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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
我们的愿景.

EAO 的愿景
实现即刻的交互并使其具备创新
性、直观性和可靠性是我们的任
务、我们的宗旨，同时也是我们

所专注的领域。

EAO 公司价值观
EAO 的 HMI 组件和系统具有

创新性、直观，
而且可靠。

EAO 使命
EAO – 人机界面领域的专业合作

伙伴

EAO 主导理念
“以人为本   ”

intouch ： 与 EAO

EAO 员工
 内部沟通

EAO 客户 
外部沟通

®

在人机交互界面领域的专注是我 

们的动力 源泉。是它 推动 者 我们 

开发、制 造 和配 送出具 有创 新 性 

的、直 观 的、可 靠 的 各 种产品 和 

解决方案。EAO 在掌握人类的需求、

机器的功能以及环境的要求方面遥遥领

先，成为业界标准。

我司在公司信息沟通和品牌沟通方面的转

型围绕着使我们成为全球领先的 HMI 解
决方案的开发商和制造商的核心领域，我

们视此核心领域为我们的传统所在。

了解 
EAO。 
编辑寄语

尊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

Intouch（联络）, 是 EAO 针对客户
的杂志，今日首次以新的版面设计
进行发布。

EAO 客户杂志的全新设计是我司新
的沟通方略之一。作为一名客户，您
就是我们所有工作环节的中心重点。
您的各种需求和目标在推动和激励我
们努力达成卓越——这完全符合我们
的座右铭——EAO——人机界面领域
的专业合作伙伴。

我们不仅是想成为一个供应商，向您提
供我们的各种产品。我们还致力于了解
终端用户和客户的各种需求和要求以及
针对机器本身的各种要求，并且将其作
为我们内部的工作方向。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够创造出具有创新性的、可靠
的、以及以客户为导向的 HMI 解决方
案。我们以此为方向，全身心投身于人
机交互领域的工作。

正是这一种执着使得 EAO 无论是作
为一间公司还是作为一种品牌都能
够做到与众不同。我们希望您在接
洽 EAO的时候总是能体验到我们为
自己所设定的高标准——无论是通
过我们的HMI组件，我们的HMI
系统，还是通过您与我们的专家的
一对一接触，或者是通过 intouch, 
即这份客户杂志。

祝您愉快! 

David Kramer
EAO AG 市场部总监

从一开始我们就在利用我们在人类、技术

和环境要求方面的综合知识方面为自己设

定了标准，其目的旨在具有创新性，而且

能够开发和制造出在日常条件下能够直观

使用的各种产品，并且能够令人印象深

刻。从 1947 年开始，我们已经在人机交 

互领域取得很多成就，以优异的质量和不

懈的努力而著称。

随着我们推出全新的、一体化的沟通方

略，我们希望能够向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

伴提供—同时也是我们所制造的产品—

这就是交互点。

为了达成此目标，在今年之内，我们将不

仅对我们所有的网站内容、我们在行业展

会上的宣传资料以及印刷制品进行全面改

版，我们还希望利用更多的沟通渠道来加

强我们与客户和合作伙伴之间的对话以便

能够对我们客户的各种要求和市场的要求

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而且我们希望现在就启动这个流程。请

告诉我们您的意见。我们非常想知道您

是否喜欢最新一期的 intouch, 您可以

将您的意见发到:

communication@eao.com

交互界面——
我们的专注领域。

交通运输 汽车 重载车辆和特种车辆 机械设备



前面板的设计—

每个 HMI 的外观

. EAO 的84系列带灯按钮

. EAO 的84系列防错紧急停车按钮

. EAO 的71系列安保按键开关

. 坚实耐用的、 IP65 等级的、阳极化处理的铝制前面板

. 激光刻蚀面板和按钮

. 主要功能之间可靠的、具有触感的切换

. 符合人机工程学原理的直观设计

在工具和模具制造领域所使用的高速切削(HSC)设
备和电火花机加工 ( E D M )设备方面，OPS -
INGERSOLL 是一家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它的

