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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的艺术
如何提升铝材的表面处理     

双赢的HMI人机界面合作伙伴
优越的控制面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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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Brief

- 40°C认证

由2014年1月1曰开始，增强了的04系列

可达到最低至-40°C温度的极冷环境中

操作。此可确保使用的设备能在如加拿

大、俄羅斯或阿拉斯加等地区可靠运

行。

EAO继续以出色与创新的HMI组件、精简的HMI系统以及公认的制造技巧荣获多个奖项。 

2013年快将结束，回首全年，我们倍感兴奋：获得业界公认新颖独创的57系列按钮赢取

了两项知名制造业大奖。EAO的北美子公司 - 位于米尔福德（Milford, CT）的EAO公司

(EAO Corporation)荣获两个“制造业先锋100 奖”(ML100 awards) - 参见第11页。

在HMI系统方面，本公司与西门子铁道系统部及其领导潮流的C2慕尼黑城市地铁成

功合作。在HMI元件方面，我们将会介绍新56系列的智能、自我调节的多音调模式

(MTSM)蜂鸣器。该MTSM蜂鸣器可自动适应环境噪声，以保护人们免受噪音的影响。

此外，我们告訴您有关新的EN45545标准，此是用于轨道车辆的欧洲新防火标准，并

向您说明三种不同的铝材印刷技术。

请您欣赏本期“inTouch”。

您的EAO 国际团队。

灰色停止开关

51系列面板後深度18.8mm和有瞬时及持

續性动作的蘑菇头停止开关除有红、

蓝、绿及黄色蘑菇头外，现还可提供灰

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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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梦想家 20多年前就预言了传统交流方式的结束。在一定程

度上借助网络实时沟通，报纸、杂志和信件以面对面的方式会

谈将消失。  

虽然其事实已发生，EAO仍相信支持展销会的价值。今年11月，

本公司将再次参加在德国纽伦堡（Nuremberg）举办的欧洲重要

电子自动化展览会 - SPS IPC Drives 2013。 参加展会，可以

接触各界人士，就产品、制造趋势乃至与参观者的广泛交流，

机会难得。本公司的展位不仅是EAO的展台和产品展示橱窗，

同时也是一个会面地点。我们会在那里恭候各位来商讨新产品

以及本公司能满足您要求的设计方案。我们希望彼此的沟通会

成为我们之间成功合作的开端。请光临我们在8展厅的228号展

位。

欢迎到SPC IPC Drives 2013展销会参与会谈

新的旋轉杆

EAO公司欣然宣布，K&N旋转开关元件现

在可以被安装到新的EAO 04系列选择开

关的新操作器上了 - 它实现了1到最多8

个接触元件 或1到最多16个NO接触点的

使用。

新的螺絲端子 

具吸引力的防破壞82系列金属按钮，除

了标准的快速连接/焊接接头，现提供带

有螺絲端子接头，这为用户提供更多选

择。

平面式蜂鸣器

新61系列的平面式蜂鸣器能安装在一个

22.5毫米的安装孔并能提供88 dB(A) 的

音量 ，适用于机械、面板建造、医疗设

备等器具上。 

访问EAO在德国纽伦堡 
SPS IPC Drives展销
会 2013

http://www.mesago.de/en/SPS/For_exhibitors/All_exhibitors_product_groups/63974%2CEAO_GmbH/aussteller-detail.htm?sid=d4fe595f44eb8afb4217105eff626340&stamp=1384339587
http://www.mesago.de/en/SPS/For_exhibitors/All_exhibitors_product_groups/63974%2CEAO_GmbH/aussteller-detail.htm?sid=d4fe595f44eb8afb4217105eff626340&stamp=1384339587
http://www.mesago.de/en/SPS/For_exhibitors/All_exhibitors_product_groups/63974%2CEAO_GmbH/aussteller-detail.htm?sid=d4fe595f44eb8afb4217105eff626340&stamp=1384339587
http://eao.com/global/en/company/presscentre/corporatereleaseindex/corporatereleasedetail/2013_09_25_eao_buzzer.asp
http://eao.com/global/en/company/presscentre/corporatereleaseindex/corporatereleasedetail/2013_09_25_eao_buzzer.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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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ction
西门子公司与EAO的双赢合作关系

当由西门子公司设计的新慕尼黑城市地铁(Munich Metro)荣获两大奖项时，拜仁慕尼

黑的球迷们 又多了一个为他们的城市感到骄傲的理由。 

乘客在地铁上会感到很轻松，因为它被“通用设计奖(Universal Design Award)”誉

为‘轨道车辆的未来’，也被全球公认的“红点设计大奖组织”评为“外观美丽的设

计“ 。凭它更好的用家设计、更优雅的内部装置、超大容量、更快的提速和更高的

速度，新的地铁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冠军。 

C2之所以能成为超越其他所有车辆的绿色节能火车， 不仅归功于组件耗电少 ，也归

功于需要很少维护工作和更长的服務寿命 。驾驶室显然是可靠性的关键区域，所以

西门子公司继续使用由EAO提供的HMI系统的设计服务。在新的驾驶台（见下）中总

共有5块 按客户要求定制的面板，每块都配备了一组有创新性的、精简可靠的EAO产

品。 

通过更节能的背景照明、智能调光控制和改进后的LED照明按钮，EAO帮助西门子公司

实现其 绿色目标。西门子公司已收到了这些面板并完全通过了测试，随时可连接使

用 ，这能減散最终用户的时间和金钱  。它 归功于EAO全面管理的采购程序 供应链

管理和严格的质量控制 。

西门子公司的C2驾驶台
配备了由EAO的HMI系统
部门专家设计的五块控
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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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opyright Siemens SWM/MVG 

