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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利用传动与控制学院提供的多媒体资源，拓展知识领域，增强技术能力。

对于任何工业技术领域，增加知识储备都非常重要，是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本样本包含了全面翔实的产品信息，这些产品既适用于下一代技术人才，也适

合已经获得成功的专业人士。

电气传动和控制技术、液压、气动及线性传动与组装技术领域的大量教学材料

提供跨学科的洞见，便于比较不同的传动技术。

这些多媒体资源既适合自学，也可用作教学辅助材料。

我们致力于持续改进现有的多媒体资源，并不断加入新的内容。

我们乐于聆听您的建议，欢迎提供反馈意见。

博世力士乐
传动与控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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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与控制学院 - 概述

知识 – 决定性的竞争优势

www.boschrexroth.com/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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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就是一切
员工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是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获得领先的决定性因
素。在传动与控制学院内，博世力士乐教授以工业实践为基础、
丰富全面的传动与控制技术。传动与控制学院为针对客户、员工
和机构的综合性专业技能培训和进修深造树立了标杆。

我们的教学内容根据以下原则制定：
 f 以实践为导向的最先进的设备
 f 特别针对目标群体的培训内容
 f 最新的教学方法

培训系统
培训系统向新手和资深用户传授液压、气动、电气传动与控制技
术、机电一体化及自动化领域的实践导向的技术知识。培训系统
采用工业系列元件、国际标准化编程语言和开放式接口。

博世力士乐是传动与控制技术的全球领先企业，拥有众多独家技术。传动与控制
学院传授技术知识，提供定制培训、进修深造培训和技术专家资格培训。

Media
博世力士乐基于软件的培训和教学媒介与实践紧密结合，根据培
训课程和培训系统专门制定。
Media 包括eLearning 模块、技术及应用培训教程、元件和系统
动画及基于仿真的学习单元。此外，我们提供字典、技术书籍以
及培训设备用的老师和学员手册。

Knowledge	Portal
Knowledge Portal （知识门户）将成为工业和学术性进修深
造、技术培训和资格培训中所有传动、控制和运动技术门类的多
媒体门户。凭借这个独特的互联网门户，用户可以访问高质量信
息，有组织地交换知识和经验。

培训
全新的培训课程及对培训方法的不断改进保证了我们的教学水平
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培训方法包括面对面培训、eLearning、实践
培训及综合了面对面培训和eLearning 优点的混合式教学。贴近
客户是我们的培训课程最重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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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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boschrexroth.com/training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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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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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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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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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和气传动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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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200	培训台：配备“基础”设备套件
的液压设备

WS200	培训台：配备铝型材板和“气
动”设备套件

WS501	培训台：采用力士乐控制系统及
传动和安全技术的Scara	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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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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boschrexroth.com/training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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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书籍和老师
及学员手册，未来将继续发挥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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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门户

传动与控制学院最新开发的Knowledge Portal（知识门户）将成为技术和学术性教育及进修
深造多媒体标杆。Knowledge Portal 包含了传动、控制和运动技术的所有基本门类和领域，
对可靠的技术知识进行直观的讲解。

使用技术的人群
通过丰富的实践导向的在线知识转
移，用户可随时随地，有效利用各
项技术，拓展新的应用领域，发现
故障，计划和执行修理及维护。

传授技术的人群
使用博世力士乐经过反复验证的新
型教学材料进行教学。培训师、讲
师和教师可以从这种新型教育理念
中获益。Knowledge Portal的设
计和开发融入了博世力士乐培训专
家数十年的培训经验，可以轻松实
现高技术层面的培训。

学习技术的人群
在传动与控制学院，可以向业内最
优秀的老师学习。
丰富的学习材料覆盖了技术和学术
性教育及进修深造和资格培训的所
有要求。利用多媒体、图示、动画
和视频技术编制的教学内容生动阐
释了复杂的理论，使其更加易于理
解。

传动与控制学院的Knowledge	Portal	适用于以下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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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长久以来，博世力士乐为无数的企业和机构提供了深造培训，是市场公认的合格合作伙
伴。2014 年的培训计划包含了满足几乎任何培训要求的定制培训。培训课程采用适合目标群
体的方式，向学员传授需要的实践导向的技术知识。全新的培训课程和现有培训课程的不断
深化及资深的高素质培训老师进一步确保了学员的技术能力始终与科技发展保持同步。
传统与数字化教学方法相结合，使员工能够获得满足自身独特需求的技术知识。

@

www.boschrexroth.com/training

方法	
面对面教学、上手实践培训、直接交流，特别是“触碰”
实际元件巩固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正因为此，大多数博
世力士乐培训课程包含了实践练习。在培训老师的帮助
下，学员在实践培训系统上进行练习。无论在准备过程
中，培训期间和/或培训结束之后，eLearning 与面对面课
程的互相结合，甚至仅eLearning 一项，因其具备的众多
优势，极大地丰富了教学方法。

博世培训师资格培训
博世的模块化认证培训师课程可为培训师提供软技能和专
业技术方面的高质量、可持续的充电式培训。
即使经验非常丰富的培训师也需要重新学习，以跟上时代
进步的步伐，使知识能够顺利地从培训师传授给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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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

工业液压 行走液压 电气传动与控制

气动 机电一体化 线性传动与组装技术

安全技术 能源效率 应用

博世力士乐是传动与控制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独家拥有旗下产品及其应用和解决方案的
相关技术知识。通过传动与控制学院，博世力士乐向学员传授这些知识，开展定制教育和深造
培训及技术专家资格培训。
博世力士乐深厚的技术知识积累为技术知识的转移提供了绝佳的基础条件。丰富的电气传动和
控制解决方案、液压、气动及线性传动和装配技术提供了跨技术的洞察，便于不同技术的互相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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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xroth LearnWorld
www.boschrexroth.com/learnworld

培训
在您的注册确认中，会得到 Rexroth LearnWorld 的访问数据

培训计划
… 信息
… 时事通讯
… 其他

视频，动画 

项目手册

技术书籍

软件/工具
- Automation Studio 
- Scheme Editor
- MTX micro Trainer 
- HYVOS

eLearning

eTraining
虚拟教室

培训文件

服务器
 LMS

LW

针对不同培训内容的
知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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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电脑 
为学员提供的电子版文件

截止2014 年，传动与控制学院在许多LearnWorld 培训中使用了平板电脑。所有
学员在平板电脑上接收所预定课程的电子版文件。平板电脑代替了纸质文件。
平板电脑的费用包含在培训费用内，归客户所有。*

在您的平板电脑上，可以找到以下文件：
 f 所预定课程的培训资料
 f 博世与博世力士乐：信息与应用
 f 各种软件和配置工具
 f 实用的应用

在	LearnWorld		
LW

	的培训中，如要使用平板电脑，会标注		 	!

希望您喜欢使用平板电脑进行学习！

* 如有需要，我们可向学员发放纸质文件，而非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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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rive & Control Academy 

在eDrive & Control Academy（eDCA）内，博世力士乐采用电子方式传授知识。无论何时何
地，这些内容使用不同语言，每天24 小时向学员提供。可使用这种方式作为替代学习方法，
作为经典的面对面/实践培训的补充和准备或作为自助式培训的直接知识转移形式。

@ @

eLearning

如今，使用电脑自主学习已成为知识
转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们为您提供具有最大灵活性的高
质量认证培训。
传动与控制学院的eLearning 项目
包含了所有的传动与控制技术。

eBook	

技术书籍：舒适的操作，可单独调
节的字体大小，简单的章节选择，
为教学专门准备的图片，无物理空
间要求。
eBooks – 现有培训课程的有益补
充和实用的参考资料。
可以在我们的LearnWorld 或我们
的Amazon 商店内找到博世力士
乐eBooks：

eTraining

我们都知道以下这些途径：
YouTube、学习视频，在线研讨
会、WebEx、在线新闻及其他许
多方式。如今，数字化知识和知识
转移已成为提高自身资质的一个不
可或缺的方式。
培训老师将使用简单明快的方式，
围绕博世力士乐eTraining 中的技
术教育和深造培训，为您讲解各个
科目（实时或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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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满足并通过了以下标准的认证：

  

 
  

ZERTIFIKAT 

  
Die Zertifizierungsstelle 

der TÜV SÜD Management Service GmbH 

bescheinigt, dass das Unternehmen 

Bosch Rexroth AG 
Business Unit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Drive and Control Academy 
Bahnhofsplatz 2 

D-97070 Würzburg 

für den Geltungsbereich 

Durchführung von Kundenschulungen sowie 
Entwicklung und Vertrieb von Trainingssystemen und Medien 

ein Qualitätsmanagementsystem 
eingeführt hat und anwendet. 

