光及运动的相互交融打造了一个神奇的3D 雕塑：

一个看似在水立方上自由漂浮的球，来回摆动并做圆周运动。有

时，它会停留在喷泉顶部，有时，它又会沉没到水下。下一秒钟，

球本身似乎又指引着水立方向上和向下运动。人们很难搞清楚控制

水、灯光和动力学装置互动的巧妙编排，因此绝不会让观众感到厌

倦。 

模块化和可扩展：互动型雕塑根据各个位置灵活调整

雕塑专为空间有限的室内应用而设计，包括酒店大堂、商场、企业

大厅、机场、赌场和游乐园，给观众带来欢乐，帮助人们调节情绪

和放松心情。涉及到大量规划和开发工作的定制雕塑的投资往往会

超过建筑师或客户的预算。由 MKT 和 HB-Laser 联合打造的 KineMatrix 

则是一款可以根据具体地点灵活调整的模块化解决方案。

该产品基于由 HB-Laser 开发的 3D HydroMatrix 模块。它配备了 10 个

喷嘴和 10 盏 RGBW LED 灯，包括创建水和灯光装置所需的所有组

件。根据应用的地点和范围，可以以任何所需尺寸的单个或串行配

置将多个模块编译成星形或正方形。据 HB-Laser 公司总经理 Harald 

Bohlinger 介绍，灵活的设计和小巧的体积让这座互动型雕塑具有独

特魅力：“目前市场上还没有其它系统可以从如此短的距离提供这

种 3D 效果。为了打造出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我们实施的系统使得

喷水间距只有 50 毫米，而传统的喷泉最小间距需要 300 至 400 毫

米。此外，LED 喷泉之间的最小间距也能够以像素级分辨率将视频或

文字投影到水面上。”

水和灯光组成的矩阵以及雕塑组件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灵活调

整。除了球之外，任何所需的物体还可以在 3D HydroMatrix 上方做三

维运动，以便与水和灯光进行互动。KineMatrix 还可以灵活地与其它

媒介（如视频、激光、灯光、音频和雾）相结合。 

高精度运动控制引人瞩目

决定 3D KineMatrix 具有模块化性和可扩展性的先决条件是它使用了

一个结构紧凑的控制平台，该平台可以根据项目在尺寸和复杂性方

面的具体需求进行调整。球的三维运动（正如在 ISE 展会上使用的）

由三台绞车实现。运动控制平台由一台集成有制动器的倍福伺服电

机、采用单电缆技术的伺服电机 I/O 端子模块 EL7201-0010（它集成一

个完整的伺服驱动器，将编码器系统包含在 12 毫米宽的端子模块外

壳中）和提供制动电阻的制动斩波器 I/O 端子模块构成。中央控制单

元使用的是一台倍福 CX2030 嵌入式控制器。控制系统包含完整的显

示程序，电缆长度和时间控制取自外部生成的 CSV 文件。TwinCAT NC 

PTP Motion Control 软件用于进行高精度定位计算。TwinCAT Camming 

功能块根据位置表执行主支撑点和相应从轴位置的线性或样条插

补。这样可以为观众创造一个看似生生不息的运动。为了同步动力

学与电路板上保存的水立方的控制序列，控制系统通过 ADS 协议将

值发送给上一级主控 PC。这台主控 PC 还会运行应用的可视化软件。

更多信息：

www.hb-laser.com 
www.mkt-ag.de/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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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运动控制：如此完美，
您可以用它来对时

纪念钟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中世纪时期，很多教堂和市政厅塔顶上都会装上这样一座大钟，为人

们报时。作为被世人瞩目的建筑和技术上的杰作，它们的精心设计体现了一个城市的财富和重要性。遵循这个

古老的传统，法国时钟表制造商 Utinam 为法国贝桑松 TGV 高速列车站打造了一款造型颇具现代感的大钟。它的

轴管理系统采用倍福的自动化技术进行控制，可以让钟摆运动与其擒纵轮精确同步。

贝桑松 TGV 火车站大钟控制

乘客在贝桑松火车站等待 TGV 高速列车时可以通过广场上的大钟

核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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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nam 公司为贝桑松 TGV 站设计的引人瞩目的大钟没有外壳，因而其机械结构全部

清晰可见。由于该钟高有 6 米，跨越两个楼层。用来连接机械结构和钟摆的擒纵轮

直径达到 1.44 米，四个齿轮的长度就达到了 2.85 米

这座钟除了其庞大的尺寸之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没有外壳，

因此，其机械运动过程完全可见。“这座大钟的安装很好地说明了

该地区的人们在机械工程、铁路以及传统的钟表制作领域特别精

通。”在 Utinam 公司拥有 20 多年钟表设计经验的 Philippe Lebru 如

此说道。“这样一座钟最复杂的地方在于其使用的零部件的范围和

尺寸。”例如，用来连接齿轮和钟摆并确保时钟运动一致性的擒纵

轮的直径达到 1.44 米，四个齿轮的长度就达到了 2.85 米。整座钟高

为 6 米，重达 6 吨。“在以最高达到 100/1 毫米的精度加工大型零部

件时需要使用高度精密的技术。”钟表制造专家说道。随后，他又

进行了补充：“时钟其实就是一台永不能停止的机器。因此，设计

的零部件必须几乎无需维护。让我们看一下钟摆制作过程加以举例

说明。它的长为 4 米，重达 80 公斤，每小时摆动 1000 次，即每天 

24,000 次，一年就是 9,125,000 次。”

基于 PC 的控制器同步钟摆运动与声音和光照效果 

大钟使用一台安装有 TwinCAT NC PTP 软件的 CX1020 嵌入式控制器作

为其控制平台。两台 AX5000 伺服驱动器和两台 AM3500 伺服电机控

制两个过程。其中一个过程用于保持钟摆的稳定运动，否则会因为

磨损速度减缓。当钟摆摆到最低点时，控制器同步电机与钟摆的振

荡频率并通过一个凸轮系统恢复其动量。另一个过程涉及到通过使

用电机仿真擒纵轮运动的方式同步擒纵轮运动与钟摆位置。运动轨

迹在 CAD 中设计，然后系统将数据导出到  TwinCAT PLC 软件中，并

生成一个旋转凸轮。

PLC 根据两个编码器发出的信息对应用进行控制。一个编码器位于钟

摆上，另一个位于擒纵轮上。第一个编码器指示钟摆的位置，这样 

PLC 就可以知道是否必须让钟摆重新摆动。这样也能够根据仿真的运

动轨迹确定擒纵轮的位置。第二个编码器用于擒纵轮的伺服控制，

它通过不连续运动向前而不是向后运动。因此，两根轴机械上是独

立的，由通过软件连接的电机驱动。它们按照主从轴方式运行。

每当钟摆改变方向时，它就播放记录好的声音：在一个方向上发

出“滴”声，在另一个方向上发出“嗒”声。除了音效之外，大钟

四周安装的 LED 灯与钟摆的运动同步。为此，嵌入式控制器带了一

个音频输出和 DALI 接口。PLC、驱动器和电机之间的实时通信通过 

EtherCAT 工业以太网系统实现。

应用软件在 TwinCAT 编程环境中开发。“解决方案使用起来非常方

便，大大简化了项目开发工作。各个元件的整合以及轴控制也非常

简单。”Utinam 公司支持该项目的自动化专家 Olivier Lehmann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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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赋予
动态景观模型生命

博物馆中的高科技媒体技术使得人与历史能够进行更多互动

以科学且引人入胜的方式展示地域历史对于博物馆馆长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德国开姆尼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中，他们成功地实现了这一平衡：由于采用了最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历史变成了一种感官体验。动态景观模型描

述的是萨克森自由州的历史，它盘旋在博物馆门厅处，在德国博物馆中无疑最为独特。当模型经过三个楼层时，

一部电影就投影到它上面，讲述萨克森州的文化发展历史。动态模型的实施、制作和安装耗时 8 个月，并于 2014 
年 8 月正式对外开放。布景专家 ATELIER BRUCKNER 负责设计整个方案。全球领先的永久动力装置专家 MKT AG 公司

负责整个项目的技术实施工作。TAMSCHICKMEDIA+SPACE 公司则负责多媒体设计与制作。

开姆尼斯国家考古博物馆（简称为 smac）于 2014 年 5 月正式对外

开放，其地址选在原肖肯（Schocken）百货大楼，该建筑位于开姆尼

斯中心区，始建于古典现代主义时期。在其三层高的展示厅（总面

积超过 3000 平米）中，smac 将考古发现作为基础，展现了萨克森州 

300,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该展示通过从自然时代到聚落时代再到现

代畜牧时代的演变，记录了今天的萨克森自由州在劳动人民的努力

和环境和气候条件不断变化的背景推动下所经历的漫长历史。“我

们展示这些考古发现，因为它确实是 — 回顾历史，面向未来。”Dr. 

