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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博世力士乐
博世力士乐作为博世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全球工业技术市场的领先供应商，在传动和控制领域声誉卓著。从标准解决方案到大型工
程项目，博世力士乐为几乎所有工业领域提供专业服务。
博世力士乐致力于为各类机械和系统设备提供安全、精准、高效以及高性价比的传动与控制技术。公司融合全球的应用经验，研发创
新的产品，为行走机械、机械应用与工程及工厂自动化每一个细分市场的客户量身定制系统解决方案及服务。博世力士乐同时为客户
提供各种液压、电子传动与控制、齿轮、线性传动及组装技术。依靠能源效率、机器安全和工业互联网三项技术持续发展市场。
公司的50�个生产工厂分布在全球�20�个国家及地区，服务网络遍布全球�80�个国家。拥有�30,500�名专业员工，�2017年全球的销售额
达�55�亿欧元；研发投入高于行业平均值，达到约�3.225�亿欧元，占总销售额的比例为5.9%。
博世力士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95�年。

销售及分销网点

服务网点

生产基地

销售分公司

销售、分销及服务网络贯穿

45座

城市

3大

生产基地
致力于生产高品质产品

5个 

销售分公司
为中国市场提供销售及服务

上海

香港

常州

广州

西安

大连

北京

成都

博世力士乐在中国
自�1978�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博世力士乐已在北京、常州和西
安建立了生产基地，并成立�5�个销售分公司和遍布�45�座城市的
分销服务网点。
截止至�2017�年�12�月，拥有近�3,500�名员工。
博世力士乐中国总部位于上海。
 
博世集团
博世集团是世界领先的技术及服务供应商。博世集团在全球范围
内约有�402,000�名员工，在�2017�年度创造了�781�亿欧元的销
售业绩。博世集团分为汽车与智能交通技术、工业技术、消费品
和能源及建筑技术四大业务部门。集团包括罗伯特�•�博世有限公
司及其遍布约�60�个国家的�440�家分公司和区域性公司。如果将
其销售和服务伙伴计算在内，博世的业务遍及全球所有国家。公
司在全世界拥有�118�个研发基地，64,500�名研发人员。这一全
球性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网络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博世
集团的战略目标是让创新走进互联生活。博世为人们提供创新的
产品和服务，激发人们的热情，从而提高全球人民的生活品质。
简而言之，博世创造的技术契合了“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理念。

博世在�1909�年进入中国市场，时至今日，博世集团的四大业务
板块均已落户中国。博世在中国经营着�62�家公司，合并销售额
达到1134亿元人民币。公司在华员工人数超过�60,000�名，是博
世除德国以外拥有员工人数最多的国家。
博世成立于1886年，总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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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与控制学院

知识就是一切
技术知识和员工的能力提供了一个公司在全球竞争中的决定性的
优势。在传动与控制学院里，博世力士乐对传动与控制技术领域
提供了一个技术产品的广阔的组合，传动与控制技术是以工业实
践为基础的。传动与控制学院对于客户、员工和机构对于培训和
继续再教育的专业综合知识的教学的演示文稿有着特定的标准。

以下原则我们能够提供并且已经汇编：
 ▶ 实践导向，技术先进的设备
 ▶ 目标群体的定制化培训
 ▶ 最新的培训方法

培训系统
培训系统在液压技术，气动技术，电子驱动与控制技术，机电一
体化和自动化给没有经验和有经验的用户提供注重于实践的培
训。培训系统包含工业系列元件和国际标准的编程语言以及开放
的接口。

博世力士乐是全球领先的传动与控制技术专家。在产品、应用和解决方案方面都
有着独特的见解。传动与控制学院起着传播知识的作用，支持定制化培训，以及
技术专家的继续再教育。

媒介
力士乐的基于软件的培训和学习媒体，在高实用性和根据培训课
程和培训系统而灵活调整方面有杰出的贡献。这些包括网络学习
模块�eLearning，技术和应用教材，元件和系统的仿真动画以及
基于模拟的学习单元。除此以外，还有字典，技术手册，培训设
备的学员手册以及教师手册。

知识门户
知识门户已成为所有的驱动、控制和运动技术在工业界和学术界
深造和资质培训的多媒体连接点。这种独特的互联网接触点将提
供用户高质量的信息以及知识和经验交流的平台。

培训
新的培训课程和培训方法的持续发展保证了技术传授总是处于技
术发展的前沿。培训方法包括参加培训，eLearning网络学习，实
践练习，综合学习，结合了参加培训和�eLearning�网络学习的优
点。对于客户培训，最大限度的满足客户需求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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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长期以来，博世力士乐已经成为市场上大多数的公司和机构继续再教育的合作伙伴。每年的
培训计划包含几乎满足任意需求的定制化培训。培训课程通过注重实践来向参加者传授必要
的知识，这些参加者为相关的目标群体。

全新的和现有培训课程的不断深化及资深的高素质培训师，进一步确保了学员的技术能力始
终与科技发展同步。

传统教学、数字化教学以及学习方法使得学员的定制化培训得以实现。
存储量巨大的技术知识是力士乐提供技术知识传授的先决条件。工业�4.0、价值流管理、电驱
动、控制方案、液压技术、气动技术以及线性传动和组装技术允许跨技术的见解和比较。

获取博世力士乐中国最新培训课程信息，免费下载年度培
训计划：www.boschrexroth.com.cn/training

我们很乐意向您提供培训方面的建议，请通过右边信息联
系我们。

博世力士乐中国
传动与控制学院
中国常州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龙门路	17	号
邮编：213164
电话：+86	519	8351-5165
technicaltraining@boschrexroth.com.cn