2013年“通用设计奖
(Universal Design 
Award) 2013”评价
说： 获奖的西门子公
司的C2代表了‘轨道车
辆的未来’。（照片由
西门子提供）

HMI系统的特点是专为新的西门子C2慕尼黑地铁而

开发的: 

 ■ 带有防刮涂层、雕刻箔面、阳极化处理的前端面板。

 ■ 出自四种不同产品系列的各种按钮、控制杆和按键

开关。

 ■ 调亮模式和电子组件。

 ■ 用原装显示外框和密封装置。

 ■ 轾型的保护后盖。

 ■ 用于磁体安装的钢面板插件。

 ■ 电缆和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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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表面
EAO为耐磨控制面板提供了铝印刷和阳极化技术，可使面板终生闪烁着金属光泽。

阳极化处理的铝材是一种坚硬、轻巧、鲜亮的材料，适用于印刷。随着印刷技术和表

面处理技术的进步，可以生产出与印刷功能媲美的面板。请参看四种最常用的表面处

理技术。

铝图像数码印刷 

铝图像是最令人兴奋的已开发的技术之一 - 它是一种革命性的数码印刷和表面处理

技术，是一种在阳极化处理的铝材（见图像，左侧）上进行‘纹绘’ 高质量、照片

般逼真图像的技术。大量使用在器械上的面板图像再也不会发生褪色、磨损、或刮

伤，这个创新性新技术的工艺要点，是在于：在用水晶般清澈的涂层进行密封前把特

别配制的油墨注入表面。经过表面处理过的表面硬如蓝宝石，能抵御高温、紫外线照

射、化学物质、盐雾、腐蚀、磨损和剥离。

实际上，在使用中有着与不锈钢类似的耐抗水平，但重量却较轻。借助数码处理工艺

可以在天然铝材上 实施任何印刷, 包括符号、条形码、照片， 甚至能达到体现坚硬

工业外观的不锈钢效果！  

铝材丝网印刷

多色丝网印刷，特别是对较大的印刷量来说，是一个多面 、高质量和经济的工艺 。

通过混合铝材印刷染料可以创造出特别的颜色。尽管如此，它表面精密度和弹性都要

比铝图像低 。

单色阳极氧化

这是给铝材上色的最经济的方法，但色彩频谱也最受限。适合给整个面板上色 - 正

面、背面和边缘。由于铝材的可变性，工艺过程中可能在批次之间产生轻微的色彩分

别。

表面处理

铝材的表面外观可以在阳极氧化前，通过化学和机械工艺 进行风格上的改变。在铝

材上进行重蚀刻处理，可以 减少表面和边上的瑕疵 。珠喷沙工艺能创造有粗糙和光

滑触觉的表面，而抛光处理则能产生镜子般的表面（取决于基础合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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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sitio intium 
qui omnis et la sit 
quo odipsus adis 
excerest, quatus, 
simus. 

阳极氧化的简介

铝在空气中会自然与氧气产生反

应， 形成极薄的、致密的氧化层来

提供出色的耐腐性能。阳极氧化通

过增加反应层的厚度而提高保护水

平。 原则上，电流是从阳极（正

极）流往阴极（负极）的。物体被

阳极氧化而成为电路的阳极部分。

它会被放在阴极注有溶解化学物的

阳极氧化槽内。物体表面形成一层

坚硬的氧化铝层。水箱中所花的时

间决定了阳极氧化的厚度。

以其逼真的画象，数码
印刷工藝实现了前所未
有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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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量适中，恰到好处