Durch ein Audit, Bericht-Nr. 70777215 
wurde der Nachweis erbracht, dass die Forderungen der 

ISO 9001:2008 
erfüllt sind. Dieses Zertifikat ist gültig in Verbindung 

mit dem Hauptzertifikat vom 2014-08-09 bis 2017-08-08. 
Zertifikat-Registrier-Nr. 12 100 41247/11 TMS 

  

  

  
 

 
Product Compliance Management 

München, 2014-08-08 
 

 

认证 

 f DIN EN ISO 9001:2008  f 符合AZAV 的培训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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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在本Media样本中，我们使用下列图标：

基本信息

传动与控制学院媒体产品

传动与控制学院

媒体 挂图/剖面模型

动画eLearning

信息

书籍 多媒体

软件培训工具

D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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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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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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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简要
液压 – 基本原理（简明液压）

内容
 ▶ 概述
 ▶ 基本液压原理
 ▶ 元件
 ▶ 基本回路
 ▶ 系统

产品说明
本书简要介绍了基本液压原理和液压元件，例如开关阀、液压
泵、液压马达或液压缸等。这些主题均附有图片和回路图。本书
可用作参考资料、博世力士乐培训课程的补充读物或用于自学。

192 页，A5 尺寸
ISBN 978-3-9814879-6-1（德语）
ISBN 978-3-9816219-0-7（英语）

订货号	 语言
R961008906 德语

R961009449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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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教程第1 册
液压基本原理和元件

内容
 ▶ 符合DIN ISO 1219 标准的图形符号
 ▶ 液压油
 ▶ 液压泵
 ▶ 液压马达
 ▶ 液压缸
 ▶ 旋转驱动
 ▶ 液压蓄能器及其应用
 ▶ 单向阀
 ▶ 换向阀
 ▶ 压力阀
 ▶ 流量控制阀
 ▶ 过滤器与过滤技术
 ▶ 附件
 ▶ 连接技术
 ▶ 液压动力站

产品说明
本书主要借助工业元件的剖面结构，讲解了液压系统的基本原理
和功能，提供与实践关联的学习材料。这使得本书成为液压培训
系统或培训和进修期间的优秀参考资料。

325 页，A4 尺寸
ISBN 978-3-9814879-0-9（德语）
ISBN 978-3-9814879-3-0（英语）

订货号	 语言
R900018613 德语

R900018614 英语

R900018617 西班牙语

R988049542 中文

“HY1graphics”CD（R961000799）内包含了图片、图纸、
回路图和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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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教程第2 册
比例和伺服阀技术

内容
 ▶ 比例阀和系统技术
 ▶ 采用压力补偿器的负载补偿
 ▶ 比例阀控制技术
 ▶ 采用比例阀的控制系统设计标准
 ▶ 伺服阀技术入门
 ▶ 伺服阀和系统技术
 ▶ 从控制到控制回路
 ▶ 采用伺服阀和比例阀的液压系统的过滤
 ▶ 采用伺服阀和比例阀的现有系统示例

产品说明
本书包含了采用比例阀和伺服阀技术的液压和电控元件的功能说
明，采用真实的应用示例讲解他们之间的互相作用。书中使用整
个章节讲解比例阀技术的计算和控制。
采用现有系统的清晰阐述，从控制到控制回路，读者可以全面了
解比例阀技术获得实践导向的相关信息。

286 页，A4 尺寸
ISBN 978-3-9814879-4-7（德语）
ISBN 978-3-9816219-3-8（英语）

订货号 语言
R900018625 德语

R900018626 英语

R900018629 西班牙语

R988049543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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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教程第3 册
液压动力系统的规划和设计

内容
 ▶ 规划液压动力系统
 ▶ 液压油
 ▶ 液压系统内的热平衡
 ▶ 液压蓄能器
 ▶ 液压蓄能器的安全规定和布置
 ▶ 液压动力站的钢结构设计
 ▶ 降噪措施
 ▶ 液压系统管道的计算和尺寸标注
 ▶ 液压设备和液压动力站内部保养
 ▶ 采用涂层材料对外表面进行防腐蚀处理
 ▶ 包装与运输
 ▶ 液压系统的初次调试与维护

产品说明
本书主要讲述液压系统各个元器件的相互作用。作者讲解了在规
划、配置、构建和实现液压系统时，需要关注哪些方面。通过丰
富的选型指南、图表和数字，对功能的关联和相互依赖性进行了
说明； 这些内容在日常实践及培训和进修中，可以作为有益的辅
助资料。
每个章节均带有实际计算示例和重要标准清单。

376 页，A4 尺寸
ISBN 978-3-9814879-5-4（德语）
ISBN 978-3-9816219-4-5（英语）

订货号 语言
R900018538 德语

R900018547 英语

R900018549 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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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教程第4 册
逻辑元件技术

内容
 ▶ 二通滑入式插装阀（逻辑元件）技术入门
 ▶ 定向功能（版本和使用说明）
 ▶ 压力和流量控制功能
 ▶ 采用二通滑入式插装阀的控制设计
 ▶ 采用二通滑入式插装阀的现有控制系统的示例

产品说明
通过本书，读者将了解到规划、配置和实现采用二通滑入式插装
阀（逻辑元件）技术的液压系统时需要掌握的相关技术知识。
通过各种选型表、图表和数字，对采用这些阀的各项功能进行了
讲解。书中使用单独一个章节讲解采用二通滑入式插装阀的控制
设计，包含了现有控制系统示例。
对于该技术的用户及参加该技术培训和进修的学员，这两个章节
可以成为极佳的辅助资料。

146 页，A4 尺寸
ISBN 978-3-9816219-5-2 (德语)
ISBN 978-3-9816219-6-9 (英语)

订货号 语言
R900018537 德语

R900018543 英语

R900018546 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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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教程第6 册
二次控制的静液压传动系统

内容
 ▶ 二次控制的基本原理
 ▶ 带有二次控制的轴向活塞单元
 ▶ 不同变速马达的比较
 ▶ 基本控制原理说明
 ▶ 二次控制传动系统的应用示例
 ▶ 高效液压缸控制
 ▶ 变速电子传动
 ▶ 二次控制的规划问卷

产品说明
本书“二次控制的静液压传动系统”向对本传动概念有兴趣的读
者讲解了相关基础知识。采用现有应用作为示例，清晰阐述了二
次控制宽广的应用范围。

196 页，A4 尺寸
ISBN 978-3-9816219-7-6（德语）
ISBN 978-3-9816219-8-3（英语）

订货号 语言
R900826886 德语

R900826887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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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机械液压

内容
 ▶ 液压系统简介
 ▶ 泵和液压马达概述
 ▶ 齿轮泵和齿轮马达
 ▶ 电液泵
 ▶ 紧凑型元件
 ▶ 单向阀
 ▶ 压力阀
 ▶ 流量控制阀
 ▶ 换向阀
 ▶ 行走液压系统的基本回路
 ▶ 多路阀
 ▶ 应用
 ▶ 拖拉机电液提升控制系统（HER）
 ▶ 车辆内的液压驱动风扇冷却系统
 ▶ 行走液压系统内的CAN 总线
 ▶ 流体

产品说明
本书讲述了车辆液压系统的液压元件，说明了行走液压回路技术
的基本原理。本书的重要主题是农用拖拉机和叉车应用。
此外，书中还简要介绍了CAN 总线应用。本书对系统内所使用的
元件及其组合的功能进行了简单清晰的介绍，适合制造、维修和
开发领域的读者。
本书分为单独元件、回路技术和应用等不同部分，可为行走液压
系统的培训和自学提供帮助。

202 页，A4 尺寸
ISBN 978-3-9816219-9-0（德语）
ISBN 978-3-9816398-0-3（英语）

订货号 语言
R961000790 德语

R961000791 英语

R988049545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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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详解
拖拉机用液压

内容
 ▶ 液压系统简介
 ▶ 液压和电子元件
 ▶ 液压系统

 – 转向
 – 牵引和动力输出驱动
 – 制动系统
 – 悬挂系统
 – 电液提升控制系统（EHC
 – 风扇驱动
 – 辅加机具控制

产品说明
本书“拖拉机用液压”简要介绍了农用拖拉机最重要的液压功
能。书中用13 个章节介绍了拖拉机的元件和系统，其他行走机械
搭载的专用型号内也使用了这些元件和系统。
读者应对液压系统有基本了解，熟悉液压回路技术使用的符号。