工业液压 行走液压 电气传动与控制

气动 工业4.0 线性传动与组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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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分类

液压技术

工业液压

BHT 基础液压技术

PCT 液压比例控制技术

APU-I 工业用轴向柱塞泵及马达

DCH-I 工业液压系统设计与分析

MRS-I 工业液压系统的安装调试与维护

CRT 客户定制培训

行走机械液压

APU-M 行走机械用轴向柱塞泵及马达

MCV 工程机械多路阀控制技术

HCTA 拖拉机液压控制技术与应用

HACE 小型挖掘机液压系统的应用与调试

 ▲ 工业液压  ▲ 行走机械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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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传动技术

LPT 线性产品基础技术

LET-LMT 线性产品的选型与计算

CRT 用户定制培训

电子驱动与控制

INDRV-APP IndraDrive�应用

INDRV-SVF IndraDrive�维护

INDRV-CS IndraDrive�Cs�应用

INLOG-HMI IndraLogic�编程及�HMI�的通讯界面

MLD-PP MLD�项目规划

MLC-PP MLC�项目规划

MTX-SVF MTX�维护

CRT 用户定制培训

 ▲ 电子驱动与控制  ▲ 线性传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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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紧技术

BRST1 拧紧技术

CRT 用户定制培训

焊接技术

BRWT1 电阻焊接技术

CRT 用户定制培训

 ▲ 拧紧技术  ▲ 焊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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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系统�

博世力士乐在工业应用领域的技术知识和解决方案与我们的模块化培训系统无缝整合，准确
满足工业和教育机构需要的资格水平。
通过针对特定学习内容，使用设备元件进行的实践练习，精心调整的培训和教学多媒体以及专门设置的培训课程，我们向员工和学员
传授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采用的元件是来自工业环境的标准元件，学员通过接触这些以后工作环境中使用的相同元件，获得
相应的技术知识。

博世力士乐为液压、气动和自动化领域提供相应的培训系统。

液压培训系统：
WS290�专业型，WS200�经济型

气动培训系统：
DS3�专业型，CS2�(PAL)�专用型，EcoDesk�和�WS200�经济型�

自动化培训系统：
传感器培训系统：�基础型，提升拓展型，自动化型，总线型等
工业�4.0�培训系统：

▶�模块化机电一体化培训系统�mMS4.0
▶ 工业机器人
▶�机器安全控制，Open Core Engineering 开放核心工程平台，RFID 无线射频识别系统等

特定应用培训系统：
▶�IndraDrive�Cs�伺服驱动培训系统� � ▶�IndraMotion�MLC�运动控制培训系统
▶�IndraMotion�MTX�数控培训系统� � ▶�350�系列拧紧工具培训系统
▶�Sytronix�SVP�伺服变转速泵控培训系统� � ▶�Sytronix�FCP�变频变转速泵控培训系统
▶�PSI63C0�系列中频焊接控制培训系统  ▶�PRC7000�系列中频焊接控制培训系统

为了使教育培训机构能够选择到合适的设备来完成各自的培训任务，博世力士乐为您提供了宽泛的产品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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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培训系统

博世力士乐液压培训系统的主要特点	(总体技术要求)：
博世力士乐液压技术培训装置在通用的网孔栅实验板上组装液压元件，用软管连接，液压软管的快速插拔接头，可以使教学培训既快
速又安全地进行。
该装置体现了当今世界上液压工业技术的发展水平，能满足对从业人员和在校学生的先进技术培训需求，整体符合了先进性、实用
性、可操作性、美观性、安全性等特点，具体性能如下：

1.���双面使用，轻便、可移动式实验台，结构紧凑、美观、安全
2.���模块化结构设计，通用实验板为网格板，双面使用，操作简单方便，具有良好的拓展性
3.���元件使用可靠的快速插拔无泄漏连接接头，增强现场动手能力的效率
4.���元件使用博世力士乐标准工业用元器件，性能可靠、安全，带快速插拔安装底板
5.���低噪音的、工业用的、LS�负荷传感功能的、恒压变量液压双泵站�(噪声�<60�分贝)，油箱�40L，流量�2�X�8�L/min，最大工作

压力�50�bar，液压动力站的安全压力�70�bar，电压�230/400�VAC，频率�50�Hz，功率�1.5/2.2�kw；�节能环保
6.���所有工业液压元件的通径�NG6，行走液压元件的通径为�NG12
7.���液压油：46�号抗磨液压油
8.���配备完整的配套中文教材和中文指导及操作手册，以及设计仿真软件
9.���具备提供各模块的国内外师资培训能力，可颁发�TtT�师资培训证书
10.�所有液压元件均源于同一国际品牌�–�德国博世力士乐�(Bosch�Rexroth)
11.�可供同时�4�–�6�人使用
12.�特殊安全措施�

该实训台有下列安全装置用于保护人员和设备安全：
1)�急停按钮：双面上都装有一个急停按钮，按下急停按钮切断了到配电盒的供电并且停止了所有被连接的电气装置；压力油停止供

应并且培训系统被停止
2)�一个用于限制液压泵站压力的空转运行控制系统，培训系统的最大工作压力为�50�bar。系统压力由制造商通过一个空转运行控

制系统进行预先设定并进行铅封
3)�安全装置：实训台脚轮锁紧装置，负载模拟装置上的防护罩，防止夹住手指的危险等

详情请参见博世力士乐中文样本：液压培训系统

BiBB
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院�(BiBB)�是为德国职业学校和培训企业颁布联邦统一意见的机构。它是国内和国际公认的职业培训和进修方面的研究和发展中心。
PAL
PAL�(试题和教学材料开发机构)�为联邦德国的工商业联合会�(IHK)�开发试题和编辑培训材料。因此，可以保证工商业联合会�(IHK)�实施统一考试。这些标准
的工作材料被斯图加特的�IHK�按照文字顺序确定为PAL�(第�19�册)。为了满足不断变化的工业要求，它们也在不断地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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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290	专业型培训台