Sabine Wolfram 解释说道。“我们尝试新方法回答一些最普遍的问

题：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的博物馆找到一些他想要的

东西。”

将高科技应用于博物馆：动态装置可以实现体验式教育

“‘萨克森时间动态模型’在从底楼开始运行时就有一个互动和教

育功能，以及一个通过吸引装置自动激活的时间轴。”为 smac 设计

了这一创新的多媒体交互展示方式的 ATELIER BRUCKNER 公司，其创

意总监 Uwe R. Bruckner 教授如此说道。

动态模型漂浮在建筑的中心，在视觉和内容上连接门厅和上面的三

个展览层。半透明板在 15 米高的空间中移动，悬挂在 30 根钢索上。

电影和声音效果完全配合着平板的滚动和向上向下动态运动。

“多媒体雕塑装置每小时垂直上下运动一次，它为每个楼层展示的

投影表面悬挂在 30 根钢索上，它们的运动由伺服电机分别控

制，穿过三个展示楼层，上升到近 15 米高空。共安装了八台

投影仪，其中五台安装在三楼的天花板上，其它三个楼层每层

各安装了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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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馆长 Dr. Sabine Wolfram 说道：“这一壮观的演示模型无疑是 smac 参观者

能够在博物馆体验的一大亮点。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从三楼往下看，参观

者可以直观感受到景观雕塑正向他移过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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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从上或下投影的“平板”移动到光锥中，动态投影映射确保能够根据轴向运动

精确调整图像的清晰度

内容构成了一个叙事性空间和链接，一台‘记忆机’带着我们走过

一段富有诗意的旅程，充分感受萨克森州 300,000 年的悠久历史文

化。”TAMSCHICKMEDIA+SPACE 公司创意总监 Charlotte Tamschick 在谈

到动力装置和多媒体技术方面时说道。

如果雕塑装置不处于演示模式，它就会被放置在底楼，参观者可以

与其互动并搜索。雕塑装置四周有 8 个触摸屏，可以用来查看有关

萨克森自由州的考古以及文化和经济历史方面的信息。显示屏可以

从监视切换到萨克森模型，从而叠加查询信息，这样，参观者之间

可以进行很好的互动。“其结果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地形地貌 — 一幅

萨克森州的‘活画图’。”Charlotte Tamschick 说道。

结构紧凑且可扩展：量身定制的控制技术 

同为 MKT AG 公司（受委托负责动态雕塑的技术实现）负责人 Peter 

Haschkamp 在描述该装置的技术特点时说道：“考虑到现有的结构条

件，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装置的重量和负荷分布。该装置

的总重量约为 8 吨，包括平板、钢索盘、电机和投影仪，必须以不

影响历史建筑结构的方式分布在天花板上。这意味着，技术解决方

案必须非常紧凑。”

轴和所有的传感器，包括安全技术，都通过两台适合控制柜安装的

倍福 C6525 工业 PC 分别控制。自动化软件使用的是 TwinCAT NC 

PTP，它也负责高精度运动控制。

MKT 在全球各地实施了大量动态装置，拥有可靠的业绩记录。其中

一个最负盛名的项目是新加坡樟宜机场的“雨之舞”动态雕塑，共

有 1216 根轴同步运动。然而，“雨之舞”的负载很小，而萨克森

州模型的平板重达 42 公斤，因此，系统也要视它们具体的尺寸而设

计。这对钢索、钢索盘和电机有更严格的要求，每块平板要使用三

个直径在  300 到 400 毫米之间的钢索盘。“15 根伺服轴通过集成了 

TwinSAFE 选项卡的倍福 AX5x03 系列伺服驱动器，和带有 AG2300 行星

齿轮减速机的 AM8043 型号的伺服电机驱动。”倍福公司剧院与娱乐

技术行业经理 Michel Matuschke 解释道。

“MKT 非常欣赏我们的控制组件所具备的可扩展性，如 smac 中用到

的单通道和双通道型号的伺服驱动器。除了重量限制之外，另一项

技术挑战是如何最小化顶层天花板的安装空间。整个设备必须安装

在 6 x 9 米的区域内。这一任务只能通过分布式控制架构实现，如 PC 

控制技术所提供的控制架构。”Peter Haschkamp 补充说道。“它让我

们能够在天花板上均匀分布控制组件。我们已经在之前的多个项目

中与倍福有过合作，在开发萨克森州模型的技术解决方案中，我们

又再一次进行了密切合作。”MKT AG 公司负责人之一 Axel Haschkamp 

认为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倍福电机在运行时“特别安静”，这让萨克

森州模型的平板可以无声地在空间内上下浮动。

EtherCAT：精确同步多轴运动和投影映射 

负责互动播放和电影投影编程的 Focus4 GmbH 公司经理 Christian Lung-

ershausen 在描述该项目特点时说道：“我们总共安装了 8 台投影仪 ，

其中 5 台安装在三楼的天花板上，其它三个楼层每层各安装了一

台，用于将电影素材放映到景观模型上。两个模式之间是有区别

的：在互动模式中，当萨克森州模型位于底楼时，参观者能够将某

些内容投影到该模型上。在演示模式中，模型上升到近 15 米高空，

需要 8 台投影仪的协调联动。用于从上或下投影的“平板”移动到

光锥中。在楼层之间运动过程中，投影数据在投影仪间交换。动态

投影映射确保使用的图像是正确的，并能够调整对焦。”

如果雕塑装置不处于演示模式，它就会被放置在底楼，参观者可以与其互动并查找

线索。8 个触摸屏可以用来查看有关萨克森自由州的考古以及文化和经济历史方面

的信息。显示屏可以从观看切换到萨克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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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全球应用 | 德国

“通过 TwinCAT ADS（自动化设备规范）连接多媒体控制 PC 和平板

运动控制器轻松、巧妙地完成了此项任务。它无需额外的硬件，借

助在多媒体控制程序中集成 ADS 通信 DLL 的方式通过以太网轻松实

施。”倍福慕尼黑办事处的销售代表 Raphik Shahmirian 如此说道。

“由于使用了这个开放的通信接口，多媒体控制器随时可以知道平

板的确切位置，因此能够相应地切换对焦和多媒体投影仪。”

参与萨克森动态模型制作的公司和机构：

科学理念和数据：萨克森州考古办公室

概念规划和方案设计：ATELIER BRUCKNER GmbH

技术开发和实现：MKT AG

多媒体设计与制作：TAMSCHICKMEDIA+SPACE GmbH

音乐和音响设计：BLUWI Music 和SounddesignGbR

互动播放和投影编程：Focus4 GmbH

控制系统：德国倍福自动化有限公司

开姆尼斯国家考古博物馆地址选在原肖肯（Schocken）百货大楼，该建筑位于德国

开姆尼斯中心区。古典主义时期的著名建筑师埃里克·门德尔松于 1927 到 1930 年期

间为由犹太人肖肯（Schocken）兄弟创立的百货集团设计和规划了该建筑

概览

针对舞台灯光音响技术的解决方案

具有动态投影映射的动态装置的控制

为客户带来的好处

–   快速传输和处理大量数据

–   控制和驱动模块的紧凑型设计是项目成功实施的    
先决条件

PC 控制结构

–   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用于实现动态运动控制

–   EtherCAT端子模块

–   安全端子模块

–   TwinCAT NC PTP

在其经过博物馆门厅的行程中，萨克森时间动态模型在每个展示楼层都会停留。每

个楼层的展示内容都通过电影投影的图像和声音展现

www.atelier-brueckner.com

www.mkt-ag.de

www.tamschick.com

www.focus4.de

更多信息：

www.smac.sachs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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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水而出”：伺服端子
模块驱动虚拟海洋

EtherCAT 同步 529 根轴，自动实现动力装置艺术

76 全球应用 | 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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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水而出”装置的整体艺术方案，包括软件工程，全部都由斯堪的