199 页，A4 尺寸
ISBN 978-3-9814879-8-5（德语）
ISBN 978-3-9814879-9-2（英语）

订货号 语言
R961009448 德语

R961009447 英语

R901434248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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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技术字典

内容
 ▶ 德语 - 英语
 ▶ 英语 – 德语

产品说明
本字典是市售字典的补充，可作为参考资料方便地在现场使用。
字典含有液压、气动、电气工程和机械工程领域的技术术语。

266 页，A6 尺寸
ISBN 978-3-9816398-7-2（德语/英语）

订货号 语言
R961007112 德语/英语

本字典为iPhone （ Android 版近期推出） App Store（www.
apple.com/itunes）推出了可在规定条件和价格下使用的手机应
用。

可选语言：德语<> 英语（美国）、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
葡萄牙语（英属）、俄语、波兰语、捷克语和英语（美国）<> 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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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士乐
油清洁度手册

内容
 ▶ 液压过滤的需求
 ▶ 污染物的类型、来源和示例
 ▶ 液压元件的安装公差
 ▶ 受污染的液压油造成的损坏液压油等级分析
 ▶ 移动颗粒计数器MPC 4614
 ▶ 过滤粒度 – 颗粒尺寸
 ▶ 液压油建议清洁度
 ▶ 符合ISO 4406 标准的可实现清洁度
 ▶ 符合ISO 4406 标准的油清洁度代码
 ▶ 主要过滤器特性概述
 ▶ 流体和产品服务

产品说明
液压油（通常是矿物油）是液压系统的核心部分。系统发生故障
通常是因为液压油含有过多的污染物。
本手册讲解了控制、确保液压油清洁度的基本原理，可用作这个
重要的液压系统领域的参考和比较资料。

44 页，A6 尺寸

订货号 语言
R999000239 德语

R999000240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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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理论与应用

内容
 ▶ 气动系统简介
 ▶ 功能设备说明
 ▶ 控制技术

产品说明
本书简要介绍和阐述了气动和电控元件的范围（不含比例和控制
元件）及其功能和应用领域。

166 页，A4 尺寸
ISBN 978-3-9816398-1-0（德语）
ISBN 978-3-9816398-2-7（英语）

订货号 语言
R961000783 德语

R927001146 英语

R927001001 西班牙语

R988049549 中文

“PNgraphics”CD（900701018）内含有图纸、回路图和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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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理论与应用

内容
 ▶ 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元件
 ▶ 能量产生与传输
 ▶ 气动、液压和电气传动技术
 ▶ 传感器系统和控制技术
 ▶ 编程与文档
 ▶ 安全技术与指令
 ▶ 系统调试与故障诊断

产品说明
本书提供了规划、调试和诊断机电一体化系统所需的相关知识。

318 页，A4 尺寸
ISBN 978-3-9816398-3-4（德语）
ISBN 978-3-9816398-4-1（英语）

订货号 语言
R961000788 德语

R927001083 英语

R961000786 西班牙语

R988049550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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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
线性传动技术

内容
 ▶ 基本原理
 ▶ 导轨导向系统
 ▶ 直线滚珠导套和光轴
 ▶ 滚珠丝杆传动
 ▶ 直线运动系统

产品说明
“线性传动技术手册”含有线性传动技术及其应用的基础知识及
提示和建议。本手册面向设计工程师、开发者和专业采购员及技
术院校或大学的学生和老师。
本手册的第一部分旨在使读者了解线性运动技术的基本物理原
理。之后的章节讲述了直线滚珠导套和光轴 、异轨导向系统、滚
珠丝杆传动装置和博世力士乐的快装型线性传动系统的结构设计
与技术特点。
本手册的主要内容是导向和传动元件。

340 页，A4 格式
ISBN 978-3-9816398-5-8 (德语)
ISBN 978-3-9816398-6-5 (英语)

订货号 语言
R310DE2017 德语

R310EN2017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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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传感器理论与应用

内容
 ▶ 前言
 ▶ 电感式传感器
 ▶ 电容式传感器
 ▶ 超声传感器
 ▶ 光电传感器
 ▶ 磁场传感器

产品说明
本书讲述了自动化技术传感器的物理原理、功能、执行和应用领
域的相关知识。
手册适合用作培训和进修课程的参考资料，也可以用于自学。

127 页，A4 尺寸
ISBN 978-3-9816219-1-4 (德语)
ISBN 978-3-9816219-2-1 (英语)

订货号 语言
R961004456 德语

R961004461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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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技术手册
达到性能等级的10个步骤 

内容
 ▶ 机械安全基本原理
 ▶ 达到性能等级的10 个步骤
 ▶ 应用示例
 ▶ 附录 (功能安全的可靠性参数MTTFd和B10的一个指南)

产品说明
本手册为安全机械设计提供切实辅助，有助于大幅降低安全机械
控制系统的设计成本。本书融入了我们参与众多标准委员会和行
业协会的实践经验和最新知识。
现行功能安全标准考虑到集成自动化技术的进步，要求跨技术的
标准化流程。本手册讲解了机械安全的基本原理和标准。向读者
介绍了一种有助于遵照功能安全要求进行机械设计的系统。之后
利用各种应用示例条理清晰地说明了该系统的实现方法。

264 页，国际尺寸
ISBN 978-3-9814879-1-6（德语）
ISBN 978-3-9814879-2-3（英语）

订货号 语言
R961006998 德语

R961006999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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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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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覆盖了所有的传动与控制技术领域。

欢迎通过以下链接体验我们的eLearning 课程：
www.boschrexroth.com/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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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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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液压基础知识

内容
 ▶ 液压系统概述（特性）
 ▶ 液压系统的设计与功能
 ▶ 液压系统的基本物理原理及其含义
 ▶ 符合DIN ISO 1219 标准的图形符号
 ▶ 液压介质
 ▶ 液压泵、马达和液压缸
 ▶ 控制技术（单向阀、换向阀、压力阀和流量控制阀）
 ▶ 绘制和阅读简单的回路图

学习范围和课时
 ▶ 13 个教学模块，600 页培训内容，120 个测试问题
 ▶ 课时约25 至32 个小时
 ▶ 语言：德语、英语、意大利语、法语、中文、俄语、匈牙利语

及其他语言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 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eLearning

产品说明
从所选元件的功能和特性到液压回路图的设计，“eHTG – 液压
基础知识”在线培训课程提供了液压工程师需要了解的所有基本
原理。

许可证有效期
eLearning 课程在许可证有效期（激活后12 个月）内可随时使用。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6626 单个许可证

R961006637 6 个许可证

R961006638 12 个许可证

R961006639 24 个许可证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6643 单个许可证

R961006644 12 个许可证

R961006645 24 个许可证

其他许可证形式参见订购信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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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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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ATG – 电气传动技术基础知识

内容
 ▶ 电气传动技术简介
 ▶ 电机的工作原理和特性
 ▶ 编码器系统基础

学习范围和课时
 ▶ 5 个教学模块，175 页培训内容，50 个测试问题
 ▶ 学时约10 至15 个小时
 ▶ 语言：德语和英语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 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eLearning

产品说明
本培训课程涵盖了所选择传动元件的功能和特性。如想要参加高
级培训课程，建议选择本课程。学员将掌握电气传动系统的连
接，了解工业自动化技术的概况。

许可证有效期
ELearning 课程在许可证有效期（激活后12 个月）内可随时使用。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9230 单个许可证

R961009231 6 个许可证

R961009232 12 个许可证

R961009233 24 个许可证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9237 单个许可证

R961009238 12 个许可证

R961009239 24 个许可证

其他许可证形式参见订购信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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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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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STG – 电气控制技术基础知识

内容
 ▶ 电气控制技术基础介绍
 ▶ 可编程序控制器(PLC)
 ▶ 数控系统 (CNC)
 ▶ 运动控制系统 (MC)
 ▶ 机器人控制系统 (RC)
 ▶ 应用和编程案例
 ▶ 接口

学习范围和课时
 ▶ 6 个教学模块, 大约 100 页培训内容，34 个测试问题
 ▶ 学时约3至4个小时
 ▶ 语言：德语和英语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 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eLearning