WS290�培训台，双面操作，实训板为网格板，提供无限创建选项，在基础液压、比例、伺服阀技术、行走机械液压和气动领域创建实践
和要求任务。

配置
WS290�培训台被分成�10�个优选类型，它们是以经过验证的�DS4�培训台技术为基础的。主要元件如下：

▶�带网格板的基础框架，用于安装液压元件
▶�带有通过�TÜV�测试安全阀和控制箱的液压动力站
▶�用来安装电气元件的框架
▶�集成式工具箱，用于存放元件和辅助设备
▶�带刻度玻璃量筒
▶�能够容纳�50�根软管的液压软管挂架
▶�15�kg�旋转式负载模拟器

WS290�培训台采用全装配交付。

整机尺寸	(mm)：�(L)�1810�x�(W)�800�x�(H)�1950
可供同时使用的人数：4�–�6

安全
WS290�培训台的设计和测试符合机器指令�2006/42/EC�的要求。操作说明书内包含�CE�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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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200	经济型培训台

适合初学者的新型	WS200	培训系统
WS200�培训台采用模块化与紧凑型设计，能够与实践设备有效结合，起点价格低，能够根据应用情况进行多种扩展，让用户从中受益。

模块化
WS200�的用途极其广泛。它采用模块化设计，能够实现液压、气动和自动化领域专业人员的定制培训。WS200�培训台具有六个可用
标准模块。

坚固、紧凑及可扩展
采用坚固、耐用的结构，符合工业质量标准�(CE�标签)，设计用于重型工业元件�。WS200�培训台采用紧凑结构，适合尺寸标准的门，
且装有轮子机动性强，因此非常灵活，能够用于任何需要之处。它具有独特性，且易于扩展。利用简单的紧固技术，就能够轻松将所
有的模块连接到一起。

单/双面操作
该培训台能够进行单面或者双面操作。它由基础框架、用于工业液压元件的网格板和用于气动与自动化元件的铝型材实验板组成。

整机尺寸	(mm)：�(L)�800�x�(W)�806�x�(H)�1772
可供同时使用的人数：2�–�4

主要培训内容和研究课题：
基础液压�–�初级
基础液压�–�手动操作�(根据�BIBB)
基础液压�–�电动操作�(根据�BIBB)
气动�–�手动/气动阀基础�(根据�BIBB)
气动�–�电气气动阀基础�(根据�BIBB)
气动�–�手动/气动阀基础�(根据�PAL)
气动�–�电气气动阀基础�(根据�PAL)
气动�–�气动比例控制技术
气动�–�E2C�三轴搬运技术
传感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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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套件和扩展组件

一．基础液压
1.�初级
2.�手动操作，根据�BIBB
3.�电动操作，根据�BIBB
4.�故障诊断，手动操作
5.�故障诊断，电动操作
6.�辅助设备�

二．比例伺服阀技术
1.�比例液压�
2.�伺服液压�(液压控制)
3.�辅助设备�

三．行走机械液压 
1.�节流控制�
2.�负荷传感控制�(LS)
3.�与负载无关的流量分配控制�LUDV
4.�静液压转向系统
5.�可编程遥控器�(操纵杆)
6.�辅助设备

四．辅助设备
1.�流量测量元件
2.�速度测量元件
3.�压力测量元件
4.�万用表
5.�测量套件

博世力士乐液压培训系统采用工业标准元件，清晰地展示了现代液压回路的运行模式，为学
员今后参加实际工作做好准备。培训系统为开/关液压、比例技术、控制技术或行走液压应用
等各种实际应用配备了练习和设备套件。练习手册中包含了适合所有学员、初学者和专业人
员的丰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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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培训系统

在气动技术方面，博世力士乐提供标准气动、电动气动和控制技术领域的相关练习和设备套件。获得专利的元件安装系统具有出色的
灵活性，可在安装的同时将元件固定。
练习中使用的工业标准元件直接参考了实际应用。练习根据工作实践制定，为上述所有技术领域的入门和资深用户提供丰富示例。
气动技术实训装置由气动元件、电气动元件、传感器组件、PLC�组件以及配套设备组成，能满足气动、电气动控制系统的气压回路设
计、安装、调试、故障排除、编制控制程序等项目的技能实训与考核。

主要特点	(技术要求)：
1.���轻便、可移动式实验台，双面使用，结构紧凑、美观
2.���模块化结构设计，元件配有安装的底板，实验时可以随意在通用铝合金型材板上，组装回路操作简单方便
3.���快速可靠的金属连接接头
4.���使用博世力士乐�(Bosch�Rexroth)�标准工业用元器件，性能可靠、安全
5.���包括气动组件、电气气动组件及常用传感器组件，以及阀岛和总线，PLC�等
6.���高品质的材料�(经阳极氧化处理的铝合金型材实验底板与经粉末喷涂处理的钢板组合在一起)�和�10�年的质量保证，确保使用寿

命长
7.���输入电压：交流�220�V�±10%�50�Hz；工作电压：直流�24�V
8.���工作环境：室内常温
9.���气源压力：0�–�10�bar�
10.�气管通径：主气路�Φ�6�mm，实训设备气路�Φ�4�mm；气动元件通径：4mm
11.�配备配套中文教师指导手册、学生操作手册、教材
12.�配套设计仿真软件，以及网络学习eLearning