Gantry Eagle 和 SpeedHawk 系列产品具有很高

的性能，为那些要求实现最高生产效率的公司提供

了恰如其分的解决方案。

能够迅速地使生产环境具体化并且对其每个方面均

能够进行控制是非常关键的。对于操作人员的控制

手段的设计和安排必须能够为使用者提供最大的

方便性，以便确保能够在各种生产功能之间进行切

换而不出现错误。作为人机界面领域在 

创新性、直观性和可靠性方面的专家，以及OPS-
INGERSOLL非常信赖的供应商，EAO被要求为

Eagle 和 SpeedHawk系列产品设计一种标准化

的、具有触感的控制板。在这个控制面板上具备各

种主要的功能，其中包括系统 I / O、紧急停止、安 

全权限、警告报警以及 USB 接口等。通过一个在 

视线水平的触摸屏的配合，就能够使操作人员在经

过优化设计的工作环境里迅速地、准确地看到加工

状态。

EAO 开发出一种控制界面，其功能必须通过加覆一种

薄膜面板来实现。其中采用了一系列具有高可靠性的

EAO组件，包括带灯按钮、按键以及旋转开关和一个急

停按钮等。在耐用、经过阳极化处理的铝制前面板的下

面是复杂的电子装置，其中包括一个 Profibus （过

程现场总线）DP 接口、USB  HUB 模块、 

手轮界面、LWL 界面和 RS232- USB 转换装置。 

Profibus 和 USB 模块直接连接到主板上。

耀眼的火花。针
对铣床的新控制
手段。
HMI 开发人员的任务就是构建出具

有创新性的、直观的和可靠的界

面。 我们将我们的设计理念融入到
德国的机械设备制造商 OPS-
INGERSOLL 的产品中。

Gantry Eagle 500 电火花机，
OPS-INGERSOLL 出品。

EAO 开发出一种具有触感
的控制面板，必须通过一
种薄膜面板来实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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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使用的金属、塑料和复合
物有很多种。尽管坚实耐用和
耐环境因素都是重要的因素，
现代化的复合材料不断提高的
强度使得最终的选择是综合考
虑美观度、外观和成本的结
果。

一个存在缺口和裂纹的面板不仅看上去很糟糕，而且易使其

核心系统受到水分、脏污和细菌的侵蚀。 
选择正确的材质和表面处理工艺将能够延长使用寿命。

强有力的设计。

这篇文章简要地概述了在HMI单元中的前面板材 

料和表面处理技术，并且给出了在做出正确选择 

时所要考虑到的一些关键要点。

材料

铝材是前面板非常常用的一种材料。铝材在金属 

中具有很独特的性能，比如其很高的强度/重量 

比、优异的防腐性能、易于机加工和良好的导电 

性能等。在经过表面处理和阳极化处理之后，除 

了食品加工领域之外，它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工厂/ 

机械设备的环境要求。其不具磁性的性能使其适 

合应用于可能存在磁力干扰的医用设备。铝材比 

钢材在重量上要轻三倍，特别适合航空领域和公 

共交通领域。 压铸的铝材对于防爆外壳至关重

要。

对于厚度小于 1.5 毫米的薄层面板，普通钢 更为 

适宜；其代表着一种材料能够在负荷下弯曲到何 

种程度的韧性几乎是铝材的三倍。对于曲面的、 

符合人机工程学原理的面板，EAO 建议使用钢 

材，这是因为其机加工、焊接和成型都更为容 

易。为了抑制腐蚀，必须加上一种表面涂层。

不锈钢 中的铬的含量至少有10.5 %。根据合金金 

属有很多牌号可供选用。HMI前面板一般是使 

用1.4401型，这是因为其具备优异的防腐性能和 

在低温下具有优异的韧性 (– 150 °C). ‘船用级’ 