产品说明
本 eLearning 提供电气控制技术基础培训课程. 逐步介绍各种类
型的控制器，表明差异，说明应用领域和讨论编程。
此外，人与控制系统之间的接口，控制系统和机器将分别在模块
化的 eLearning 学习中呈现。eLearning 是推荐给那些需要了解
基本控制技术或者想参加进一步的高级培训课程的人员。

许可证有效期
eLearning 课程在许可证有效期（激活后个月）内可随时使用。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01414926 单个许可证

R901414935 6 个许可证

R901414937 12 个许可证

R901414940 24 个许可证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01414952 单个许可证

R901414953 12 个许可证

R901414955 24 个许可证

其他许可证形式参见订购信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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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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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TG – 气动基础知识

内容
 ▶ 气动系统简介
 ▶ 气动系统的基本物理原理
 ▶ 压缩空气的产生，压缩机类型，压缩空气干燥流程
 ▶ 空气调节、压缩空气网路维护装置
 ▶ 换向阀、流量控制阀、压力阀和单向阀
 ▶ 气动传动
 ▶ 符合ISO 1219 标准的图形符号和回路图
 ▶ 元件的基本设计原则
 ▶ 基本气动回路

学习范围和课时
 ▶ 9 个教学单元，330 页培训内容，56 个测试问题
 ▶ 课时约10 至15 个小时
 ▶ 语言：德语、英语、法语及其他语言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 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eLearning

产品说明
从所选元件的功能和特性到气动回路图的设计，“ePTG – 气动
基础知识”在线培训课程包含了气动领域专业人员需要了解的所
有基本原理。

许可证有效期
ELearning 课程在许可证有效期（激活后12 个月）内可随时使用。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7056 单个许可证

R961007082 6 个许可证

R961007060 12 个许可证

R961007059 24 个许可证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7066 单个许可证

R961007065 12 个许可证

R961007064 24 个许可证

其他许可证形式参见订购信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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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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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TG – 线性运动技术基础知识

内容
 ▶ 线性运动技术简介
 ▶ 异轨导向系统的设计、功能和应用领域
 ▶ 直线滚珠导套和光轴的设计、功能和应用领域
 ▶ 滚珠丝杆传动装置的设计、功能和应用领域
 ▶ 线性运动系统的设计
 ▶ 所有快装型线性传动系统的概述

学习范围和课时
 ▶ 7 个教学模块，400 页培训内容，56 个测试问题
 ▶ 课时约12 至18 个小时
 ▶ 语言：德语，英语及其他语言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 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eLearning

产品说明
物理原理、产品、应用和基础设计知识。如要参加高级培训课
程，建议选择本课程。

许可证有效期
ELearning 课程在许可证有效期（激活后12 个月）内可随时使用。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6682 单个许可证

R961006683 6 个许可证

R961006714 12 个许可证

R961006684 24 个许可证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6688 单个许可证

R961006689 12 个许可证

R961006690 24 个许可证

其他许可证形式参见订购信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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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灵活的时间管理
 – 可自己控制的学习节奏
 – 无限重复
 – 期最终测试 + 个性化博世力士乐证书 

(每个授权)

eFSI – 功能安全基础

内容
 ▶ 机械安全的基本原理
 ▶ 机械指令、法规和标准
 ▶ 达到性能等级的10 个步骤

学习范围和课时
 ▶ 2 个教学模块，80 页培训内容，20 个测试问题
 ▶ 课时约2 至3 个小时
 ▶ 德语或英语（如要需要，也可提供其他语言）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 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eLearning

产品说明	
在eFSI“功能安全基础”eLearning 模块内，我们提供“机械安
全基本原理”和“达到性能等级的10 个步骤”两个主题的多媒体
教学内容，均按照最新的教学成果编制。

许可证有效期
ELearning 课程在许可证有效期（激活后12 个月）内可随时使用。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7035 单个许可证

R961007036 6 个许可证

R961007037 12 个许可证

R961007038 24 个许可证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7042 单个许可证

R961007043 12 个许可证

R961007044 24 个许可证

其他许可证形式参见订购信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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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EE – 能源效率基础

内容
 ▶ 能源 – 稀缺资源
 ▶ 能效的定义
 ▶ 概况
 ▶ 企业内的能效
 ▶ 博世力士乐4EE 系统
 ▶ 关于能效的实用信息

学习范围和课时
 ▶ 1 个教学模块，43 页培训内容，15 个测试问题
 ▶ 课时约1 至2 个小时
 ▶ 德语和英语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 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 对能效问题感兴趣

许可证有效期
ELearning 课程在许可证有效期（激活后12 个月）内可随时使用。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eLearning

产品说明	
能源储备持续减少，能源价格不断攀升。与此同时，能源需求却
在一直增长。因此，如今关注的重点是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技
术。智能自动化解决方案可以为此做出重要贡献，前提是人们意
识到能效问题，致力于优化能源使用方法，并选择正确的技术工
具。在本eLearning 模块内，我们向您介绍关于能效问题需要了
解的全部信息。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6661 单个许可证

R961006662 6 个许可证

R961006663 12 个许可证

R961006904 24 个许可证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6670 单个许可证

R961006675 12 个许可证

R961006680 24 个许可证

其他许可证形式参见订购信息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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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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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EE – Sytronix
高能效变速泵驱动系统

内容
 ▶ 基础能效知识
 ▶ 阀和排量控制
 ▶ 按需控制
 ▶ 变速泵驱动系统的元件
 ▶ 此类驱动系统的选择参数
 ▶ 回路示例
 ▶ 系统比较

学习范围和课时
 ▶ 2 个教学模块，110 页培训内容，30 个测试问题
 ▶ 课时约3 至4 小时
 ▶ 德语和英语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 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 参加了HTG/eHTG、EATG-1 和HTTPu 培训课程或掌握了相

应的知识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eLearning

产品说明
博世力士乐的Sytronix 变速泵驱动系统兼具高性能液压系统的可
靠性和紧凑型电子装置的能效及动力性能。
在“e4EE Sytronix”eLearning 培训课程内，我们教授必要的基
础知识和技术背景。

许可证有效期
ELearning 课程在许可证有效期（激活后12 个月）内可随时使用。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6677 单个许可证

R961006931 6 个许可证

R961006668 12 个许可证

R961006932 24 个许可证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6934 单个许可证

R961006669 12 个许可证

R961006935 24 个许可证

其他许可证形式参见订购信息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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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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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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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免费

eSER
sercos – 自动化总线

内容
 ▶ SERCOS 自动化总线概述
 ▶ SERCOS 在工业自动化中的应用
 ▶ SERCOS 的技术详情
 ▶ SERCOS 的特点和其优点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 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产品说明
今天，用电脑自主学习是知识传递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由选择时间和地点、无限的重复、各自控制学习进度和互动的
学习内容使得eLearning 是不可或缺的学习工具。
基本的SERCOS 技术细节和应用举例-用户需要控制系统、电气
和液压执行器、阀门和I / O 的基础知识。

许可证有效期
本培训课程随时可以免费学习.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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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工具

传动与控制学院的培训工具可简化液压图的绘制及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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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模板
计算尺 – 液压
计算尺 – 气动

符号模板

使用流体技术符号模板，可以更加方便地绘制图形符号和回路图。

适用于0.5 粗度的笔

订货号
R900018486

计算尺	–	液压

液压计算尺是一种基本液压计算的模拟辅助工具。

订货号 语言
R900018482 德语

R900018483 英语

R900018485 西班牙语

计算尺	–	气动

气动计算尺是一种基本气动计算的模拟辅助工具。

订货号 语言
R961000803 德语 +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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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符号箱

磁性符号箱

我们将用于设计和解读气动、电控和液压回路图的大尺寸磁性符
号装在一个塑料箱内，箱子内部分隔成不同的格间，并附带所有
符号的清单。
磁性符号便于定位和移动，可配合白板笔在白板上使用。磁性符
号可以不借助电脑，在培训台上快速使用。

磁性符号的类别：
双作用气缸 单作用气缸 气动马达

摆动式驱动器 液压马达 截止阀

2/2换向阀 3/2常闭换向阀,双向流通 3/2常开换向阀

4/2换向阀 4/3中封换向阀 4/3中压换向阀

4/3中泄换向阀 4/3中位联通换向阀 5/2方向阀，双向流通

5/2方向阀，单向流通 5/3中封换向阀 5/3中压换向阀

5/3中泄换向阀 可调单向节流阀 可调节流阀

单向阀 双压阀 梭阀

快排阀 溢流阀 减压阀

两通流量控制阀 三通流量控制阀 维护单位

详细的维护单位 液压动力站 液压泵

继电器 电磁线圈 传感器

LED

订货号
R90142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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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图/剖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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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件的设计和工作原理可使用剖面模型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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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图 – 液压套件1