主要培训内容和研究课题：
气动网络学习�eLearning�–�ePTG
气动�–�手动/气动阀基础�(根据�BIBB)
气动�–�电气气动阀基础�(根据�BIBB)
气动�–�手动/气动阀基础�(根据�PAL)
气动�–�电气气动阀基础�(根据�PAL)
气动�–�气动比例控制技术�(含�PLC)
气动�–�E2C�三轴搬运技术�(含�PLC)

详情参见博世力士乐中文样本：气动培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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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3	专业型培训台

DS3�具备培训所需要的诸多功能，工作面积大，电器元件单独摆放，电源系统与培训台融为一体。双面使用，可移动实训装置，支架带有
4�个可制动的脚轮；做实验练习时，可快速地装卡元件，可在水平方向上连续移动元件，在垂直方向上调整对齐元件；存储元件区域，可
存储练习中暂时不需要的元件，也可准备练习所需要的元件。
带双面�25�mm�栅格间距的铝合金型材实训练习板和双面�25�mm�栅孔间距的存放元件孔板。

整机尺寸	(mm)：(L)�1250�x�(W)�800�x�(H)�1800
可同时使用的人数：4�–�6
配备：专用元件存放箱

详情参见博世力士乐中文样本：气动培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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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型培训台

CS2	槽式培训箱
打开并平放在桌面上的槽板式培训箱可以作为箱式实验装置。展开
工作面可以满足简单的气动和电气气动实验练习要求。培训箱合起
来可以存放培训元件并且易于整理。尤其适合作为�PAL�和传感器的
培训。

整机尺寸	(mm)：(L)�550�x�(W)�370�x�(H)�145
工作面	(mm)：550�x�700
安装形式：平放于桌面上
可同时使用的人数：1�–�3

EcoDesk	双工位台式培训装置
台式铝合金型材实训练习板，在做练习时，可以在水平方向上快
速、连续地装卡元件，在垂直方向上可以调整对齐元件。可以双面
使用。铝合金型材基础框架，双面�25�mm�栅格间距的铝合金型材
实训练习板，带有立于桌面的支架。

整机尺寸	(mm)：(L)�1150�x�(W)�640�x�(H)�730
安装形式：立放于桌面上
可同时使用的人数：4�–�6

WS200	双工位立式培训装置
该培训台适合于气动和自动化技术培训。
铝型材实验板，用来固定气动和自动化技术元件。SnapIN�快插安
装底板确保易于安装和安全卡住。双面型培训台设计允许�2�–�4�名
学生分成两组进行同时操作。

整机尺寸	(mm)：(L)�800�x�(W)�806�x�(H)�1772
可同时使用的人数：2�–�4

详情参见博世力士乐中文样本：气动培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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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培训系统

自动化技术培训系统将控制和传动技术集成到一套系统内。传动技术中运用了液压、气动、电控及线性传动技术。通过控制技术�(传感
器和�PLC)，将各种传动装置整合到一套完整的系统内。自动化领域的练习有助于学员了解复杂的自动化概念，为全面掌握整套系统打
下坚实的基础。

传感器培训系统
该培训系统由基础组件、扩展组件和用于工业传感器技术培训的
软件组成。它涵盖电感式、电容式、光电式、磁场和超声波传感
器的功能原理、特性值以及各种可能的工业用途，力求成为一套
有效的知识传播工具。
传感器教学培训系统将最新的高科技工业元件与现代化的培训有
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是超声波测量装置与导向装置的组合，代表
着长度测量技术的最新发展动态。
装备的�Ultra�3.0�分析程序可以使系统进行更广范围的测量。该
装置功能全，从材料识别和开关频率测量，一直到距离测量均可
供您选择。

主要培训内容和研究课题：
传感器技术的基础
传感器技术的扩展
自动化技术补充
AS�–�接口技术
AS�–�接口/ProfiBus�DP�技术
材料样品

备注：所有气动培训台都可以用于传感器的培训

详情参见博世力士乐中文样本：自动化培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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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4.0	培训系统

使用	mMS	4.0	的优点：

工业原始标准元件
 ▶ 直流电机
 ▶ 伺服电机
 ▶ 控制技术：继电器、PLC、运动控制、CNC
 ▶ 直线运动技术
 ▶ 气动传动
 ▶ 液压传动�(可选)
 ▶ 传感器技术和�RFID�技术
 ▶ 笛卡尔机器人或�3�轴�CNC
 ▶ 标准机器控制面板
 ▶ 现场总线和以太网通信

模块化、可扩展的培训系统	–	从单个模块到整个系统

集成工业4.0
 ▶ HMI�–�人机界面
 ▶ RFID�–�射频识别技术
 ▶ 力士乐�Open�Core�Engineering�–�荣获赫耳墨斯奖

多种编程语言可选
 ▶ PLC�编程语言�(根据�IEC�61131-3)：
-�指令表�(IL)
-�结构化文本�(ST)
-�顺序功能图�(SFC)
-�功能块图�(FBD，STL)
-�梯形图�(LD)
-�连续功能图编辑器�(CFC)

 ▶ Open	Core	Engineering  
提供更多的编程方式
- Java (APP)
-�C/C++/C#
-�LabVIEW
-�Microsoft�Excel、PowerPoint
-�Matlab/Simulink
-�更多

全新的模块化机电一体化培训系统�mMS�4.0�是一套完整的小型
教学培训系统，由三个独立的工作站装配一个立方体组成的，本
系统通过总线系统和全面的保护实现完全互联和可编程。整个系
统及其各个工作站在交货之前已全部完成组装、安装调试及编
程。您可以立刻开始使用。