EAO开发了一种可自我 调节的多音调声音模式蜂鸣器，来提醒人们潜在的危险情况，

如 火车和电梯的自动门、行人过路交汇处、或安检处。 

实地研究显示，标准工业警报器往往会预先设定在高音量的级别上，以应对噪音嘈杂

的环境，但在较为安静的时间段，就音量过大了。用新的、智能化56系列的多音调声

音模式(MTSM) 蜂鸣器，EAO利用一个能根据环境噪声自动调节音量的设置，使音量永

远不会过高或过低 -  总是恰到好处。新的MTSM蜂鸣器能探测背景噪音并通过指定的

分贝音响数，从+2到+10dB（根据需要可更改） 来调整音量。人们不仅不会受到过大

噪音的骚扰，而且每套装置的安装设置过程也更快、更容易。

自定义编程功能允许针对不同的情景创建单独的警告声 - 开门、关门等。有六种预

先配置的声调序列选择，可以设置为以不同的时间间隔、持续时间和重复次数进行播

放。可通过音调编辑器程式简单、快速地创建其它特定音调序列。对于轨道车辆的制

造商来说，它已配备了一组预编程与TSI/PRM兼容的音调。

MTSM蜂鸣器经专门设
计，符合 EAO 在质
量、可靠性、耐用性
和设计方面的高标准
要求。

http://www.eao.com/global/en/company/presscentre/corporatereleaseindex/corporatereleasedetail/2013_08_12_eao_S56_self_adjust.asp
http://www.eao.com/global/en/company/presscentre/corporatereleaseindex/corporatereleasedetail/2013_08_12_eao_S56_self_adjus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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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面板或玻璃上，MTSM蜂鸣器都能被快速而简便地 

安装，并带有其他 56 系列产品的相同设计和尺寸。 

标准产品带有IP69K防护功能，被应用在火车和公共交通 

上。

 ■ 扬声器尺寸：直径 43mm 

 ■ 扬声器设计：圆锥或平面型

 ■ 前端防护级别：IP69K 或 IP40

 ■ 後端防护级别：IP65

 ■ 安装：普通面板或玻璃面板

 ■ 安装方式：突起型或平面型

 ■ 工作电压：16 – 63 VDC (直流) 和 50 – 143 VDC  

(直流)

 ■ 电流消耗：< 50 mA

EAO时尚的多音调声音
模式蜂鸣器有IP69K防
护并适合户外使用  
(这个特性体现在
Stadler的火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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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45545 - 用于轨道车辆防火保护新的欧洲和全
球标准

期待已久的EN45545标准铁路车辆防火标准于今年9月生效。这是欧洲重要的协调防火

安全要求和改进互换性的成果。这意味着一份证书可以适用於大多数的欧洲国家。 

新的EN 45545标准 (铁路应用 - 铁路车辆的防火保护)已达到了其最终目标!  火车

上几乎所有组件- 从内部到外部 - 直到控制部分，都要进行严格的防火安全测试。

标准以七个部分涵盖了对下列方面的防火要求： 材料、组件、防火屏障、车辆设

计、电气设备、防火监控和管理系统以及易燃液体和气体 。 

在第2部分 中的要求 (材料和组件的防火特性)主要和HMI产品有关。 欧洲火车上的

所有按钮、指示器、电缆、线路板(PCBs)及其组合， 现在必须 进行‘防火特性’测

试- 如烟雾的密度和毒性。 

UL94 V0的规范与EN60695-10-11是一致的 ，并符合EN45545 (section 2/R26)的要

求。由于几乎所有的EAO产品已符合UL94 V0，它们也会自动符合新的 EN45545标准。

 ■ NF F 16-101 (法国)

 ■ UNI CEI 11170 (意大利)

 ■ RENFE DT-PCI 5A (西班牙)

 ■ BS 6853 (英国)

 ■ DIN 5510 (德国)

 ■ PN93K & PN88K (波兰)

EN45545将在2016年中更换下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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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EAO公司获得的两个著名制造业
奖

美国米尔福德（Milford） EAO公司，已荣获弗若斯特

（Frost）和沙利文（Sullivan）的两个知名“ 制造业先锋100

奖”（ML 100）。

北美子公司由于大力拓展 HMI 系统设计和制造能力，贡献杰

出，获得了“2013年创新企业奖”。同时，美国EAO公司总裁(

右图中) 兰斯.A. 斯科特(Lance A. Scott)先生，因其卓越的

领导能力和对业界的影响，荣获了一项个人“企业家奖”。

“能与其他 100 家世界一流的制造公司和领导者一起获得这项

荣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斯科特先生说。“

我们特别高兴的是，我们 开发世界一流的HMI系统生产工艺 的

努力，能得到这个著名的独立评委的嘉认。我们注意到，在为

客户提供工程设计和咨询支持之间存在着对人机界面有独特需

求的市场差距。我们的“HMI系统项目 扩展计划” 使我们有能

力开发必要的工程技能、工业设计、和本地化制造能力 ，从而

成为 北美客户的专业伙伴。”

EAO公司扩展了HMI设计
和制造能力，以满足需
特定制造控制系统的客
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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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地区  +41 62 286 92 10  eao.com

EAO 全球各地展览会

SPS/IPC/Drives  

德国纽伦堡 2013 年 11 月 26-28 日

Expo Ferroviaria  

意大利都灵  2014年4月1-3日

EDS  

美国拉斯维加斯 2014 年 5 月 5-8 日

ASIAN ELENEX    

中国香港 2014年5月7-9日

Automatica  

德国慕尼黑 2014年6月3-6日

INNOTRANS  

德国柏林               2014年9月23-26日

World of Technology & Science  

荷兰乌得勒支 2014年9月30日-10月3日

APTA EXPO 

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 2014年10月13-15日

Electronica  

德国慕尼黑             2014年11月11-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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