内容
 ▶ 叶片泵（PV7 系列）
 ▶ 伺服换向控制阀（4WS.2E 型）
 ▶ 图形符号（阀）
 ▶ 图形符号（泵、马达、液压缸和设备）
 ▶ 轴向变量柱塞泵（带压力和流量控制）
 ▶ 物理学的基本原理

产品说明
挂图清晰地展示了液压元件的设计、回路符号和功能元件或简要
列出了符合DIN ISO 1219 标准的图形符号。

DIN A1 尺寸 (841 x 594 mm)

订货号 名称 语言
R961008961 套件 德语 + 英语

R961009315 叶片泵（PV7 系列） 中文+英语

R961009316 伺服换向控制阀
（4WS.2E 型）

中文+英语

R961009317 图形符号（阀） 中文+英语

R961009318  图形符号
（泵、马达、液压缸和设备）

中文+英语

R961009319 轴向变量柱塞泵
（带压力和流量控制）

中文+英语

物理学的基本原理 中文+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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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图 – 液压套件2

内容
 ▶ 液压驱动风扇冷却系统1 

（带定量泵和马达、带热敏溢流阀的变量泵、带溢流阀的变
量泵）

 ▶ 液压驱动风扇冷却系统2 
（带溢流阀的变量泵）

 ▶ 泵控制系统1 
（带压力和流量控制、先导压力控制、功率控制、电比例排量
控制EO）

 ▶ 泵控制系统2 
（电比例排量控制EP、受转速控制）

产品说明
挂图清晰地展示了液压驱动风扇冷却系统及泵控制系统的设计和
回路符号。

DIN A1 尺寸（841 x 594 mm）

订货号 名称 语言
R961008962 套件 德语 + 英语

R961009311 液压驱动风扇冷却系统1 中文+英语

R961009312 液压驱动风扇冷却系统2 中文+英语

R961009313 泵控制系统1 中文+英语

R961009314 泵控制系统2 中文+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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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图 – 液压套件3
阀

内容
 ▶ 减压阀
 ▶ 换向阀
 ▶ 伺服换向阀
 ▶ 溢流阀
 ▶ 单向节流阀

产品说明
挂图清晰地展示了液压阀的设计、回路符号和功能元件。

DIN A1 尺寸（841 x 594 mm）

订货号 语言
R961009636 德语 +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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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图 – 气动套件1

内容
 ▶ 换向阀（LS04AF 系列）
 ▶ 换向阀（LS04XS 系列）
 ▶ 维护单元（AS 系列）
 ▶ 气缸（OCT1 系列）

产品说明
挂图清晰地展示了气动元件的设计、回路符号和功能元件。

DIN A1 尺寸（841 x 594 mm）

订货号 名称 语言
R961008963 套件 德语 + 英语

R961009320 换向阀（LS04AF 系列） 中文+英语

R961009321 换向阀（LS04XS 系列） 中文+英语

R961009322 维护单元（AS 系列） 中文+英语

R961009323 气缸（OCT1 系列） 中文+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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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模型

产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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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订货号
溢流阀 R900018206

减压阀 R900018212

先导式减压阀 R900018213

双向节流阀 R900018224

叶片泵 R900018226

比例减压阀 R900018228

单向阀 R900018232

回油单向阀 R900018238

单向阀2 R900018240

座阀式方向阀 R900018245

直动式方向阀 R90138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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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

视频、互动式2D 和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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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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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
液压基础知识

内容
 ▶ 基本回路

 – 压力和力控制
 – 静液压传动
 – 阀控制

 ▶ 元件
 – 液压介质，位移，曲线
 – 液压马达
 – 液压泵
 – 液压阀
 – 液压缸
 – 附件

 ▶ 基本物理原理
 – 流体粘度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 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 液压基础知识（推荐：HTG 或eHTG 培训课程）

产品说明
“液压基础知识”动画包含有50 个动画，覆盖了基本回路、元件
和基础物理原理等主题。
动画是中性语言，所有必要的字幕均使用英语。

许可证有效期
动画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激活后12 个月）可随时观看。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6928 单个许可证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6929 单个许可证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animation

 – 灵活的时间管理
 – 可自己控制的学习节奏
 – 无限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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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
液压驱动风扇冷却系统

内容
 ▶ 定量泵与马达
 ▶ 带以下装置的变量泵：

 – 热敏溢流阀
 – 带下降特性的比例溢流阀
 – 带下降特性的比例溢流阀；电缆击穿
 – 比例溢流阀；风扇正反转
 – Interforst 风扇（叶片）
 – 百叶窗
 – 曲线上升特性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 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 液压基础知识（推荐：HTG 或eHTG 培训课程）

产品说明
“风扇驱动”动画包含有7 个带详细说明的动画和1 个影片。
动画是中性语言，所有必要的字幕均使用英语。

许可证有效期
动画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激活后12 个月）可随时观看。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6920 单个许可证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6921 单个许可证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animation

 – 灵活的时间管理
 – 可自己控制的学习节奏
 – 无限的可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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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
节流控制

内容
 ▶ 节流控制原理
 ▶ 与负载有关
 ▶ 与速度有关
 ▶ 先导阀
 ▶ 换向阀控制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 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 基础液压知识（推荐：HTG 或eHTG 培训课程）

产品说明
“节流控制”动画包含有5 个带详细说明的动画。

许可证有效期
动画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激活后12 个月）可随时观看。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9776 单个许可证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9777 单个许可证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animation

 – 灵活的时间管理
 – 可自己控制的学习节奏
 – 无限的可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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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
Sytronix

内容
 ▶ 变速驱动

 – 开式回路，泵 – 马达
 – 闭式回路
 – 单向旋转泵，通过换向阀使马达反转
 – 单向旋转泵，通过换向阀使液压缸反向运动
 – 双向泵，压力控制
 – 双向泵，位置控制

 ▶ DFE
 – 马达，开式回路
 – 马达，带换向阀的开式回路
 – 液压缸，带换向阀的开式回路
 – 压力和位置控制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 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 液压基础知识（推荐：HTG 或eHTG 和e4EE 培训课程）

产品说明
“Sytronix”动画包含有10 个带详细说明的动画。
动画是中性语言，所有必要的字幕均使用中文。

许可证有效期
动画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激活后12 个月）可随时观看。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6922 单个许可证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6923 单个许可证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animation

 – 灵活的时间管理
 – 可自己控制的学习节奏
 – 无限的可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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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
泵控系统

内容
 ▶ 压差(Δp)-设定 (DFRDElTAP)
 ▶ 压力切断 (DFRPRTAP)
 ▶ 电比例 (EP) 控制
 ▶ EP 控制, 主-从
 ▶ 带电反馈和位置控制的电比例控制(EO)
 ▶ 与速度有关的控制 (DA), 原理
 ▶ DA 控制,负载模拟
 ▶ DA 控制,模拟并行使用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 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 液压基础知识（推荐：HTG 或eHTG 培训课程）

产品说明
"泵控系统" 包含8 个动画内容.
动画是中性语言，所有必要的字幕均使用英语.

许可证有效期
动画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激活后12 个月）可随时观看。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6926 单个许可证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6927 单个许可证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animation

 – 灵活的时间管理
 – 可自己控制的学习节奏
 – 无限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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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
负荷传感 (LS) & 与压力无关的流量分配 (LUDV)

内容
 ▶ 特性曲线(可编程的, 可发展的)
 ▶ 特性曲线（可编程的，线性的）
 ▶ 双阀，分别操作
 ▶ 双阀，并联运行
 ▶ 双阀，负载模拟
 ▶ 双阀，负载指示（梭阀线）
 ▶ 双阀，带特性曲线的行走驱动开式回路
 ▶ 双阀，不带特性曲线的行走驱动开式回路
 ▶ 双阀，抗拥堵功能
 ▶ 工作原理（M7 型）
 ▶ 模拟并行操作（M7-基础）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 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 液压基础知识（推荐：HTG 或eHTG 培训课程）

产品说明
"负荷传感 (LS) & 与压力无关的流量分配(LUDV)" 包括 11 个动
画内容.
动画是中性语言，所有必要的字幕均使用英语.