纳维亚设计集团公司（SDG）设计。“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能够展

示 Lundin Norway 形象的艺术品。Lundin 的业务是勘探和开采挪威大陆

架的石油资源，那么什么比抽象展示水下景观更合适呢？”SDG 公司

资深创意技术专家 Bjorn Gunnar Staal 在评论设计理念时这样说道。视

容器的密度而定，地球物理学家用来勘探油藏的海床地震记录采用了

一个介于浅黄色和深橘色之间的色阶，以便在地层模型中显示岩石、

砂砾和沙子不同的层。这启发了设计师给有机玻璃管涂上亮橙色。因

此，观众眼前起伏的虚拟海浪不是蓝色的，而是根据角度和前后错开

的管的密度，从亮橙色变成深橘色。一根管子代表一个勘探井，众多

重叠排列的半透明管子在第一层创造了一个由有机岩石层构成的移动

风景。一旦有人接近装置时，虚拟海景就会开启。管子被驱动到一个

安全位置，可以说，让观众犹如正在“潜水”。艺术家们希望通过这

一互动让观众亲身体验海床油藏的勘探活动。

“破水而出”动力装置由 529 个有机玻璃管组成，以在观众眼中创建

三维海浪起伏画面的方式不断移动

挪威 Lundin 石油公司设计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以纪念
公司成立 10 周年。Lundin 公司在挪威 Stavanger 于 2014 
年 8 月举行的 ONS 能源大会（全球最大的海上能源展览
会）上展出的动力装置艺术引起了巨大轰动。参观者络绎
不绝地来到 Lundin 公司展位，在展会开幕式期间，挪威
皇储 Haakon 也参观了这家石油开采公司的展位，对该公
司展出的这一装置印象深刻。529 个有机玻璃管以模拟海
浪运动的方式一起连续移动，并同时象征着不断勘探挪
威大陆架的水下石油资源。此外，参观者们还能够与该装
置互动。这是一个在艺术和机械以及控制技术方面都相
当复杂和精密的工程。设计师、建筑师、安全专家和机械
制造商与控制系统供应商倍福团结协作，互相配合，成功
地创造了这一工程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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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统一

动力装置的机械和支撑结构由挪威工程公司 Intek Engineering 提供，全

部都由，放置在建造的两层之间的天花板上。整个结构重约 5 吨，占

地面积为 25 平米，因此，结构的建造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 Ctrl+N 建

筑公司接受了这一挑战。

每根钢条都配有 23 个蜂窝状不锈钢外壳，在每个狭小的外壳中都装

有一个有机玻璃管、一台倍福的 AM8121 伺服电动机、一个驱动轮和

六个支承轮，以及一个用于位置补偿的电容式传感器。在巧妙设计的

速度和管直径之间的关系及管子彼此间的距离基础上，观众的脑海里

会生成一个三维的海浪起伏画面。这些通过安装的总共 529 个伺服电

机实现。相关的控制元件被放置在支撑结构的两端，由一个 EtherCAT 

耦合器 EK1100 和一套 I/O 组件构成，包括：数字量输入端子模块、

用于控制伺服电机的伺服端子模块以及用于稳定电压的缓冲电容器端

子模块。

“总共需要处理 10,200 个接点，在机械和控制方面都是个巨大的挑

战。” Intek 公司市场部经理 Rune Nordby 强调道，“控制和运动控制

模块的紧凑型设计，特别是 12 毫米宽的伺服端子模块，是 SDG 的艺

术方案在技术上成功实施的先决条件。”

控制系统架构包含三个主要的组件：

– 传感器和执行器层，由 EtherCAT 端子模块和                                      

      特定的安全传感器构成

– PLC 层，基于四台 C5102 工业 PC

– 上位应用层

为了实现人与动力学雕塑之间的互动，安装了两个重叠的传感器数据

层：镶木地板下面有一块 40 平米的电容式感应地面，4 个 K4W 传感

器（深度摄像头）安装在房间的每个角落。“我们在 openFrameworks 

中开发了更高级别的控制应用程序。”Bjorn Gunnar Staal 解释说道。

在由感应地面和运动传感器提供的数据的基础上，它包含一个实时环

境模型，为此创建了一个运动图，以模拟起伏运动。

用复杂的控制技术模拟海浪波涛汹涌的样子

应用程序与四个工业 PC 控制平台通信，该平台通过 TwinCAT ADS 控制

伺服电机。“我们为此应用使用了大量 openFrameworks 插件。”Bjorn 

Gunnar Staal 解释道。此外，斯堪的纳维亚设计集团公司和 Abida 的开

发团队为“破水而出”项目开发了三个新插件：

– ofxMultipleKinect，控制相同坐标系中多个 Kinect 点云的显示和校准

– ofxBeckhoffADS，便于在 openFrameworks 和倍福控制平台之间传输数据

– ofxSensfloor，指挥 openFrameworks 中感应地面数据的通信和可视化

总共安装了 529 个 AM8121 伺服电机和 529 个 EL7201 

伺服端子模块，以移动所有的有机玻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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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附了一个聚氨酯晶体并标有勘探井编号，挪威大陆架发现站点中的钻探样品隐藏

在一些管子中。在与虚拟海洋互动时，观众们可以“发现”它们

看的入迷的观众穿过虚拟海浪。地板中的运动传感器发出信号，告知已经有人进入

了装置，管已经驱动到安全位置

用 C ++ 编程的运动图设定值通过 ADS 接口导入的 TwinCAT NC PTP 自

动化软件中。PTP 轴定位软件与超高速 EtherCAT 总线系统和伺服端子

模块结合使用，在 1 毫秒的周期时间内计算每根管的位置。插补运动

的作用就是观众可以在视觉上感知自然的波浪起伏。如果传感器发出

一个运动信号，即进入“海洋”中，那么波动的轴心位置将被覆盖；

相邻的管的位置被调整，以便在在空间内走动的人的周围形成一个保

护圆顶。“每根管内部附着的一个薄金属环在每次通驱动单元内的电

容式传感器时就会给我们发出一个位置信号。这使得它可以轻松、安

全地仔细检查和控制我们的调整定位算法，随时给我们提供精确的管

位置。”Abida 公司创始人 James Fox 解释说。

上位 PLC 由四台基于 TwinCAT 3 和 EtherCAT 的 C5102 工业 PC 构成：其

中一个 PLC 用作 openFrameworks 应用 App 之间的数据通信和同步层，

其它三个 PLC 每个负责控制三分之一的伺服轴。PLC 通过根据上位应

用程序规定的位置连续调节每个伺服单元的速度、加速度，减速度、

制动处理来完成大部分工作。除此之外，这些 PLC 还负责校准、位置

补偿以及速度和扭矩监测。 

安全控制虚拟海洋

在设计该装置及其技术实施期间，从一开始就将大量注意力放在机

械结构、电气系统以及传感器方面的安全要求上。毕竟，装置既

概览

舞台灯光解决方案

拥有 529 根伺服轴的互动动力装置的控制平台

为客户带来的好处

– 快速传输和处理大量数据

– 控制和驱动模块的紧凑型设计是项目成功实施的     
先决条件

– 通过 ADS 通信使用 TwinCAT 集成一个客户专用的      
3D 应用程序

PC 控制结构

– 529 个伺服电机和 529 个伺服端子模块用于实现       
运动控制

– EtherCAT 端子模块：处理 10,200 个接点

– TwinCAT NC PTP：PTP 轴定位软件在 1 毫秒的周期     
时间内计算每根管的位置，从而产生一个插补运动，

观众会将该运动看成是起伏的海浪

79全球应用 | 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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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da 承担了将技术与设计和架构整合在一起的更广泛的使命，但

从事着其它许多领域。我们的技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自动化

系统、定制的软件平台和一个具有电气、系统和生物医学工程背

景的机器人来实施的。

挪威工程公司 Intek 成立于 1980 年，总部设在 Raufoss，专业从事

生产机器、物料搬运系统、机器人应用等的自动化。

Lundin Norway 总部位于奥斯陆，是瑞典集团化公司 Lundin Petroleum 

AB 的子公司，该公司在勘探、开发和生产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方

面有着良好的业绩记录。

Abida

Intek Engineering

Lundin Norway AS

紧凑的电子设备，用于控制安装在支撑结构两端的 529 个有机玻璃管。控制系统由

一个 EtherCAT 耦合器 EK1100、数字量输入端子模块、伺服端子模块和缓冲电容器

端子模块构成

然设计为互动装置，必须保证不对人构成任何危险。一直负责安全

和安保的 James Fox 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斯堪的纳维亚设计集团公司的