模块化机电一体化培训系统	mMS	4.0	

其它优点
 ▶ 可通过�Wi-Fi�与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智能设备操作
 ▶ 只用一个控制器即可处理�PLC�和�CNC�的各种功能。CNC�软
件免费

 ▶ 可选不同的�PLC�系统进行扩展
 ▶ 机械安全和可扩展功能的集成

立即使用的“即插即用”概念
 ▶ 培训内容来自实际工业应用，适用于德国的工业机电一体化教
学的课题

持续学习概念
 ▶ 源自博世集团遍布世界�270�个工厂的工业知识诀窍
 ▶ 力士乐传动与控制学院拥有关于技术、过程、学习方法的专业
知识

 详情参见博世力士乐中文样本：自动化培训系统

模块化机电一体化系统	mMS	4.0	包括三个灵活、可互换、可扩展的工作
站：料仓工作站、加工工作站和存储工作站。可实现完整的自动化加工。

 ▲ 工作站	3
 ▲ 工作站	2

 ▲ 工作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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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培训系统

工业机器人培训系统既可以单独用于教学培训，也可以与�mMS�4.0�相连接，作为其第�4�个工作站。

订货号：R901443001
整机尺寸	(mm)：(L)�1300�x�(W)�650�x�(H)�1880
可同时使用的人数：2�–�4

技术性能：
230�V�交流供电
压缩空气工作压力：5�–�6�bar
自由度：6�轴
有效载荷：6�kg
工作范围：706.7�mm
重复精度：<±0.03�mm
手持控制面板�VH2110
力士乐运动控制器�XM22
可扩展�PLC�功能�IEC�61131-3
机械手配气抓及真空吸盘

 ▲ mMS	4.0	工作站	3

 ▲ mMS	4.0	工作站	2

 ▲ mMS	4.0	工作站	1

▼		工业机器人培训系统	

▼		交互式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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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业	4.0	相关的应用培训系统

mMS	4.0	EVO1	物料输送与检测培训系统

订货号：R901423238
整机尺寸	(mm)：(L)�800�x�(W)�550�x�(H)�480
可同时使用的人数：2�–�4

机器安全控制培训系统

订货号：R901389269
整机尺寸	(mm)：(L)�800�x�(W)�550�x�(H)�500
可同时使用的人数：2�–�4

Open	Core	Engineering	开放核心工程平台

订货号：R901389272
整机尺寸	(mm)：(L)�800�x�(W)�550�x�(H)�500
可同时使用的人数：2�–�4

RFID	无线射频识别系统

订货号：R961008475
可同时使用的人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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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应用培训系统

IndraDrive	Cs	伺服驱动培训系统

订货号：R911326637
整机尺寸	(mm)：(L)�280�x�(W)�225�x�(H)�360
可同时使用的人数：2�–�4

IndraMotion	MLC	运动控制培训系统

订货号：R911337312
整机尺寸	(mm)：(L)�540�x�(W)�320�x�(H)�500
可同时使用的人数：2�–�4

IndraMotion	MTX	数控培训系统

订货号：R911342540
整机尺寸		(mm)：(L)�500�x�(W)�500�x�(H)�900
可同时使用的人数：2�–�4

350	系列拧紧工具培训系统

订货号：R911340632
整机尺寸	(mm)：(L)�560�x�(W)�680�x�(H)�500
可同时使用的人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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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tronix	FCP	变频变转速泵控培训系统

订货号：R911341271
整机尺寸	(mm)：(L)�600�x�(W)�800�x�(H)�800
可同时使用的人数：2�–�4

Sytronix	SVP	伺服变转速泵控培训系统

订货号：R911341269
整机尺寸	(mm)：(L)�600�x�(W)�800�x�(H)�800
可同时使用的人数：2�–�4

PSI63C0	系列中频焊接控制培训系统

订货号：R911337406
整机尺寸	(mm)：(L)�580�x�(W)�450�x�(H)�600
可同时使用的人数：2�–�4

PRC7000	系列中频焊接控制培训系统

订货号：R911372425
整机尺寸	(mm)：(L)�400�x�(W)�500�x�(H)�450
可同时使用的人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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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力士乐丰富的培训和教学多媒体提供各种专业知识，为控制与传动领域的专业人员打造
量身定制的培训课程和培训系统。在此背景下，数字媒体作为信息和教学媒体的重要性愈发
凸显。

Media�多媒体

视频和动画
视频及互动式2D�和3D�动画描绘了
复杂的传动顺序，解释了令人费解的
技术概念。

软件
软件、基于软件的培训和教学媒
体及应用，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
培训产品，是一种有效的知识转
移工具。

参考资料
虽然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广泛，
印刷媒体仍旧是非常重要的媒体
资源。因此，用于培训和培训设
备的印刷资料：字典、技术书籍
和教师及学员手册，未来将继续
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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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虽然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普遍，但纸质媒体仍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未来我们的教学媒体资源中仍将包含纸质的专业书籍、
字典和手册。

欢迎通过以下链接，免费阅读我们的电子书格式的专业书籍摘录：www.boschrexroth.com/literature

主要教材一览表�(中文版教材亦有德、英、西班牙语等可供选择)