许可证有效期
动画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激活后12 个月）可随时观看。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415662 单个许可证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415663 单个许可证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animation

 – 灵活的时间管理
 – 可自己控制的学习节奏
 – 无限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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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
二位比例阀
(回路和应用)

内容
 ▶ 二位比例阀, 工作原理, 

流向 P-A
 ▶ ▶ 二位比例阀, 工作原理, 

流向A-P
 ▶ 比例方向控制阀, (4x 2/2) 独立控制 P-A, A-T, P-B, B-T
 ▶ 比例方向控制阀, 独立控制, 

代表/图浮动位置（手动液压缸驱动）
 ▶ 比例方向控制阀,独立控制, 代表/图浮动位置,轮式装载机的应用
 ▶ 比例方向控制阀, 独立控制, 代表/图非浮动位置，轮式装载机

的应用
 ▶ 比例方向控制阀,独立控制, 伸出和返回的速度相同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 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 液压基础知识（推荐：HTG 或eHTG 培训课程）

产品说明
"二位比例阀 (回路和应用)" 包括 7 个动画内容.
动画是中性语言，所有必要的字幕均使用英语.

许可证有效期
动画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激活后12 个月）可随时观看。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01415657 单个许可证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01415660 单个许可证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animation

 – 灵活的时间管理
 – 可自己控制的学习节奏
 – 无限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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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
比例阀的电磁线圈电流控制

内容
 ▶ 基础原理
 ▶ 电源电压模拟
 ▶ 布线长度的影响
 ▶ 温度的影响
 ▶ 基本回路：带电控的阀
 ▶ 脉冲宽度调制原则 – 电源的影响
 ▶ 电流调节原则 – 改变命令值/指令值偏差
 ▶ 频率对滞环的影响
 ▶ 频率对稳定性的影响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 液压基础知识（推荐：HTG 或eHTG 培训课程）

产品说明
"比例阀的电磁线圈电流控制" 包含9 个动画内容.
动画是中性语言，所有必要的字幕均使用英语.

许可证有效期
动画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激活后12 个月）可随时观看。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01415665 单个许可证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01415667 单个许可证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animation

 – 灵活的时间管理
 – 可自己控制的学习节奏
 – 无限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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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
三位和二位比例流量控制阀
(回路和应用)

内容
 ▶ 三位比例流量控制阀, 

功能表示
 ▶ 三位比例流量控制阀, 

功能表示和特征
 ▶ 二位比例流量控制阀, 

功能表示, 节流孔的影响
 ▶ 二位比例流量控制阀 

功能表示, 节流孔的影响
 ▶ 摊铺机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 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 液压基础知识（推荐：HTG 或eHTG 培训课程）

产品说明
”三位和二位比例流量控制阀(回路和应用)" 动画包含5 个动画
内容.
动画是中性语言，所有必要的字幕均使用英语.

许可证有效期
动画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激活后12 个月）可随时观看。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01415668 单个许可证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01415669 单个许可证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animation

 – 灵活的时间管理
 – 可自己控制的学习节奏
 – 无限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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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
气动基础知识

内容
 ▶ 基本物理原理
 ▶ 压缩空气的产生
 ▶ 维护单元
 ▶ 气动传动
 ▶ 换向阀
 ▶ 单向阀、节流阀和调压阀
 ▶ 其它气动元件
 ▶ 基本气动回路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 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 气动基础知识（推荐：PTG 或ePTG 培训课程）

产品说明
“气动基础知识”动画包含有大约50 个动画，主要关于基本物理
原理、换向阀和基本气动回路等主题。
动画是中性语言，所有必要的字幕均使用英语。

许可证有效期
动画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激活后12 个月）可随时观看。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6676 单个许可证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6681 单个许可证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animation

 – 灵活的时间管理
 – 可自己控制的学习节奏
 – 无限的可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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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App
液压计算

内容
计算

 ▶ 体积流量（泵）（流量）
 ▶ 每转的流量（泵）（排量）
 ▶ 液压马达的转速和转矩
 ▶ 液压缸的速度和压力

要求
 ▶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Flash Player 10 或更高版本 

（http://get.adobe.com/flashplayer/），尽可能使用支持
Flash 的浏览器

 ▶ 禁用弹窗拦截工具
 ▶ 电子邮箱，用于个人登陆

产品说明
“液压计算”网页应用讲解了液压系统的物理方面。
该应用程序可确定总体积流量和泵每转的体积流量。
使用驱动马达、功率和压力级的选定参数进行计算。
计算结果可用于确定液压驱动装置的关键参数，例如液压马达的
转速和转矩及液压缸的速度和输出力。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animation

 – 灵活的时间管理
 – 可自己控制的学习节奏
 – 无限的可重复性
 –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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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系列
运动中的技术

产品说明
24 部先进的高品质动画演示各个应用领域实际的和有趣的传动解
决方案。该影片系列包含形象宣传片，公平的介绍和销售用的技
术信息。对活动和演讲来说,他们是优秀的支持工具，同时也可以
作为培训的补充内容。

备注:

免费登陆:
www.boschrexroth.com/animation 
or www.youtube.com.

 – 灵活的时间安排
 – 无限重复
 – 免费

目录
1 公司介绍录像
2 力士乐液压50 年
3 拖车工业 2006
4 运动演变
5 印刷机械
6 造纸厂
7 收割机
8 锯木厂
9 木工
10 压机
11 粉末金属压机
12 连铸

要求
 ▶ PC 带互联网
 ▶ 停用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 E-mail 地址,用于个人登陆

13 比例阀
14 伺服阀
15 FIVA 阀
16 HRB 卡车
17 HRB 叉车
18 传动与控制学院
19 食品与包装
20 主动升沉补偿
21 注塑机
22 E2C – 易于组装
23 风能
24 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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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软件、基于软件的教学媒体和应用丰富了我们的教学产品，是有效知识转移的必要组成部分。

通过以下免费链接体验我们的软件课程：
www.boschrexroth.com/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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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on Studio Education™

内容
 ▶ 气动、液压、电气和电控回路的仿真
 ▶ 系统及控制面板的清晰展示和动画
 ▶ 跨技术仿真展示了气动、电气、电控、PLC 和GRAFCET间的

相互作用；使用软PLC 或GRAFCET 进行控制和仿真

要求
 ▶ Windows 7 （32-/64 位），Windows Vista，WindowsXP 

SP2，Windows 2000 SP4 或Windows
 ▶ Server 2003 和Internet Explorer v5.01 或以上版本
 ▶ 800 MB 空闲硬盘空间
 ▶ 1 GB RAM，推荐2 GB
 ▶ 可用的 USB 端口，用于许可证dongle

产品说明
从系统设计到元件仿真和动画，Automation StudioTM 提供各种
工具，为液压、气动、电气和控制技术领域各个科目的教学提供
支持。使用Automation StudioTM，可以创建内容丰富、灵活的学
习材料，配合元件仿真和动画，展示课堂上讲授的基础理论。
为此，学员可以访问各个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元件库。使用
Automation StudioTM 教育版，在虚拟、安全的环境内，对项目
进行开发、测试和分析，完成构建、应用和维护，快速掌握学习
内容。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01403226 气动，单个许可证

R901403228 液压，单个许可证

R901403229 流体技术，单个许可证

其他许可形式参见订购信息。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01402731 气动，单个许可证

R901391025 液压，单个许可证

R901391033 流体技术，单个许可证

 – 简单直观的操作菜单
 – 清晰的配置对话框
 – 大量参数选项
 – 气动、液压或流体技术许可证

备注:
参加相应的面对面培训课程：DC-AS - Automation StudioTM 
流体技术培训。
我们目前提供的培训内容参见以下链接：
www.boschrexroth.de/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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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vos 7.0
阀控液压缸驱动系统仿真软件

内容
以下环节的仿真

 ▶ 阀
 ▶ 液压缸
 ▶ 压力源
 ▶ 控制器
 ▶ 命令值
 ▶ 反作用力
 ▶ 功能

要求
 ▶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98/NT 4.0 SP4/ME/2000/

XP/Vista/Win 7
 ▶ CD 驱动器

产品说明
开环或闭环阀控液压缸驱动装置的仿真。数以百计的参数可实
现对复杂结构的建模及几乎任何传动顺序和负载的仿真。该软
件工具可帮助用户最大限度减少测试环节的工作量，大幅缩短
开发时间。

适用于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5099 单个许可证

适用于教育机构/学校/大学的许可证

订货号 许可证
R961005100 单个许可证

备注:
提供免费测试版。
更多详情参见以下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software
参加面对面培训课程：
使用HYV-1 - HYVOS 7.0进行仿真
我们目前提供的培训内容参见以下链接：
www.boschrexroth.de/training