项目。“即使是使用有机玻璃管的决定也是基于一个深思熟虑的

方案，旨在排除任何受伤的危险。有机玻璃非常轻，且管开口的边

缘可以是圆形的。此外，装置是以具有低移动速度功能的方式设计

的。地板中的传感器层能够精密扫描即使是极狭小的空间，并使用

冗余扫描，以确保能够无盲点。我们的安全方案的目标是让系统足

够安全，以避免使用等级 SIL3 的安全措施，这将严重削弱此装置的

自由进入及其艺术性。”James Fox 补充道，“我们一直是这个由这

么多不同的人和公司组成的团队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能够一直紧密

有效地协作。我想我们，包括我们的客户（Lundin Norway）和供应

商，都会为能够交付这么一个复杂且体积庞大的高品质装置感到

自豪。参与这个项目的每个人都跨领域地精诚合作，让我们能够成

为“破水而出”的坚定后盾，我们可以很高兴地宣告该装置可以安

全地与人互动！”

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装置通过隐藏在一些有机玻璃管内的充油晶体得

到完善，很快将被永久陈列在 Lundin Norway 位于奥斯陆的总部。当

参观者通过虚拟石油库时，他或她可以“发现”Lundin Norway 的六个

最重大的石油发现中的这些原油样品，包括巨大的“Johan Sverdrup”

石油发现。

SDG 的 BjØrn Gunnar Staal 可以想象如何在 TwinCAT 和 EtherCAT 的基

础上进行进一步的项目实施：“在这个项目上，我与倍福有了第一次

合作，但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在这个装置中，大量的数据都由传感

器采集，然后传送给控制器，并且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基于 PC 和 

EtherCAT 的控制为满足这些需求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SDG 是斯堪的纳维亚领先的设计机构之一，总部位于奥斯陆。公

司拥有近 220 名员工，是挪威最大的通信网络，为很多知名公司

设计品牌和企业形象，并且还提供包装设计和最终客户市场营销

策划服务。SDG 凭借其在数字化和互动设计领域的创新解决方案

而闻名，Lundin Norway 的动力装置就是很好的说明。

斯堪的纳维亚设计集团公司（SDG）全球应用 | 挪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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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www.sdg.no
www.abida.no
www.intek.no
www.ctrln.no
www.lundin-norway.no
www.beckhoff.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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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打造
神奇水景
由 as-systems 工程公司建造的“Waterdoor”是瑞士弗利姆斯小镇中水世界（World of 
Water）展览的亮点。游客们惊奇地发现，当他们走近时，由密集的水滴形成的水幕会神

奇地打开。每个人的心里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当你穿过它时，瀑布会真的停止吗？一

台倍福的集成有 EtherCAT 端子模块和 TwinSAFE 安全技术的 CX8090 嵌入式控制器确保所有

人都不会被淋湿。

嵌入式控制器是打开“Waterdoor”的钥匙

©
 P

ho
to

 b
y 

M
at

th
ia

s 
N

ut
t

全球应用 | 德国82



惊讶的面孔：通过运动传感器触发，

打开 Waterdoor，以便让参观者在通过

时不被淋湿

弗利姆斯举行的“水世界（World of Water）”展在 2013 年 9 月开

始正式对外开放时被更名为“Sinfonia d'aua”，展示了如何能够以高

效、环保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由于在对隧道施工时意外发掘了一

片地下湖，该项目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初具规模，以对这种局面加以

补救。他们用环保的方式对完整的供水系统进行了重组，以满足饮

用水和发电需要，以及用于人造雪覆盖滑雪场。在 Punt Gronda 站，

有兴趣的参观者们可以了解弗利姆斯山区水资源间复杂的生态关系

和项目的技术实施情况。“Sinfonia d'aua 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各种水主

题。我们相信，大自然是我们以旅游为主的地区最有价值的资产。

我们不仅仅是想要解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我

们还想用一个个例子来进行演示。”Flims Electric 公司（推动项目实

施的公司）主管 Martin Maron 如此说道。为了利用周围自然环境营

造出独特的水景，as-systems 受委托来安装水帘，并最终以 Waterdoor 

的形式呈现。

值得一提的是，as-systems 在国际照明、音响、舞台工程领域已经活

跃了 20 多年，在设计神奇水景和显示器方面有悠久的历史。从带瀑

布、湖水和喷泉的完整景观到显示投影图像的水屏幕，再加上复杂

的照明设计，当参观者们在室内遇到水时，项目激发了他们的敬畏

和敬佩之情。 

借助 CX8090 嵌入式控制器实现技术奇迹

让人过目难忘的奇迹是由先进的自动化技术实现的。互动水展品由一

根轨道构成，该轨道上有数百个喷头安装在门楣上。一台紧凑型嵌入

式控制器 CX8090 和 EtherCAT 继电器端子模块 EL2798 用于控制喷头组

件。每一个数字量端子模块都有八个开关，其功能类似用于交流/直

流电压的继电器触点。电子开关与功能强大的 MOSFET 晶体管连接，

提供低启动电阻，以防止高电压峰值和电磁干扰。此外，CX8090 控

制总共监控 144 个数据点。

当门帘检测到有参观者时，水帘从中心向外打开（类似于剧院幕帘），

然后在参观者穿过后再次关闭。一个 DMX 端子模块控制门楣内的一

个绿色 LED 灯条，发出绿色信号即表示“开始运行”，红色信号则

表示“停止”。LED 导轨的另一个功能是照亮水滴，它对光线进行折

射，从而让参观者能够看得更加清楚。 

嵌入式控制器控制水位和流速，以及阀设置。水门通过磁力控制阀从

蓄水池开始流到一个 1000 升的集水箱中。系统监测该阀以及一个手

动阀，以完全隔离系统，并防止水回流。水位和补水装置也被监测，

即限制和控制回填水流量，以防止在泄漏时系统还在不断补水。在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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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所有这些检查后，系统将水泵安装在门楣处。系统监测水流速度、

压力以及内部传感器，以检测任何电缆断开情况。由于泵在水帘开放

了一定时间后会自动关闭，因此它也有特殊的算法，以防止产生误

报。水箱安全通过倍福的 TwinSAFE 端子模块控制，这些端子模块可

以区分水位上升是由于水帘打开较长时间引起的，还是因为排水问题

引起的。系统还使用了一个 KNX 接口，以便通过短信报告事件，如

临界水位。

“基于 PC 的控制系统与我们的应用非常匹配，不但是因为其体

积小，采用模块化设计，而且能够处理多种类型的信号。它也可

以集成到我们的远程控制网络中，以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无故障

运行。”as-systems 公司总经理  Andreas Staphan 说道。“我们还为

‘魔法瀑布’使用了高精度 EtherCAT 控制器，其中各个阀被打开和关

闭，以便以流水的形式创建图片和信息。此外，我们已决定用 倍福

的组件装备我们未来的特别展品。这使我们能够对模块进行标准化，

利用倍福具备的全球技术支持和分销网络的优势为我们全球的展品提

供服务。”

一个 DMX 端子模块控制门帘上方的 LED 灯。红色表示“停止”，绿色表示

“开始运行”

阀 阀

回流

压力传感器

水位测量传感器/
电缆

传感器/
电缆

传感器/
电缆

传感器/
电缆

DMX 8 8 8 8

T P
阀 压力传感器

P

蓄水池 1000 升水箱 固定水箱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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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s-systems.com
www.flimselectric.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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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樟宜机场的“雨之舞”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动态雕塑。该作品的艺术

理念和编舞的算法设计由柏林的 Art+Com AG 公司创作。为了达到热带雨的效

果，该作品使用了 1216 滴闪闪发亮的镀铜铝制雨滴造型。这些“雨滴”通过

细钢丝从天花板上悬垂下来，每滴“雨滴”都由一台小型伺服电机驱动。在

这个时长为 15 分钟的表演秀中，“雨滴”形成与飞舞主题相关的不同场景。

动力装置专家 MKT AG 公司负责整个“雨之舞”的技术实现，包括软件。具有

高性能、高实时性、拓扑结构的灵活性等特点的 EtherCAT 技术完美解决了来

自 1216 根伺服轴实时同步带来的挑战。

“雨之舞”
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新加坡樟宜机场： EtherCAT 助力实现 1216 根伺服轴的同步运动