序号 订货号 名称 语言

液压教材

1 R988049542 第一册�液压传动与液压元件 中文

2 R988049543 第二册�比例阀与伺服阀技术 中文

3 R988049544 液压技术理论与应用 中文

4 R988049545 行走机械液压教程 中文

5 R901434248 拖拉机用液压 中文

6 液压�–�基本原理�(简明液压) 德、英、西班牙语

7 第�3�册�液压动力系统的规划和设计 德、英、西班牙语

8 第�4�册�逻辑元件技术 德、英、西班牙语

9 第�6�册�二次控制的静液压传动系统 德语、英语

10 R961007112 流体技术字典 德语、英语

11 力士乐�油清洁度手册 德语、英语

气动教材

12 R988049546 第一册�气动传动教程 中文

13 R988049547 第二册�电气气动教程 中文

14 R988049548 第三册�气动与可编程控制器�(PLC)�教程 中文

15 R988049549 气动技术理论与应用 中文

线性传动教材

16 R310ZH_2017_(2006.07) 线性传动技术 中文

安全技术手册

17 达到性能等级的�10�个步骤 德语、英语

机电一体化教材

18 R988049550 机电一体化理论与应用 中文

19 R988107283 传感器理论与应用 中文

详情请参见博世力士乐中文样本：Media�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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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图

传动与控制学院的挂图清晰、简洁地展示了各种技术和知识领域的功能原理。

序号 订货号 名称
液压技术挂图�(中文/英文)

1 �R961009315� 挂图�–�液压叶片泵，中文/英文
2 �R961009316� 挂图�–�液压伺服阀，中文/英文
3 �R961009317� 挂图�–�液压图形符号�–�液压阀，中文
4 �R961009318� 挂图�–�液压图形符号�–�泵，马达，油缸和装备，中文
5 �R961009319� 挂图�–�液压变量活塞泵，中文/英文
6 �R961009311� 挂图�–�静液压冷却风扇驱动�1，中文/英文
7 �R961009312� 挂图�–�静液压冷却风扇驱动�2，中文/英文
8 �R961009313� 挂图�–�液压泵控制系统�1，中文/英文
9 �R961009314� 挂图�–�液压泵控制系统�2，中文/英文
10 R988097825� 挂图�–�液压先导式单向阀，中文/英文
11 R988097828�� 挂图�–�液压减压阀，中文/英文
12 R988097829� 挂图�–�液压方向控制阀，中文/英文
13 R988097830� 挂图�–�液压溢流阀，中文/英文

气动技术挂图�(中文/英文)
1 �R961009320� 挂图�–�气动方向阀，中文/英文
2 �R961009321� 挂图�–�气动方向阀，中文/英文
3 �R961009322� 挂图�–�气动维护单元，中文/英文
4 �R961009323� 挂图�–�气缸，中文/英文

备注：挂图电子版是免费的；�印刷版�(594�x�841�mm)�彩色喷绘配铝合金框，单面

详情请参见博世力士乐中文样本：Media�多媒体

传动与控制学院网址：
www.boschrexroth.com/academy

www.boschrexroth.com.cn
R961009316 © Bosch Rexroth AG

P

T
A

B

B

B

B

T

T

T

A

A

A

P

P

P

型号：4WS.2E
Type 4WS.2E

www.boschrexroth.com/industrial-hydraulics-catalog

液压：伺服阀
Hydraulic: Servo-Valves

三位四通两级伺服阀，带机械反馈
4/3-way valve, 2-stage with mechanical feedback

传动与控制学院网址：
www.boschrexroth.com/academy

www.boschrexroth.com.cn
R961009319 © Bosch Rexroth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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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变量柱塞泵
Hydraulic:Variable Piston Pump

压力及流量控制变量泵
Variable displacement pump with pressure and flow control

传动与控制学院网址：
www.baschrexroth.com/academy

www.baschrexroth.com.cn
R961009320© Bosch Rexroth AG

气动：方向阀
Pneumatic: Directional Valves

2x 二位三通阀，电控式
2x3/2-way valve,electrically operated

符号
Symbol

功能
Function

LS04 AF 系列

二位三通阀
3/2-way valve

二位五通阀
5/2-way valve

传动与控制学院网址：
www.boschrexroth.com/academy

www.boschrexroth.com.cn
R961009320 © Bosch Rexroth AG

元件
Component

三位五通阀
5/3-way valve

www.boschrexroth.com/industrial-hydraulics-cat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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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手册

针对不同的学习模块�(课题)，我们分别为老师提供基于项目的指导手册，为学生提供相应的
操作手册。下面均为中文版手册，亦可提供德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的手册。