1.4432型是一种含有钼的不锈钢，在氯化物含量 

较高的环境中具有很高的耐点蚀和裂缝腐蚀性

能——这种型号因此得名。经过高度抛光的 

1.4301型亦用于食品加工行业，该行业采用高 

温、高压喷水和碱性、酸性洗涤剂进行严苛的清 

洗作业。在做出选择之前，应该仔细地检查材质 

的各种性能。不锈钢相对较高的‘最终强度’使 

其广泛应用于公共设备领域，这些设备可能易于 

受到损坏，或者是应用于厚度小于 1 毫米的薄板 

领域。

对于安装有两个或是三个开关的小型HMI单元的 

外壳，普遍是采用模制金属面板。采用一种被称 

为‘深拉’的工艺从金属片材上压制出 3D形 

状，这种工艺亦用于制造铝制易拉罐。这种工艺 

不会出现杯状结构，没有会出现细菌滋生的裂 

缝，液体亦无法进行渗透。

碳纤维 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度/重量比——大约

是钢材的五倍，但是重量要轻 70%。碳纤维细丝 

直径大约为人的头发的三分之一，将其编织在一 

起并浸润到塑料树脂之中。这种复合材料可以制 

成具有各种密度的，形状和尺寸上没有限制条 

件。一般来说，这种碳纤维复合材料用于要求高 

性能的汽车、航空和航天行业，制造出曲面的、 

符合人机工程学原理的、重量较轻的控制台。

机加工表面处理

研磨和抛光 采用研磨材料来形成类似绸缎和雾 

面、亮面和镜面抛光之类的表面处理效果。连续 

采用精细的研磨材料来实现所要求的外观效果。 

其中可以包括一个磨光步骤来清除所有的钢砂痕

迹。绸缎抛光表面的表面粗糙度一般都小于0.5 (Ra) 
微米，这种表面具有非常精细、洁净的切口 

和最低水平的微裂纹。这有助于优化防腐性能， 

并且尽可能减少脏污在表面的滞留。这些表面处 

理更适合于外部的HMI应用领域。雾面和拉丝效 

果(0.5 – 1.5 Ra) 更适合于室内的使用。

对于铝材和不锈钢，拉丝会形成富有吸引力的、 

具有特色的外观效果。 其表面可以保留绝大 

部分的光泽，而且在拉丝方向上形成非常精 

细的平行条纹。拉丝之后的表面不易残留指 

纹，因此可以成功地应用于接触使用量较大的领

域。水会沿着拉丝方向流散。

电解抛光 不锈钢可以清除任何表面缺陷中的材料

和不平整之处，形成一种镜面效果。这种表面处 

理使其具有抗划痕性能，而且使得异物更难以粘 

附在其表面，同时亦提高了抗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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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阳极化处理的铝材面
板对于绝大多数的工业设
备均具有足够的强度和耐
用性。



EAO – 提高公
众的安全性。

更坚硬、更好、更快、更强。
色彩更丰富。

57 系列警告指示灯适用于具有危
险性的情况，这些指示灯显示信息。

可提供单色或是双色的 LED, 颜色有红色、黄色、 

绿色、蓝色和白色。亦可提供特殊的照明效果， 

比如渐暗或是闪烁效果等。

57系列警告指示灯是针对公共运输、建筑物和电 

梯而设计的，其目的旨在是人们了解到是否出现危 

险情况。其特点为超大的、灯塔类型的镜面，提供

180度全方位的可视性，在远距离处亦可清晰可 

见。其超亮的LED照明有红色和黄色可选。

这两种产品均按照IP69K标准提供前端保护，防 

电击而且是针对 – 40 °C 到+ 85 °C 的室外温度而

特别设计的。这些产品耐清洁剂，而且保证具有很 

高的耐紫外线性能。

其适用的应用领域包括售货机、信息终端、门禁控 

制和出入控制系统、升降和移动设备等，其实是可 

以用于任何工业设备的。符合RoHS, CE, CB, UL, 
C UL 和 CCC 等标准要求。亦可提供304不锈 

钢材质的，或者是铝材和铜质的。

在诸如火车站之类的拥挤的公共环境里，是存在 

潜在的危险的。在站台上众多行进缓慢的人流需 

要清晰的提前通报以应对各种变化情况——比如 

站口关闭，或者是卫生间正在使用中等。57 系列 

产品即提供必要的安全措施。

57 系列产品是针对全球公共运输行业而设计的， 

但是这个系列亦适用于公共建筑和室外设施，该 

系列包括两种高可视性指示灯。

57 系列指示灯是一种紧凑型的点亮标志，配有超 

宽的平面屏幕来展示简短信息，从远处也清晰可 

见。这些产品可带有众多全球公认的、标准的 

“一目了然”的标志符号——卫生间有人 、此门 

出现故障等等。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其超亮度 LED
照明能够在所有光线条件下都使其清晰可见。