该作品由两个相邻的区域组成，共 75 平

方米，每个区域有 608 个“雨滴”造型，

这些“雨滴”在 7.3 米高的空中可以自

如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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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
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CAG）成立于 2009 年 6 月 16 日。作为樟宜

机场的行政管理公司，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主要负责机场的营运

和管理、空中交通枢纽功能的不断完善、商业活动和提供紧急服

务。2011 年，机场的客流量达 4600 万人次。作为登机大厅现代化

的一部分，CAG 投资了一副动态雕塑：表现了热带雨效果的作品

“雨之舞”是向新加坡这个热带城市的致敬。

福的支持。“在‘雨之舞’中，我们实现了迄今为止该类艺术作品中

最尖端的项目。”MKT AG 总监 Axel Haschkamp 说道，“本项目花费

了 2000 多工程小时。最具有挑战性的是将重达 30 吨的全预装设备运

输到新加坡。”

由于需要精确驱动 1216 根轴，所以“雨之舞”对控制的要求非常

高。除此之外，项目还要求高度的可用性、组件的紧凑型设计以及组

件无需编址即可被轻松更换。“我们的客户，樟宜机场，提出的最重

要的要求之一就是系统必须全天候 24 小时运行。即使个别轴出现故

障，‘雨之舞’必须继续进行。”同样是 MKT 总监的 Peter Haschkamp 

补充说道。

新加坡樟宜机场第一航站楼的旅客和机场访客进入这个现代化的登机

大厅时，他们都会因这个动态雕塑“雨之舞”而驻足。“一千多滴‘雨

滴’的和谐互动也象征着机场的工作人员，他们日复一日地确保来到

樟宜机场的旅客和访客能感到惊喜并对机场留下美好回忆。”樟宜机

场集团的机场运营副主任 Yeo Kia Thye 说道。

该作品由两个相邻的区域组成，共 75 平方米，每个区域有 608 个

“雨滴”造型，这些“雨滴”在 7.3 米高的空中可以自如升降。这个

与众不同的空间布置艺术理念来自柏林的 Art+Com 公司。德国奥而

兴（靠近慕尼黑）的 MKT AG 公司负责整个项目和编程的技术实施。

专营动力装置的 MKT AG 公司在控制系统的编程和实施期间得到了倍

在这个时长为 15 分钟的表演秀中，1216 滴“雨滴”形成与飞舞主题

相关的十六种不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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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福 C6525 工业 PC非常适合安装在狭小的空间内，因此完全

满足该项目非常扁平的设计要求。由于选用了可选的 SSD 存

储介质和被动式散热技术，C6525 不包含任何旋转部件

MKT 公司在倍福种类丰富的产品中找到了与机场航站楼天花

板狭小安装空间完美配合的紧凑型驱动解决方案：EtherCAT 

端子模块，与其无缝集成安装的伺服端子模块和 AM3121 紧

凑型伺服电机

如何同步控制 1216 根轴？

“1216 根轴的同步驱动是本项目的绝对亮点之一。”倍福慕尼黑办

事处的销售人员 Raphik Shahmirian 强调说。Raphik Shahmirian 与 MKT 

公司密切合作，参与了“雨之舞”的技术实现。除此之外，还必须满

足“雨滴”在顺序运动中的动力学、精确度和速度方面的高要求。

“雨滴”以 1.5 m/s 的速度和 1.4 m/s2 的加速度运动。运动必须是充满

动态的，但是同时又必须平滑、没有震动。MKT 在带紧凑型伺服驱动

技术的基于 PC 和 EtherCAT 的倍福控制平台中找到了适合此任务的解

决方案。

C6525 工业 PC 作为中央 PC 负责控制。其通过 TwinCAT ADS 与 MKT 的专

用 GUI 计算机通信。同时，PC 作为 EtherCAT 主站，并通过 TwinCAT NC 

PTP 集中控制 1216 根轴。通过 TwinCAT 凸轮表函数，主 PC 将位置数据

分配给六台从 PC ，每台从 PC 分配有 192 或 208 根轴，并参考主动轴

确保所有轴的同步性。EtherCAT 实时通信直达每一个轴。

MKT 的 GUI 计算机用于可视化，用表格的形式以 200 ms 的间隔显示每

滴雨滴的位置数据。这相当于每秒五幅图片。可能只有通过 TwinCAT 

NC PTP 中的插补法才能实现肉眼看到的这种流畅感。这里，使用 2 ms 

NC 任务中的样条算法计算每滴“雨滴”的 100 个中间位置。这些计

算在每台分配有本地轴的从 PC 上进行。

只有通过使用 EtherCAT 和 TwinCAT NC PTP 才能实现像 3D 电影般的雨

滴同步运动的艺术效果。主站保持所有轴相互同步；从 PC 每 2 ms 计

算一次轴的位置并通过 EtherCAT 将轴的位置与伺服驱动器实时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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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2，有 608 根轴

Ethernet / ADS

轴 1 … 16 轴 1009 … 1024

1 6413 76

AM3121… AM3121

轴 1201 … 1216

EK1100, 
16 x EL7201 

AM3121…

…

39 51…

AM3121

52 63… 64 76…

AM3121… AM3121

轴 193 … 208

工业 PC C6525
带参考轴的主 PC
（虚拟）

用于 GUI 的 MKT PC

从站 PC 1
208 轴

EK1100, 
16 x EL7201 

AM3121…

…

1 13…

从站 PC 2
192 轴

区域 1，有 608 根轴

从站 PC 5
192 轴

从站 PC 3
208 轴

从站 PC 6
208 轴

从站 PC 4
208 轴

AM3121

14 25… 26 38…

运行 TwinCAT NC PTP 自动化软件的倍福 C6525 工业 PC 负责 1216 根轴的中央控制。与 MKT 公

司的 GUI 计算机通过 ADS 进行通信。C6525 充当主站并将位置数据分配给六台从站 PC，每

台从站 PC 分配有 192 或 208 根轴。其参考主动轴来确保所有轴的同步性。EtherCAT 实时通

信直达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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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KT
 A

G



MKT AG
位于德国奥尔兴的 MKT AG 公司从事贸易展览、活动、博物馆和展示厅的独

特展品和动态作品的设计、开发和实施，已有 30 多年的经验。其客户不仅

包括艺术和文化事业单位，而且还包括知名的工业公司和服务供应商。MKT 

致力于最先进的技术、互动和严谨的设计。

更多信息：

www.changiairportgroup.com
www.mkt-ag.de
www.artcom.de

MKT AG Fine Exhibition Engineering 管理委员会成员 Peter Haschkamp 和 

Axel Haschkamp（右）

最具有挑战性的是将重达 30 吨的全预装设备

运输到现有建筑中

ART+COM
位于德国柏林的 ART+COM AG 在空间设计方面选择了新的道路。与媒体设

计师、媒体艺术家、IT 开发人员、技术人员、编程人员、通信和产品设计

师、科学家、工程师和项目经理合作，公司研究了计算机媒体的创造和技

术可能性并将其投入到艺术设施的实践中。在翻新新加坡机场第 1 航站楼

期间，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委托 ART+COM 设计一套奢华的设施。目标是

为登机大厅营造出凸显个性、让人沉思的时刻，与忙碌的旅行气氛形成对

比。

宽度仅为 12 mm 的模块化紧凑型伺服驱动单元

每根轴的运动精度在±1 mm，运动路径总长 7.6 m。两滴“雨滴”间

的最大偏差为 0.25 mm。每滴雨滴通过 EtherCAT 伺服电机端子模块 

EL7201和 AM3121 型伺服电机进行控制。“在与 EtherCAT 端子模块排

无缝集成的伺服端子模块中，我们找到了与机场航站楼天花板有限安

装空间完美配合的超紧凑型解决方案。”Peter Haschkamp 强调说道。

此外，伺服驱动技术也提供了动态优势并实现了流型转变。

模块化控制器简化了调试工作

“模块化的控制解决方案和单独轴的简易更换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例如，这使得部分调试成为了可能；比如，我们能够在软件、硬件

和机械装置上并行工作，这使得我们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本项

目。”Peter Haschkamp 强调说。有了 TwinCAT NC PTP，就有可能“调

试”整个表演秀，例如，可像电影一样快进和倒带。这大大地简化了 

MKT 的调试工作。如果单独的序列段未能 100% 令人满意，那么 MKT 

的工程师可以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正如 Peter Haschkamp 所强调的一