序号 订货号 名称 技术类别

1 R988049567 教师手册�工业液压技术项目 工业液压

2 R988049568 学生手册�工业液压技术项目� 工业液压

3 R988049552 教师手册�电气液压工业液压 工业液压

4 R988049553 学生手册�电气液压工业液压 工业液压

5 R988107267 液压培训系统TS-EC电控模块操作手册 工业液压

6 R988107268 教师手册�开/关液压�-�手动操作（符合BIBB，A到H） 工业液压

7 R988107269 学生手册�开/关液压�-�手动操作（符合BIBB，A到H） 工业液压

8 R988107270 教师手册�开/关液压�-�电气操作（按照BIBB，A到Z3） 工业液压

9 R988107271 学生手册�开/关液压�-�电气操作（按照BIBB，A到Z3） 工业液压

10 R988049572 教师手册�比例技术项目 工业液压

11 R988049573 学生手册�比例技术项目 工业液压

12 R988049580 教师手册�液压闭环位置控制项目 工业液压

13 R988049581 学生手册�液压闭环位置控制项目 工业液压

14 R988049579 故障诊断技术操作手册 工业液压

15 R988049574 液压实验设备操作手册 工业液压

16 R988049578 液压系统安装、调试及保养手册 工业液压

17 R988049582 教师手册�节流控制多路阀�3SM12� 行走液压

18 R988049583 学生手册�节流控制多路阀�3SM12� 行走液压

19 R988049563 教师手册�工程机械液压负荷传感 行走液压

20 R988049564 学生手册�工程机械液压负荷传感 行走液压

21 R988049556 教师手册�LUDV�多路阀 行走液压

22 R988049557 学生手册�LUDV�多路阀 行走液压

23 R988107272 教师手册�电液控制阀�-�集成电控可编程远程控制装置（手柄） 行走液压

24 R988107273 教师手册�电液控制阀�-�集成电控可编程远程控制装置（手柄） 行走液压

25 R988107274 教师手册�静液压转向系统 行走液压

26 R988107275 学生手册�静液压转向系统 行走液压

27 R988049558 教师手册�专业练习气压传动�(符合�BiBB) 气动

28 R988049559� 学生手册�专业练习气压传动�(符合�BiBB)� 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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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R988049576 教师手册�专业练习电气�–�气动/PLC/控制技术�(符合�BiBB)� 气动

30 R988049577� 学生手册�专业练习电气�–�气动/PLC/控制技术�(符合�BiBB) 气动

31 R988049586� 教师手册�气动比例技术项目 气动

32 R988049587 学生手册�气动比例技术项目 气动

33 R988049560� 气动系统的安装与维护手册 气动

34 R988067011� 练习手册�传感器培训系统基础篇 传感器

35 R988067012� 解答手册�传感器培训系统基础篇 传感器

36 R988049551 PLC�(Indralogic_L40)�培训手册 PLC

37 R988107284 mMS�4.0�培训系统�操作手册 工业4.0

38 R988107285 mMS�4.0项目手册 工业4.0

39 R988107286 SM20�Agilus�机器人培训系统�操作手册 工业4.0

40 R988107287 RFID�培训系统�操作手册 工业4.0

41 R988107288 教师手册�机电一体化�-�RFID 工业4.0

42 R988107289 学生手册�机电一体化�-�RFID� 工业4.0

43 R988107290 mMS4.0-工业4.0�项目手册 工业4.0

工业液压技术
项目手册

培训讲师手册

项目手册
行走机械液压
负荷传感系统
教师手册

比例阀与伺服阀技术

博世力士乐教学系列（第二册）

液压传动与液压元件

博世力士乐教学系列（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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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模型

元件的设计和工作原理可使用剖面模型详细说明。
剖面模型提供了一种有趣的方式，了解元件的内部机理和功能。
所有的模型均来自于现场使用的工业产品。
运动部件及外壳、盖板和插头均与产品原件完全相同。元件的不
同部分被巧妙的剖开，以展示与特定功能相关的部件。机械功能
继续运行，因此可以驱动移动部件，帮助讲解元件的功能。
剖面模型内的通道、孔和腔体进行了着色，方便识别和展示元件
内的工作过程。

序号 订货号 名称

1 R900018206 剖面模型�–�溢流阀�DB20-1-5X/315

2 R900018212 剖面模型�–�减压阀�DR6DP1-5X/

3 R900018213 剖面模型�–�先导式减压阀�DR10-4-4X/

4 R900018224 剖面模型�–�双向节流阀�Z2FS6-2-4X/

5 R900018226 剖面模型�–�旋转叶片泵�PV7-1X/

6 R900018228 剖面模型�–�比例减压阀�3DREP6C1X/

7 R900018232 剖面模型�–�单向阀�S10A1.X/

8 R900018238 剖面模型�–�回油单向阀�SL10GB2-4X/

9 R900018240 剖面模型�–�单向阀2��Z2S6-1-6X/

10 R900018245 剖面模型�–�座阀式方向阀��M-3SEW10U2X/

11 R901389252 剖面模型�–�直动式方向控制阀

详情请参见博世力士乐中文样本：Media�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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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仿真

视频、互动式�2D�和3�D�动画及应用展示了复杂的传动顺序，清晰阐明了令人费解的技术背景。

欢迎通过以下免费链接体验我们的动画：www.boschrexroth.com/animation

序号 订货号 名称

1 R961006929 仿真动画�–�液压基础�(1�个授权/12�个月)�–�教育版

2 R961006923 仿真动画�–�Sytronix�(1�个授权/12�个月)�–�教育版

3 R961006927 仿真动画�–�泵控系统�(1个授权/12个月)�–�教育版

4 R901415667 仿真动画�–�比例阀的电流线圈电流控制�(1�个授权/12�个月)�–�教育版

5 R901415660 仿真动画�–�二位比例阀�(回路和应用)�(1�个授权/12�个月)�–�教育版

6 R901415669 仿真动画�–�三位和二位比例流量控制阀�(回路和应用)�(1�个授权/12�个月)�–�教育版

7 R961006921 仿真动画�–�液压驱动风扇冷却系统�(1�个授权/12�个月)�–�教育版

8 R961009777 仿真动画�–�节流控制�(1�个授权/12�个月)�–�教育版

9 R901415663 仿真动画�–�负荷感应�(LS)�&�与压力无关的流量分配�(LUDV)�(1�个授权/12�个月)�–�教育版

10 R901426595 仿真动画�–�静液压转向系统�(1�个授权/12�个月)�–�教育版

11 R901412718 仿真动画�–�阀的电液控制�–�可编程遥控器�(操纵杆)，带集成电路板�(1�个授权/12�个月)�–�教育版

12 R901436662 仿真动画�–�液压蓄能器�(1�个授权/12�个月)�–�教育版

13 R961006681 仿真动画�–�气动基础�(1�个授权/12�个月)�–�教育版

详情请参见博世力士乐中文样本：Media�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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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rning�网络学习