EAO在去年宣布对82系列产品进行重大升级。从 

内到外对该系列产品进行重新设计，目标是强度 

更高、多样性更多和安装速度更快。现在，EAO 
已经推出时尚化的、色彩丰富的阳极化处理铝材 

前端和镜面，能够让设计师们有更多的选择。

新加入的产品包括平面的、凸面的、球面的，颜 

色有红色、绿色和蓝色，配合符合现代人机工程 

学原理的控制面板。

其设计满足 IK10 标准防撞击要求和 IP67 标准 

环境密封的要求，其铝材系列——所有 82 系列组

件均是如此——是目前市场上规格最高的按钮之

一。即使是在 – 30 °C 到 + 70 °C 和 85 % 湿度 

的恶劣环境中依然能够正常工作。

82 系列组件可配合 16, 19 和 22 mm 的安装孔， 

用 于 标 准 的 凸 起 安 装 ，可 以 选 择 瞬 

动式开关动作或者是保持式开关动作。

其使用电压为 250 VAC ，而且可供焊接式、插入式

或是螺丝接头终端。

自动门和其他潜在的危险都应该配有清晰的警告和指示灯以提

供公众以安全性。 介绍新的 57 系列新产品 …

82 系列是全球符合 IP67/IK10 标准要求的按钮之中最坚固

的产品之一。 我们还能锦上添花：彩铝按钮

82 系列 –

最高等级规格
.  IP67 和 IK10 防撞击
.  16, 19 & 22 mm 规格
.  带灯 / 不带灯
.  点状 / 环状点亮
.  平面、凸面、球面
.  机械使用寿命> 1 百万次循环

infocus . 9

EAO 现在亦可提供82
系列铝材按钮。



EAO 开发出超过国际铁路标准的产品。随着我们的产品达到了
更高的可靠性水平，其效益在所有行业中全面丰收。

富有天才的年轻工程师通过参加大学生方程式挑
战赛闯入赛车领域。

伴随着获得了IRIS（国际铁路行业标准）认证的 

殊荣的是更多的责任——以及测试工作。EAO目 

前对于所有供应给铁路系统的各种产品均执行

RAMS  (可靠性, 可用性、可维护性和安全性)  测试。

对于 EAO 而言， RAMS 标准代表着在我们的产 

品用于铁路系统时对我们产品所具备的的信任感 

即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都能够提供正常的功能，不 

在职业赛车领域，当您只有领先0.01秒才能胜出 

的时候，对于您的赛车的每个部件和每个团队成 

员来说，可靠性绝对是第一位的要求。

这种挑战造就了一款针对新一代顶级工程师的控 

制台。在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都参加的赛事中， 

设计并且建造出一个单座赛车来参加一系列赛事。

但是与职业赛车所不同的是，胜利者不一定就是第一

个闯终点线的车手。这种赛事是针对车队在工程技

能、

 

可靠性、高效性、创新性和市场营销策略等方 

面进行评估。今年有346支车队参加燃料发动 

机大类的比赛，还有121支车队参加电动概念 

车的比赛。

大学生方程式挑战赛是由机械工程师学会组办的， 

并且得到了很多著名工程师的支持，比如多次夺冠 

阿尔斯通、 庞巴迪、 日立、 

西门子、斯塔德勒 …
EAO 是全球最顶级的机车制造商、机车运营公

司和专业铁路供应商的合作伙伴，在整车的

HMI领域就设计、制造和集成展开合作。

EAO 所赞助的产品:

- 急停开关 (04, 61和 84系列)
- 进站开关(51系列)