个巨大的优势：“使用其它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的，因

为你每次必须从一开始便不断地启动表演秀直到达到你想要的位置，

这非常耗时。”

与过去 MKT 通过分散式硬件控制器实现的类似动态雕塑相比，“雨

之舞”则是通过中央 PC 和软件采用 EtherCAT 通信实现控制的。在早

前的控制解决方案中，MKT 将凸轮表函数本地存储在驱动器中，而现

在凸轮表函数则由软件执行。这样，中央 PC 管理位置数据，并通过

EtherCAT 将其实时发送到轴。

MKT 选择倍福作为合作伙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倍福在全球的地

位。倍福不仅能够让来自德国威尔公司总部的专家陪同和支持项目。

终端客户还能得到新加坡倍福子公司的现场支持和服务。

91全球应用 | 德国&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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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XaFLITE® 飞行影院，中国，

Simtec Systems，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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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芜湖华强文化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深圳华强文化科技集团，中国

无锡太湖秀场，中国

北京北特圣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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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动感驾驶模拟器

Xesa Systems，意大利

大狼屋水上乐园电影院剧场景观，

La ProPoint Inc.，加利福尼亚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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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乐园 . 华特迪士尼幻想工程（Walt Disney Imagineering，WDI），     
伯班克，美国 . Alterface Projects S.A.，瓦夫尔，比利时： 
–  4/5D 特效互动影院  . 北京北特圣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 
–   宋城炭河千古情，中国 
–  无锡太湖秀场，中国 . 江苏博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  浙江乐清铁定溜溜乐园 
 –  大连福立方超级乐园 
 –  华谊兄弟济南电影小镇 
 –  苏州华谊兄弟电影世界 . 深圳华强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  鸟之歌，芜湖华强文化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  女娲补天，济南华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 K. D. Decoratives Ltd.，哈德斯菲尔德，英国： 
–  “圣诞夜惊魂”（日落冒险乐园） . La ProPoint Inc.，加利福尼亚州，美国 
–  大狼屋水上乐园电影剧场景观 . Sigma Services Inc.，佛罗里达州，美国： 
–   派拉蒙奇幻游乐园（Paramount Wonderland），加拿大 . Simtec Systems，德国： 
–  Hexaflite®  飞行影院，中国 . Steel Construction and Robotic Machinery（S.Co.R.E），                  
黎巴嫩： 
–  模拟赛马“Real-Motion” . Xesa Systems — Full Motion Technology，意大利： 
–  全动感驾驶模拟器  

娱乐场 . 新濠天地娱乐场，澳门，中国： 
–  各种娱乐场所 

 电影制片厂/电视演播室 . SGPS/Show Rig，内华达州，美国： 
–  速度与激情 7
– 变形金刚 4：绝迹重生

– 钢铁侠 3
– 布偶大电影

 

电视节目 . SGPS/Show Rig，内华达州，美国：  
–  老大哥

– 超级减肥王

– 美国之声 

参考案例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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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运动控制与同步

基于 PC 的技术控制娱乐应用和动态数字标牌

Simtec 擅长为客户量身定制运动模拟系统。集团创始人兼总经理 Bernd Kaugmann 凭借

其丰富的飞行模拟器专业知识进军汽车零部件测试和娱乐应用市场。如今，在世界各

地的主题公园、4D 影院和博物馆都可以看到 Simtec 模拟系统的身影。Screenflite® 媒
体信息展示系统的成功开发标志着 Simtec 也进入了数字标牌领域。这款媒体信息展

示系统就像一件令人着迷的流动的艺术品，可以安装在机场候机楼、火车站或购物中

心，吸引人们驻足观看，而这一切的实现都是依靠倍福基于 PC 的高精度自动化控制

系统。

对于旋转显示屏所用的小型电机的控制，Simtec 使用的是采用

了单电缆技术（OCT）的 EL7201 伺服端子模块

全球应用 |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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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Simtec 研发的 Screenflite® 数字标牌系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营销工具。屏幕的

动态运动可以吸引路人驻足，动态传递广告信息

全球应用 |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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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tex 系统有限公司的主要收入源自娱乐行业，Simtex 在娱乐行

业的核心业务是开发和定制生产模拟器系统，其中约 80% 销往中

国。“2010 年上海世博会是我们第一次进入中国市场。”Simtec 系

统有限公司业务拓展经理 Andreas Stickel 说道。“考虑到我们的国际

销售一直保持强劲增长，我们对位于德国布伦瑞克的生产基地产能

进行了扩充，并于 2016 年在中国设立了子公司。”他补充说道。

最新一代“飞行影院”

除了将视觉与科技特效结合提供完美模拟体验的 Funride™ 系列经典

产品之外，Simtec 又开发完成了最新一代 Hexaflite® 飞行影院系统，

它是一套室内场景模拟游乐设施。六自由度动感平台四周被直径达 

23 米的球形投影屏幕环绕。观众入座并锁紧安全压杆后，伴随着一

瞬间让人窒息的起始运动，观众们将通过平台翻转成竖直位置，并

被推进到环形球幕前。“系统可以确保每个观众都坐在屏幕的正中

心位置，确保每个人在观影时都能享受到同样身临其境的体验，开

启一场独一无二的感官之旅。”Andreas Stickel 说道。系统的线性加

速度范围为 ±0.7 g 至±1 g，可以围绕所有轴旋转 ±15 至 20 度，与

投影图像和特效完美同步，为观众打造壮观、高动态全景沉浸式飞

行体验。

动感平台由倍福提供的 CX5140 嵌入式控制器、多点触控控制面板

和 TwinCAT 3 自动化软件控制。通信系统采用的是高性能的 Ether-

CAT。“EtherCAT 拥有几乎无限的网络扩展能力和高数据传输率，是

大规模工程项目的理想现场总线系统。同时，EtherCAT 具有出色的分

支能力，支持几乎所有网络拓扑结构。Simtec 还充分利用了 EtherCAT 

支持的冗余功能。”软件开发团队负责人 Christian Spoper 解释道。

运动控制系统使用的安全解决方案由约 100 个 IP20 数字量 TwinSAFE 

端子模块和本地 IP65 TwinSAFE I/O 端子盒组成。此外还使用了 4 个 

EL6910 TwinSAFE 逻辑端子模块，它们不仅相互间通信，还与上位 

CX5140 通信。Christian Spoer 解释道：“倍福的 I/O 端子盒的信号和接

口具有多样性，这也让我们能够轻松地通过 DMX 端子模块将舞台灯

光控制和压缩空气测量与相应的测量模块集成在一起。” 

TwinCAT 集成了客户专用的运动控制专业知识 

Simtec 使用 C++ 自主开发了针对此应用的闭环控制技术，而 TwinCAT 

3 刚好也支持 C++ 编程语言，好处是可以将 Simtec 的整个运动控制

编程轻松集成到 TwinCAT 3 自动化软件平台中并实时运行。HuxFLITE® 

系统使用的用户界面是 Simtec 使用 C++ 开发的另一个专有解决方

案。“倍福技术的一大优势是，我们的可视化系统能够通过 TwinCAT 

over ADS 轻松实现通信。”Andreas Stickel 强调道。

动态解读数字标牌

Simtec 正凭借 Screenflite® 系统进军新的市场。这款模块化的媒体信息

展示系统重达 5.3 吨，整体系统由三层环形旋转层组成。每个圆环上

有四个约两平方米大小的液晶显示屏，可以用剪刀形伸缩臂向前或

向后移动约 1.1 米，这些显示屏既可以配合旋转或者独立旋转。“整

个系统采用高动态的编排，液晶显示屏可以相向移动并分开，悄无

声息地排列成不同样式的队形，多个单独的屏幕可以快速拼接成更

大的或巨型屏幕（2/3/4/6个显视屏）。”Andres Stickel 在描述这个动

力学系统时说道，“此外，上下圆环上的平板屏幕可以垂直方向倾

斜。巧妙的机械设计确保屏幕不会相互碰撞。”