如今，使用电脑自主学习已成为知识转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够随时随地进行。
我们为您提供具有最大灵活性的合格的认证培训。传动与控制学院的�eLearning�网络学习课程覆盖了所有的传动与控制技术领域。

我们为您提供具有资质且获得认证的�eLearning 网络学习，今后的培训将为您提供最大的灵活性。

语言
所有�eLearning�均以英语和德语授课，同时提供许多以意大利语、法语和中文授课课程。
欢迎通过以下链接体验我们的�eLearning�课程：
www.boschrexroth.com/eLearning
详情请参见博世力士乐中文样本：Media�多媒体

 ▶ 灵活的时间管理
 ▶ 可自己控制的学习节奏
 ▶ 无限重复
 ▶ 最终测试�+�个性化博世力士乐证书�(每个授权)

 ▶ eHTG�液压技术基础
 ▶ eHTGM�行走液压基础知识
 ▶ eEATG�电子驱动技术基础
 ▶ eESTG�电控技术基础知识
 ▶ ePTG�气动技术基础

 ▶ eLTG�线性传动技术基础
 ▶ eFSi�功能安全基础
 ▶ e4EE�能源效率基础
 ▶ e4EE�Sytronix�Sutrpmox�变速泵驱动的能源效率
 ▶ eSER SERCOS�–�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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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案例

博世力士乐自�1978�年进入中国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已有超过�100�所大专院校、政府职业技
能鉴定中心和企业培训中心选择使用博世力士乐教学培训系统的产品和相关服务。

我们与学校的合作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展示中心，实训室共建，授权培训中心，奖学
金，订单班，学生实习招聘，以及国内外的师资培训、技术交流和企业参观等。

我们始终将用户视为最亲密的合作伙伴，我们的专家和技术人员随时为您提供个性化方案定
制、技术咨询、售后等服务。

以下是我们成功合作的部分案例：

 ▲ 展示厅  ▲ 工业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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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络学习eLearning

 ▲ 博世力士乐订单班	 ▲ 校园招聘	

 ▲ 国内外师资培训	  ▲ 国际交流和技术讲座	

 ▲ 实验室

 ▲ 博世力士乐中国知识合作伙伴签字仪式 ▲ 博世力士乐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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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合作伙伴

我们向广大院校和企事业培训中心的用户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您们能够继续信任和支持，
共同发展教学培训！

我们的合作伙伴队伍不断壮大，诚邀您的加入。

部分用户信息，排名不分先后：

省市 客户名称

黑龙江省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黑龙江科技学院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省

北华大学

长春市机械工业学校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长春一汽大众�培训中心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省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大连大学

沈阳建筑大学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固特异轮胎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市路政局技工学校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

顺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技工学校

国家林业局北京林业机械研究所

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学徒培训中心）

省市 客户名称

天津市

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职业大学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天津一汽大众培训中心

河北省

燕山大学

石家庄铁道大学

邯郸学院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秦皇岛技工学校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首钢京唐公司

山西省
山西大学�(太原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青海省 青海交通职业学院

山东省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MESNAC

青岛市平度职业培训中心

山东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青岛一汽大众培训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技师学院

西安联合电子

河南省
郑州轻工业学院

河南工学院

云南省 昆明理工大学



� 在中国的合作伙伴 | 博世力士乐教学培训系统 � 33

省市 客户名称

江苏省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工程学院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汽车集团培训中心

扬州大学

江苏科技大学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苏州大学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市职业大学

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徐州燕大传动与控制有限公司

BSH�(博世西门子家用电器)

博世汽车柴油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博世汽车部件�(南京)�有限公司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省
武汉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神龙汽车公司

江西省
南昌大学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省
铜陵学院

淮南联合大学

广西省 广西大学

浙江省

浙江大学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义乌工商学院

杭州娃哈哈研究院

宁波技师学院

福建省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省市 客户名称

上海市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

东华大学

上海市职业培训指导中心

上海米其林回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发动机厂

上海大众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

上海通用汽车

广东省

佛山科技学院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佛山一汽大众培训中心

利乐包装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广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市
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四川省

四川大学

成都市技师学院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一汽大众培训中心

新疆
新疆职业大学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屯门)

香港青衣职业培训中心

香港�V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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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标明的数据仅用于描述产品。
由于我们的产品一直处在持续的开发中，所以我们的上述信息不能作为针对
特定应用的特定条件或适用性的声明。上述信息的提供不能免除用户进行自
行判断和验证的义务。
需牢记的一点在于我们的产品也存在磨损和老化的自然过程。

博世力士乐教学培训资源下载：
www.boschrexroth.com.cn/training_download

香港
香港九龙长沙湾长顺街�19�号
杨耀松第六工业大厦�1�楼
电话:�(852)�2262�5100
传真:�(852)�2786�0733

北京
中国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永昌南路�6�号
邮编:�100176
电话:�(86-10)�6782�7000
传真:�(86-10)�6782�7488

大连
中国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147�号
森茂大厦�1603�室
邮编:�116011
电话:�(86-411)�8368�2602
传真:�(86-411)�8368�2702

广州
中国广州市开发区科学城光谱西路
TCL�文化产业园办公楼�4�楼�A�室
邮编:�510663
电话:�(86-20)�8395�4100
传真:�(86-20)�3229�9528

成都
中国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308�号
冠城广场�23�楼�D�座
邮编:�610017
电话:�(86-28)�6520�3000
传真:�(86-28)�8652�7123

博世力士乐中国
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333号
邮编: 200335
电话: (86-21) 2218 1111
传真: (86-21) 2218 6111
www.boschrexroth.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