 – 方便的用户界面
 – 简单的操作
 – 以实践为导向
 – 最大限度减少复杂作业，加速开发过程
 – 附图的文档和演示



70 Media	| 软件

博世力士乐, R999001286, 2015-10  

使用Excel 进行静液压计算

内容
直线传动

 ▶ 速度曲线
 ▶ 单活塞杆液压缸
 ▶ 双活塞杆液压缸
 ▶ 正反馈液压缸
 ▶ 单活塞杆液压缸的固有频率
 ▶ 双活塞杆液压缸的固有频率
 ▶ 柱塞缸的固有频率

旋转驱动
 ▶ 速度曲线
 ▶ 行程曲线
 ▶ 定量液压马达
 ▶ 变量液压马达
 ▶ 液压马达的固有频率
 ▶ 质量惯性矩（转动惯量）

一般传动
 ▶ 泵功率
 ▶ 管路 
 ▶ 液压蓄能器 
 ▶ 节流孔 
 ▶ 可压缩性

产品说明
本软件是由有计算公式的一系列独立、非链接的电子表格组成。

订货号 语言
R900854114 德语/英语

 – 基于实践的
 – 易于操作
 – 元件和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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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Scheme Editor

内容
 ▶ 可通过鼠标“拖放”与多种模型和工作表配合使用
 ▶ 在在线样本内选择产品，提交D&C Scheme Editor
 ▶ 可在库内选择符号，在数字工作表或直接在模型浏览器内使用
 ▶ 利用多重选择，可同时添加多个元件
 ▶ 只需要点击几次鼠标，即可从库内对元件进行集成，完成连

接，构成完整的回路图
 ▶ 语言：德语，英语

要求
 ▶ 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7/8/XP/Vista

产品说明
D&C Scheme Editor 是一款简单的回路图软件，用于和客户进
行交流。软件能够与多种模型和工作表配合使用。元件可从符号
库内或直接从在线样本的产品中选取，然后在数字工作表内使
用。只需点击几次鼠标即可创建气动连接，包含所使用元件的部
件清单将自动生成。所选择的元件可以在单独的用户库内汇总。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dnc-scheme-editor

 – 用于创建符合标准的气动回路图的综合性软件
 – 操作直观
 – 创建自定义符号和模块
 –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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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raMotion MTX micro Trainer

内容
 ▶ 车、铣、钻、磨、冲
 ▶ 不同的轴控制
 ▶ 插值和进给功能
 ▶ 移位和补偿
 ▶ 刀具管理
 ▶ CNC 编程
 ▶ PLC 编程

产品说明
IndraMotion MTX micro 是博世力士乐为标准车和铣机床推出的
结构小巧、功能强大、经济高效的CNC 解决方案，具备小型CNC 
机床需要的所有功能。最多可控制2 个CNC通道内的6 个轴，调
试简单。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mtxtrainer

 – 体积小巧，功能强大
 – 调试工作简单
 –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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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pro light

内容
 ▶ 导入CAD 和3D 模型

 – 改变透视
 – 不限制模型数量
 – 移动空间内的所有部件
 – 可导入CAD 创建方案

 ▶ 3D 模型形式的培训系统
 – 元件存放小车
 – WS290 液压培训系统
 – DS3 气动培训系统
 – 机电一体化工作站

 ▶ WS 290 的其他部件
 – 小型和大型管件贮存
 – 2.5 L 量筒
 – 15 kg 旋转负载模拟器
 – 80 kg 垂直负载模块

要求
 ▶ 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 （32 位/64位）
 ▶ DVD-ROM 驱动器
 ▶ 支持OpenGL 的显卡
 ▶ Adobe Reader 6.0 或更高版本
 ▶ 完全安装需要2.5GB 的空闲硬盘空间
 ▶ 互联网接口，以便进行自动更新

产品说明
MTpro 是一款用于独立教室规划的软件工具，提供两种版本：

 ▶ MTpro light 无许可证费用，只能使用Layout Designer，提
供免费下载。

 ▶ 完整版本的MTpro 使用DVD 介质，提供丰富的功能。软件免
费，但60 天后，须支付许可证费用。

免费访问链接：
www.boschrexroth.com/mtpro

 – 操作便捷
 – 3D形式的独立教室规划
 – 1:1 培训模型
 – 免费(MT pro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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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链接，可以查看传动与控制技术的所有免费eLearning 模块、动画和视频及我们的技术书籍电子书。

此外，您还可以查看我们的培训课程和培训系统的相关信息及其他媒体资源。
我们的产品中还包含了免费软件应用下载。

eLearnings/eTrainings

D&C Scheme Editor – 
简单的回路图软件

动画/应用程序

IndraMotion MTX micro Trainer

eBooks

MTpro light – 独立教室规划

100% 免费
欢迎免费体验我们的部分产品：
www.boschrexroth.com/guest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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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以下页面列出了我们产品的说明、产品订货号。

请将附带了所需产品订货号和账单地址的订单寄给我们的销售合作伙伴或发送至media@boschrexroth.de.

此外，您还可以通过eShop 快速、方便地完成订购：
 www.boschrexroth.com/eshop

欢迎访问我们的Amazon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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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页码 订货号 名称

知识简要	–	液压	–	基本原理

18 R961008906 Wissen kompakt – Hydraulik – Grundlagen 德语

R961009449 知识简要 – 液压 – 基本原理 英语

液压培训教材	第1	册	–	液压	.基本原理和元件
19 R900018613 Hydraulik. Grundlagen und Komponenten 德语

R900018614 液压 .基本原理和元件 英语

R900018617 Hidráulica. Principios básicos y componentes 西班牙语

R988049542 液压 .基本原理和元件 中文

R961000799 CD “HY1graphics”

液压培训教材	第2	册	–	比例和伺服阀技术
20 R900018625 Proportional- und Servoventiltechnik 德语

R900018626 比例和伺服阀技术 英语

R900018629 Válvula proporcional y servo tecnología 西班牙语

R988049543 比例和伺服阀技术 中文

液压培训教材	第3	册	–	液压动力系统的规划和设计
21 R900018538 Projektierung und Konstruktion von Hydroanlagen 德语

R900018547 液压动力系统的规划和设计 英语

R900018549 Planificación y diseño de sistemas de potencia hidráulica 西班牙语

液压培训教材	第4	册	–	逻辑元件技术
22 R900018537 Technik der 2-Wege-Einbauventile 德语

R900018543 逻辑元件技术 英语

R900018546 Técnica de las válvulas insertables de 2 vías 西班牙语

液压培训教材	第6	册–	带二次调节的静液压传动系统
23 R900826886 Hydrostatische Antriebe mit Sekundärregelung 德语

R900826887 带二次调节的静液压传动系统 英语

行走机械液压
24 R961000790 Hydraulik in mobilen Arbeitsmaschinen 德语

R961000791 行走机械液压 英语

R988049545 行走机械液压 中文

知识详解	–	拖拉机用液压
25 R961009448 Wissen ausführlich – Hydraulik für Traktoren 德语

R961009447 知识详解 –拖拉机用液压 英语

R901434248 知识详解 –拖拉机用液压 中文

流体技术词典
26 R961007112 Wörterbuch der Fluidtechnik 德语/英语

力士乐油液清洁度手册
27 R999000239 Ölreinheitsfibel 德语

R999000240 油液清洁度手册 英语

气动.	理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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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订货号 名称

28 R961000783 Pneumatik in Theorie und Praxis 德语

R927001146 气动. 理论与应用 英语

R927001001 Neumática, teoría y práctica 西班牙语

R988049549 气动. 理论与应用 中文

R900701018 CD „PNgraphics”

机电一体化.	理论与应用
29 R961000788 Mechatronik in Theorie und Praxis 德语

R927001083 机电一体化. 理论与应用 英语

R961000786 Mecatrónica, en teoría y práctica 西班牙语

R988049550 机电一体化. 理论与应用 中文

手册:	线性运动技术
30 R310DE2017 Handbuch Lineartechnik 德语

R310en2017 手册: 线性运动技术 英语

教材	–	传感器理论与应用
31 R961004456 Sensorik in Theorie und Praxis 德语

R961004461 传感器理论与应用 英语

安全技术手册	–达到性能等级的10	个步骤
32 R961006998 10 Schritte zum Performance Level – Handbuch zur Umsetzung der 