这 12 个显示屏中的每个显示屏都能够分别再现与动作同步的媒体内

容。由于屏幕的运动序列是通过编程来确定的，因此运动序列可以

与系统的 20 度的自由度保持一致。“我们已经为 Screenflite® 创建了 

9 个不同的运动循环，但动力学模型可以自由编程，并且可以由运营

商的内容设计师进行调整。”Andreas Stickel 补充道。

模块化的数字标牌系统由三层环形旋转层组成，重达 5.3 吨，每个圆环上有四个液晶显示屏，

可以向前或向后移动约 1.1 米，并可根据需要同向旋转或相向旋转

液晶显示屏可以动态组合和再次分离，可以悄无声息

地排列成不同样式的队形，并可快速拼接成更大的或

巨型屏幕（2/3/4/6 个显视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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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要求非常精确的驱动控制和完美同步

“从控制角度来看，数字标牌系统是我们最复杂的产品。”Christian 

Spoer 说道。挑战在于如何在不同运动控制速度下实现高精度和完美

的同步。通过伸缩臂移动液晶显示屏的三个圆环之间无机械连接，

而是通过使用 TCP/IP（通过 ADS）的 Wi-Fi 进行通信。只有电源和紧急

停机信号通过滑环传输。

每个圆环配备一台搭载 Intel Atom® 四核处理器的 C6015 超紧凑型工

业 PC，用作 EtherCAT 主站，控制四个液晶显示屏的运动。由于所有

使用的工业 PC 都具有高性能，其中一台能够通过 Wi-Fi 处理所有三个

圆环的同步。“C6015 的外形非常小巧，尺寸只有 82 x 82 x 40 mm，

非常适合安装在屏幕旋转时形成的狭小空间中。”Christian Spoer 解

释道。

运动控制程序在一个与 PLC 项目相连的 C++ 模块中运行。“我们在

一个无缝集成到 TwinCAT 3 中的 C++ 模块中编写了轴控制算法和运动

序列同步算法。TwinCAT NC 软件库提供闭环控制程序和轮廓生成程

序。”Christian Spoer 补充道。

分布在数字标牌系统三个层上的所有 27 根 PTP 轴通过 AX5000 系列集

成有安全功能的单通道和双通道 EtherCAT 伺服驱动器进行控制。对

于旋转显示屏所用的小型电机的控制，Simtec 使用的是采用了单电缆

技术（OCT）的 EL7201 伺服端子模块，因为它们设计紧凑，非常适合

在有限的空间内使用。

结论

Simtec 在很多项目中都使用了倍福的控制技术。“我们在此款媒体信

息展示系统中使用了全系列的倍福控制组件，从控制面板和工业 PC 

到 I/O 端子模块和 TwinCAT 软件。选择集中式和分布式这两个版本

的 PC 控制系统都非常贴合我们的需要，是实现我们的应用的重要前

提。倍福可以提供种类繁多的端子模块也让我们受益颇多。例如，

我们只需将压力测量端子模块插接到 I/O 网段，就可以识别系统中

的压降并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EtherCAT 的高通信速度和诊断功能是

实现屏幕完美同步的先决条件。使用倍福技术为我们带来的好处还

有：可以将 C++ 模块直接集成到 TwinCAT 3 中，以及在 Visual Studio 

顶部运行这个模块的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将 Git 集成到版

本控制系统中。”Andreas Stickel 在总结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的诸多优

点时说道。

更多信息：

www.simtec.de/en

 

The Hexaflite® 飞行影院是一个六自由度动感平台，采用圆顶投影，可以实现水平 

180°和垂直 110°的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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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高效地利用大狼屋水上乐园的狭小
空间打造创意布景
LA ProPoint 是娱乐技术领域专家，最近为美国大型连锁水上乐园大狼屋打造全新的电影剧场景观，它通过屏幕四

周框架中集成的机械布偶和视频投影制作各个动画场景。LA ProPoint 采用满足娱乐行业标准的倍福技术将视听技

术、机械布偶和自动化设备集成在一起，节省大厅内的安装空间。

洛杉矶 ProPoint 公司在创新景观中将卡通片与电子动画特效技术完美融合于一体

全球应用 | 美国
|

98



上图：《Northwoods Friends》动画片中的一个场景 

左图：位于明尼苏达州布卢明顿市的大狼屋水上乐园拥有由 LA 

ProPoint 公司开发和实施的创新《Northwoods Friends》演出剧场

全球应用 | 美国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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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能够在这个让人着迷的假日天堂玩转各种刺激精彩的娱乐项

目，彻底放松身心。大狼屋是美国大型连锁的室内水上乐园度假

酒店，其内各个场馆的大堂都设有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电影剧场景

观，欢迎各个年龄段的游客来到这个充满欢乐的地方。在这里，

《Northwoods Friends》演出中的卡通人物在一个特制的框架中进行

各种表演。框架中集成的电子动画制作元件与动作序列精确同步移

动，并与屏幕上播放的内容融为一体。视频投影使得集成在框架内

的卡通人物更加栩栩如生。大狼屋水上乐园在完成四个场馆的安装

后，已经计划在更多的场馆安装。

若想成功实施新的大厅剧院，需要在非常小的空间内安装大量的自

动化组件和联网设备。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太阳谷的 LA ProPoint 公司

的娱乐工程专家负责该项目中的设计和安装工作。该公司是一家主

要为北美地区用户提供服务的娱乐视听设备公司。LA ProPoint 公司客

户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涉及的领域包括主题公园和剧院（如太阳

马戏团）、大型体育场馆（如达拉斯牛仔队的主场 AT&T 体育场），

以及博物馆设施（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等。

全球应用 | 美国

一台安装有 TwinCAT 3 软件的 CP6706 面板型 PC 负责实现整个 Northwoods Friends 

演出的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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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卢明顿市大狼屋水上乐园鸟瞰图

引领视听与娱乐技术的融合

“像《Northwoods Friends》这样的电子动画特效作品展示了视听与娱

乐技术是如何交融，实现剧场式逼真的动画效果。”洛杉矶 ProPoint 

公司的自动化工程师 Richard Adams 说道。为了满足大狼屋水上乐园

对于剧场景观提出的高要求，LA ProPoint 首先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将

视听和电子动画特效功能无缝结合并具有高性价比的控制系统。LA 

ProPoint 公司充分利用了他们通过各种应用积累起来的专业知识，包

括自动化技术专业知识。

展示与倍福合作的自动化系统的时间到了

在项目开发最后阶段，开发团队决定采用倍福基于 PC 的控制平台和 

TwinCAT 3 软件实现通用自动化。一台 CP6706 面板型 PC 负责实时控

制所有功能，包括由步进电机驱动的机械布偶和安装有 TwinCAT 软

件的视听设备。TwinCAT 控制系统使用 Ethernet TCP/IP 连接两个不同

制造商提供的三台投影仪、一个蓝光播放器、一个高端混音器和三

个 BrightSign 媒体播放器。“我们决定使用 TwinCAT 软件的最大原因

是它能够在一个通用的软件平台上对一切对象进行编程。”Richard 

Adams 补充说道。

全球应用 | 美国

集成在机械布偶动画剧场框架中的卡通人物通过步进电机移动，

并通过它们上方的视频投影制作出各个动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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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立针对视听和娱乐应用的通信，TwinCAT SMPTE 时间码接口

可以提取 SMPTE 主站发送的时间信息，以便在应用中提供绝对时间

参考。“这也说明 TwinCAT 非常适用于娱乐应用，从控制工程的角

度来看，该软件也非常重要，因为传统的 PLC 平台不可能做到这一

点。”Adams 解释道。

EtherCAT 端子模块用于实现系统通信，并且能够节省小型控制柜中

安装空间。例如，EtherCAT 超采样端子模块 EL3702 从 SMPTE 主站获

取信号，而 EtherCAT 端子模块 EL7041 用于驱动步进电机。Richard Ad-

ams 评论道：“EL7041 步进电机端子模块可以轻松连接步进电机，

实行控制。所有一切都在 TwinCAT 中集中编程，无需对 8 个不同的电

机控制器进行编程、安装和布线，电机可以再次整洁地与安装在 DIN 

导轨上的 I/O 连接。”

通过 CP-Link 4 单电缆解决方案将安装在后台狭小空间的倍福控制器

连接至用作接待台处用户界面的 CP2907 控制面板。由 LA ProPoint 公

司用 TwinCAT 软件开发的人机界面直观易用，包括前台工作人员、

视听设备操作人员和维护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在水上乐园中工作的

人员都可以方便地操作。

缩短开发和安装时间

LA ProPoint 认为他们首次基于 PC 的控制应用非常成功，并且已经计

划进一步的合作。“与其它方案相比，在 TwinCAT 软件平台中集中

编程步进电机控制程序帮助我们节省了约一周的编程和故障排除时

间。”Adams 说道，“倍福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不仅能够降低软件开

发成本，还能够节省大量的面板设计和安装时间。我们可以肯定的

是，在这个方面帮我们节省了好几周的设计和开发时间。”