- 指示灯和 带灯按钮 

 (51, 61 和 84系列)

会产生任何安全方面的失误。这是可靠性方面的 

要求，以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在所规定的 

条件下，一种产品能够发挥其指定功能的概率来表

示。在航空业和汽车行业均已有相类似的质量标

准。

该测试流程极度严格，而且合格标准非常高。但 

是，这样就可以实现对产品改进工作的高度关 

注，从而使我们所有的产品均受益——而且也使 

我们的客户也都受益。对整个制造链均进行具体 

行业的分析以便使EAO所有系列的产品均受益。

作为一间致力于举世闻名的瑞士品质的公司， EAO
始终致力于保持最高的标准要求，并且在高可靠性

人机界面组件领域保持着全球领先的地位。RAMS 
测试仅仅是我们可靠性测试的一个方面，当一位客

户购买EAO的装置和系统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确信

他们所购买的是顶级品质的产品。

的贝纳通车队和法拉利车队的前技术总监 Ross 
Brawn等。

具有创新性的、直观的和可靠的组件是每个获胜车

队的驱动力。EAO 祝福所有的车队在 2014 赛季里 

都能有好运。

IRIS 和 RAMS. 
这些对于客户意味着什么。

EAO 向新一代的人才 
提供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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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TRANS （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
柏林，德国  23. – 26. 9. 2014

World of Technology & Science （世界技术与科学展）
乌特勒支, 荷兰 30. 9. – 3. 10. 2014

APTA EXPO （美国公共交通技术与设施展览会）
休斯顿，德克萨斯州 13. – 15. 10. 2014

SPS / IPC / Drives （电气自动化系统及元器件展）
纽伦堡, 德国 25. – 27. 11. 2014

国际性行业展会

EAO 联络信息.

卓越服务，在您身边。

总部

EAO Holding AG
Tannwaldstrasse 88
CH-4600 Olten
Telefon +41 62 286 91 11
info@eao.com

销售公司

香港 （亚太）

EAO (远东) 有限公司

A1单元, 1/ F, A 座
天安工业大厦

九龙长沙湾道 777 号
荔枝角, 九龙

HK-香港

电话 +852 27 86 91 41
sales.ehk@eao.com

意大利

EAO Italia S.r.l.
Piazza Monsignor L. Chiodi 3
IT-24049 Verdello (Bergamo)
Telefon +39 035 481 0189
sales.eit@eao.com

日本

EAO Japan Co. Ltd.
Net 1 Mita Bldg. 3F
3-1-4 Mita Minato-ku
JP-Tokyo 108-0073
Telefon +81 3 5444 5411 
sales.esj@eao.com

荷兰，比利时

EAO Benelux B.V.
Kamerlingh Onnesweg 46
Postbus 544
NL-3300 AM Dordrecht
Telefon +31 78 653 17 00 
sales.enl@eao.com

北美地区

EAO Corporation
One Parrott Drive
Shelton, 
US-CT 06484
Telefon +1 203 951 4600 
sales.eus@eao.com

瑞典

EAO Svenska AB
Slakthusgatan 9
SE-121 62 Johanneshov
Telefon +46 8 683 86 60
sales.esw@eao.se

瑞士

EAO Schweiz AG
Tannwaldstrasse 86
CH-4600 Olten 
Telefon +41 62 286 95 00
sales.ech@eao.com

英国

EAO Ltd.
Highland House
Albert Drive
Burgess Hill,
GB-West Sussex RH15 9TN
Telefon +44 1444 236 000 
sales.euk@eao.com

中国

EAO (广州) 有限公司

3A03室, 3A / F, A 座, 广州

国际企业孵化中心

掬泉路 3号, 广州科学城

CN-广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话 +86 20 322 903 90
sales.ecn@eao.com

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共和国

EAO GmbH
Langenberger Straße 570
DE-45277 Essen 
Telefon +49 201 8587 0 
sales.ede@eao.com

法国

EAO France SAS
5, rue Henri François
FR-77330 Ozoir-la-Ferrière 
Telefon +33 1 64 43 37 37 
sales.efr@ea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