Funktionalen Sicherheit nach ISO 13849
德语

R961006999 达到性能等级的10 个步骤–根据 ISO 13849,执行功能安全的手册 英语

R901393176 Raggiungere il Performance Level in 10 fasi - Guida
all’applicazione della sicurezza funzionale secondo EN ISO 13849

意大利语

eLearning
页码 订货号 名称

eHTG	–	液压基础知识
34 R961006626 EL HTG (1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37 EL HTG (6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38 EL HTG (12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39 EL HTG (24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41 EL HTG (48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40 EL HTG (100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42 EL HTG (500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43 EL HTG (1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6644 EL HTG (12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6645 EL HTG (24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6646 EL HTG (48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6647 EL HTG (100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6648 EL HTG (500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eESTG–	电气传动技术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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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订货号 名称

35 R961009230 EL EATG (1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9231 EL EATG (6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9232 EL EATG (12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9233 EL EATG (24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9234 EL EATG (48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9235 EL EATG (100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9236 EL EATG (500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9237 EL EATG (1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9238 EL EATG (12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9239 EL EATG (24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9240 EL EATG (48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9241 EL EATG (100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9242 EL EATG (500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eESTG–	电控技术基础知识
36 R901414926 EL ESTG (1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01414935 EL ESTG (6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01414937 EL ESTG (12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01414940 EL ESTG (24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01414948 EL ESTG (48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01414949 EL ESTG (100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01414950 EL ESTG (500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01414952 EL ESTG (1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01414953 EL ESTG (12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01414955 EL ESTG (24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01414960 EL ESTG (48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01414965 EL ESTG (100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01414970 EL ESTG (500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ePTG	–	气动基础知识
37 R961007056 EL PTG (1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7082 EL PTG (6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7060 EL PTG (12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7059 EL PTG (24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7063 EL PTG (48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7062 EL PTG (100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7061 EL PTG (500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7066 EL PTG (1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7065 EL PTG (12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7064 EL PTG (24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7069 EL PTG (48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7068 EL PTG (100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7067 EL PTG (500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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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订货号 名称

eLTG	–	线性运动技术基础知识
38 R961006682 EL LTG (1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83 EL LTG (6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714 EL LTG (12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84 EL LTG (24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85 EL LTG (48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86 EL LTG (100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87 EL LTG (500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88 EL LTG (1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6689 EL LTG (12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6690 EL LTG (24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6691 EL LTG (48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6692 EL LTG (100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eFSI	–	功能安全基础
39 R961007035 EL FSI (1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7036 EL FSI (6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7037 EL FSI (12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7038 EL FSI (24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7039 EL FSI (48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7040 EL FSI (100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7041 EL FSI (500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7042 EL FSI (1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7043 EL FSI (12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7044 EL FSI (24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7045 EL FSI (48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7046 EL FSI (100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7047 EL FSI (500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e4EE	–	能源效率基础
40 R961006661 EL 4EE (1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62 EL 4EE (6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63 EL 4EE (12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904 EL 4EE (24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65 EL 4EE (48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60 EL 4EE (100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66 EL 4EE (500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70 EL 4EE (1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6675 EL 4EE (12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6680 EL 4EE (24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6667 EL 4EE (48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6672 EL 4EE (100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6930 EL 4EE (500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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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订货号 名称

e4EE	Sytronix	–能效变速泵驱动系统
41 R961006677 EL 4EE (1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931 EL 4EE (6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68 EL 4EE (12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932 EL 4EE (24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73 EL 4EE (48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933 EL 4EE (100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678 EL 4EE (500 个许可证/12 月) – 工业版

R961006934 EL 4EE (1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6669 EL 4EE (12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6935 EL 4EE (24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6674 EL 4EE (48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6936 EL 4EE (100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R961006679 EL 4EE (500 个许可证/12 月) – 教育版

eSER	sercos	–自动化总线
42 许可证

培训工具
页码 订货号 名称

符号模板
44 R900018486 符号模板

计算尺	–	液压
44 R900018482 HY Rechenschieber 德语

R900018483 液压计算尺 英语

R900018485 HY Regla de cálculo 西班牙语

计算尺–	气动
44 R961000803 气动计算尺 德语, 英语

磁性符号箱
45 R901425267 磁性符号箱

挂图/剖面模型
页码 订货号 名称

挂图	–	液压套件	1
48 R961008961 液压套件1 德语, 英语

挂图	–	液压套件	2
49 R961008962 液压套件2 德语, 英语

挂图	–	液压套件3	–	阀
50 R961009636 阀 德语, 英语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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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订货号 名称

挂图	–	气动套件1
51 R961008963 气动套件 1 德语, 英语

剖面模型
52 R900018206 溢流阀

R900018212 减压阀

R900018213 先导式减压阀

R900018224 双向节流阀

R900018226 叶片泵

R900018228 比例减压阀

R900018232 单向阀

R900018238 回油单向阀

R900018240 单向阀2

R900018245 阀式方向阀

R901389252 直动式方向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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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
页码 订货号 名称

动画	–	液压	–	基本原理
54 R961006928 工业企业1 年的许可证

R961006929 教育机构1 年的许可证

动画	–液压驱动风扇冷却系统
55 R961006920 工业企业1 年的许可证

R961006921 教育机构1 年的许可证

动画	–	节流控制
56 R961009776 工业企业1 年的许可证

R961009777 教育机构1 年的许可证

动画	–	Sytronix
57 R961006922 工业企业1 年的许可证

R961006923 教育机构1 年的许可证

动画	–	泵控系统
58 R961006926 工业企业1 年的许可证

R961006927 教育机构1 年的许可证

动画	–	负荷传感	(LS)	&	与负载无关的流量分配	(LUDV)
59 R901415662 工业企业1 年的许可证

R901415663 教育机构1 年的许可证

动画	–	二位比例阀	(回路和应用)
60 R901415657 工业企业1 年的许可证

R901415660 教育机构1 年的许可证

动画	–比例阀的电磁线圈电流控制
61 R901415665 工业企业1 年的许可证

R901415667 教育机构1 年的许可证

动画	–	三位和	二位比例流量控制阀	(回路和应用)
62 R901415668 工业企业1 年的许可证

R901415669 教育机构1 年的许可证

动画	–	气动	–	基本原理
63 R961006676 工业企业1 年的许可证

R961006929 教育机构1 年的许可证

Web-App	液压	–	计算
64  Web-App 液压 – 计算 德语/英语

影片系列	–运动中的技术
65 影片系列 –运动中的技术 德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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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页码 订货号 名称

Automation	Studio	Education
68 R901402731 气动 , 单个许可证 , 教育机构 德语/英语

R901403226 气动 , 单个许可证 , 工业企业 德语/英语

R901391025 液压 , 单个许可证 , 教育机构 德语/英语

R901403228 液压 , 单个许可证 , 工业企业 德语/英语

R901391033 流体技术 , 单个许可证 , 教育机构 德语/英语

R901403229 流体技术 , 单个许可证 , 工业企业 德语/英语

R901402742 气动 , 6个 网络许可证 , 教育机构 德语/英语

R901403231 气动 , 6个 网络许可证 , 工业企业 德语/英语

R901402745 液压, , 6个 网络许可证 , 教育机构 德语/英语

R901403232 液压, , 6个 网络许可证 , 工业企业 德语/英语

R901402747 流体技术 , 6个 网络许可证 , 教育机构 德语/英语

R901403233 流体技术 , 6个 网络许可证 , 工业企业 德语/英语

R901402748 气动 , 12个 网络许可证 , 教育机构 德语/英语

R901403234 气动 , 12个 网络许可证 , 工业企业 德语/英语

R901402751 液压, , 12个 网络许可证 , 教育机构 德语/英语

R901403236 液压, , 12个 网络许可证 , 工业企业 德语/英语

R901404193 流体技术 , 12个 网络许可证 , 教育机构 德语/英语

R901403237 流体技术 , 12个 网络许可证 , 工业企业 德语/英语

HYVOS	7.0	–	阀控缸驱动系统仿真软件
69 R961005099 工业企业的许可证 德语/英语

R961005100 教育机构的许可证 德语/英语

Excel	进行静液压计算
70 R900854114 Excel 进行静液压计算 德语/英语

D&C	Scheme	Editor
71 D&C Scheme Editor – 简单回路图软件 德语/英语

IndraMotion	MTX	micro	Trainer
72 IndraMotion MTX micro Trainer 德语/英语

MTpro	light
73 MTpro light – 组装系统的设计（可用于实验室规划） 德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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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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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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中国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308号
冠城广场23楼D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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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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