在这个动作序列中，部分机械布偶框架被降低，视频被

投影到另一个移动的屏幕组件，使其看起来像一架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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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woods Friends 演出结构紧凑的控制柜安装内部视图

概览

PC 控制结构

 � TwinCAT 3 用于编程结构化文本、TwinCAT NC PTP 用于控制

机械布偶、TwinCAT PLC HMI 用于用户界面、TwinCAT TCP/IP 
用于实现独立于厂商的通信以及  TwinCAT SMPTE 时间码用

于同步视听设备 
 � CP6706 面板型 PC 通过 CP-Link 4 连接至 CP2907 7 英寸控制

面板

 � EL3702 EtherCAT 超采样端子模块和 EL7041 分别用于控制视

听系统和步进电机

针对娱乐设备行业的控制解决方案

创新的休闲度假游乐园景观将机械布偶与大堂影院的视频投影

完美融合 

为客户带来的好处

 � 基于 PC 的控制满足娱乐行业的通信标准，能够实现所有

控制功能

 � TwinCAT 软件显著减少编程时间

 � EtherCAT 端子模块和结构紧凑的驱动模块可以极大地节省

安装空间

 � 经济且易于操作的实施方式，适合推广，安装在更多的

地方

左图：后台狭小空间内安装的控

制器通过 CP-Link 4 单电缆解决方

案连接至大狼物水上乐园接待台

的 CP2907 7英寸控制面板

右图：EtherCAT 无缝支持典型的

娱乐视听技术标准持，如 SMPTE 

时间码

更多信息：

www.greatwolf.com
www.lapropoint.com
www.beckhoffautom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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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NEST 大楼，杜本多夫，瑞士

菲茨瑙公园酒店，瑞士弗劳恩霍夫 IAO 虚拟工程中心

（ZVE），斯图加特，德国

参考案例104

楼宇自动化
参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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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案例 105

微软办公大楼，科隆，德国

办公楼及工业建筑 . AEC Pole Division 生产大楼，意大利 . Carheal+，Støvring，丹麦 . 科莱恩化工（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中国 . Daimler，斯图加特，德国 . Diamant Software，比勒费尔德，德国 . dSPACE 办公楼，帕德伯恩，德国 . Empa Campus，瑞士 . Etech 中心，林茨，奥地利 . 欧罗巴广场，维也纳，奥地利 . Eurospin Grocery Stores，意大利 . Eurotheum，法兰克福，德国 . F-eins，维也纳，奥地利 . Holzwerke Weinzierl，菲尔斯霍芬，德国 . Internorm，特劳恩，奥地利 . Karolkowa 商业园，华沙，波兰 . KölnTriangle，科隆，德国 . 微软办公大楼，科隆，德国 . 微软办公大楼，慕尼黑，德国 . 美诺（Miele），居特斯洛，德国 . Nardini 公司办公大楼，巴萨诺，意大利 . 国电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北京，中国 . nobilia 柏丽橱柜，威尔，德国 . Pirelli Germany GmbH，布鲁伯格，德国 . 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洛桑，瑞士 . 旭格（Schüco）技术中心，比勒菲尔德，德国 . Sensirion，Stäfa，瑞士 . 天空塔，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 . Tekloth GmbH，德国 . TME，物流中心，罗兹，波兰 . Tower 185，法兰克福，德国 . WesBank 办公大楼，约翰内斯堡，南非 . Westpac 总部大楼，悉尼，澳大利亚 . 唯听公司大楼，Lynge，丹麦 . ZF-Lemförder Fahrwerktechnik，迪林根，德国 . Zukunftsmeile Fürstenallee，帕德博恩，德国 . 弗劳恩霍夫 IAO 虚拟工程中心（ZVE），斯图加特，             
德国 

酒店 . Cosmopolitan Twarda，华沙，波兰 . Dolder 大酒店，苏黎世，瑞士 . Tirolia 大酒店，基茨比厄尔，奥地利 . Holiday Inn，罗兹，波兰 . Holiday Inn，萨马拉，俄罗斯 . 格力沙达斯达沃斯酒店，瑞士 . Hotel Krallerhof，莱奥冈，奥地利 . 诺布酒店，华沙，波兰 . 莱昂纳多皇家酒店，慕尼黑，德国 . 维也纳汉森凯宾斯基宫酒店，奥地利 . 威茨瑙花园酒店，瑞士 . 庞德品质酒店，桑内斯，挪威 . 玛丽皇后 2 号，冠达邮轮，南安普顿，英国 . Kitzbühel 皇家水疗豪华酒店，奥地利 . Steigenberger Alsik Hotel & Spa，森讷堡，丹麦 . 圣马丁斯温泉酒店（St. Martins Therme），法劳恩科琴，         
奥地利 . 乐拉高级温泉酒店（Therme Laa），拉恩德塔亚，                   
奥地利 . Tschuggen Bergoase 温泉酒店，阿罗莎，瑞士 . 微斯里雅度假酒店，耶卢，挪威

楼宇自动化精选参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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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星娱乐竞技场，杜塞尔多夫，德国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德国

参考案例106

智慧公共设施
参考案例

盖特威克机场，伦敦，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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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大学 . 安东布鲁克那私立大学，林茨，奥地利 . AUA 训练中心，施韦夏特，奥地利 . KEA — 哥本哈根设计与技术学校，丹麦 . 吕讷堡大学，吕讷堡，德国 . Limtec+，培训中心，迪彭贝克，比利时 . 德国汉莎飞行训练中心，施韦夏特，奥地利 . Unipark Nonntal，萨尔茨堡大学，奥地利 . 安特卫普大学，比利时 . 伍伦贡马来西亚伯乐学府，马来西亚 . 扎耶德大学，阿布扎比，阿联酋 

 智慧公共设施 . Afrykarium，弗罗茨瓦夫动物园，波兰 . 卡塔尔 Ali Bin Hamad Al Attiya 球场 . 安联赛场，德国慕尼黑 . Anima Care 养老院，比利时 . Armonea 养老院，比利时 . 德累斯顿城市博物馆，德国 . 德国博物馆，德国慕尼黑 . 阜外医院，云南，中国 . 格兰富 Kollegiet 宿舍，奥胡斯，丹麦 . 水星娱乐竞技场，杜塞尔多夫，德国 . 巴塞尔展览中心，2 号馆，巴塞尔，瑞士 . 纽伦堡展览中心，3A 号馆，纽伦堡，德国 . 肿瘤中心，萨马拉，俄罗斯 . 奥斯陆市政厅，挪威 . 塞拉基乌斯博物馆，Mänttä，芬兰 . 国家考古博物馆，开姆尼斯，德国 . Therme Wien，维也纳，奥地利 

 交通，能源供应 . Acciona S.A.，西班牙 . Aparcaments i Mercats de Reus，雷乌斯，西班牙 . e2watch，Regio IT，亚琛，德国 . ECOexperts Automation GmbH，Kaisermühlentunnel Vienna，      
奥地利 .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德国 . 盖特威克机场，伦敦，英国 . HST Hydro-Systemtechnik，德国 . 吉隆坡国际机场的控制塔，雪邦，马来西亚 . 马尔马拉隧道，伊斯坦布尔，土耳其 . 地铁 M2 线，洛桑，瑞士 . 北环线（Nordtangente），巴塞尔，瑞士 . Offis，信息技术学院，奥尔登堡大学，德国 . Stadtwerke Konstanz/Cegelec，德国 . 林根城市系统，德国 . Vitrociset，罗马，意大利 
–  博莱纳高速公路，意大利

–  ENAV，空中交通管制，罗马，意大利

–  意大利内政部，无人遥控无线电站点

–  SNAM，电网安全，米兰，意大利

–  Terna，电网安全，罗马，意大利 . Zweckverband Wasser und Abwasser Vogtland，德国

马尔马拉隧道，伊斯坦布尔，土耳其

Wico de Cop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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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 Kaisermühlentunnel 隧道，奥地利

Ecoexperts Automation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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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eckhoff.com.cn
www.beckhoff.com.cm/entertainment-industry
ww.pc-control.net

倍福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