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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凭借“数字化企业”
助力中国工业迈向数字化未来

西门子以“迈向工业4.0 — 引领数字化企业进程”为主题，全面展示了“数字化企业”

理念。

西门子致力于帮助中国客户打造数字化企业，为中国工业的数字化之路保驾护航。

结合中国制造业企业不同发展层次并存的现状，西门子的“数字化企业”理念提

供了相互支撑的四大支柱，为中国工业的数字化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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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携“数字化企业”全线产品及解决

方案亮相今天开幕的“2015 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以“迈向工业 4.0 — 引领数字

化企业进程”为主题，展示了西门子在“数

字化企业”领域的核心要素、先进理念、

技术、产品及成功案例。作为推动工业生

产过程电气化、自动化和数字化发展的全

球领先专业厂商，西门子为中国工业企业

指明了实现工业数字化的切实之路。“在

通往工业数字化的道路上，西门子将是中

国工业企业的强大后盾。”西门子（中国）

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数字化工厂集团总

经理王海滨表示，“西门子的解决方案将

帮助中国的工业企业应对包括提高生产力、

缩短上市时间以及提高效率等在内的诸多

挑战。”

数字化工具已经嵌入到产品设计、研发、

生产规划、生产工程、生产实施以及服务

的整个价值链，给制造业带来了巨大的变

化。全世界的制造业企业都在努力转变为

数字化企业，德国主导的“工业 4.0”和中

国政府启动的“中国制造 2025”国家规划，

其背后的共同使命就是在不断变化的工业

大环境和挑战下保持竞争力，而实现这一

目标的必由之路便是工业数字化。

结合中国制造业企业不同发展层次并存的

现状，西门子的数字化企业理念提供了相

互支撑四大支柱：应用数字化企业软件套

件、部署工业通讯网络、全面的自动化安

全和面向特定业务的工业服务：

建设数字化企业的起点及基础是数据的统

一存储与管理系统。要使整个价值链数字

化，则需要应用全面的工业软件套件。西

门子针对离散行业的数字化企业软件套件

以集成化合作平台 Teamcenter 为基础，融

合了生命周期管理软件（PLM）、全集成

自动化（TIA）与制造执行系统（MES）。

在工业通讯方面，需要部署通讯网络以保

证数据的收集和传输能够在企业之间、生

产设施以及车间设备之间实现端到端的通

讯。西门子能够提供全系列的工业通讯网

络产品。

生产型企业应该采取措施以保证在工业环

境下工厂和网络的安全以及系统的完整性，

而西门子的“纵深防御”理念涵盖了工厂

安全、网络安全以及系统完整性。

以特定行业的专业知识为基础提供基于数

据的、数字化的增值服务，西门子提供了

一系列基于数据的工业服务。

西门子一直致力于帮助中国客户打造数字

化企业，为中国工业的数字化之路保驾护

航。10 月 27 日，西门子与全球领先的铝

合金汽车零配件制造商中信戴卡股份有限

公司举行了智能制造启动仪式，西门子将

为中信戴卡的美国工厂提供制造执行系统

（MES）。至此西门子全套数字化企业软

件套件将被全面应用于中信戴卡。此外，

西门子与赛鼎工程有限公司于 10 月 20 日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强强联手共

同打造煤化工行业的“数字化企业”。



siemens.com.cn/sirius-act

SIRIUS ACT 按钮指示灯产品即使在含有高压粉尘或水雾的应

用场合，也能确保功能性。即使有油、碱液等极端环境影响，

也能可靠运行。SIRIUS ACT 是各种应用的最佳选择。

SIRIUS ACT 按钮指示灯产品拥有令人信服的现代化设计、卓

越性能、坚固耐用性和使用方便性，保障系统安全可靠运行。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数字化工厂集团

公司热线：4006162020                 服务热线：4008104288                email: 4008104288.cn@siemens.com

SIRIUS ACT 见证卓越
坚固耐用，可靠性高



SIRIUS（国产）系列产品采用模块化设计，仅需

7 个尺寸规格即可涵盖 250kW 的功率范围，为

电动机等负载的控制与保护提供安全、可靠的系

统化解决方案。同时，组装更紧凑、便捷，更大

siemens.com.cn/sirius 

容量特性，45mm 模块宽度可实现 40A 电流等

级，并提供全面的 CAx 辅助设计文档，认证齐

全（CCC，CE，UL，CSA 等），设计简便、运

行可靠。

SIRIUS（国产）系列
卓越元件性能和强大系统优势的完美结合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数字化工厂集团

公司热线：4006162020                 服务热线：4008104288                email: 4008104288.cn@siemens.com

SIRIUS ACT 见证卓越
坚固耐用，可靠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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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领军者，西门

子致力于不断的创新，在全集成自动化 

(TIA) 理念的基础上，提供满足现代工业企

业需求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西 门 子 通 过 推 出 Tota l ly  Integrated 

Automation (TIA) 满足了全球所有产业对

于一个执行自动化解决方案的全整合平台

的期待。TIA 在 20 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成

为了 10 万多种自动化产品的核心智能技

术。该系统架构是在各种设备间建立连接

和实现最大互操作性的基础，通过这样一

个全整合的自动化系统，进而全方位提高

您的生产效率，从现场设备到控制器再到

企业管理系统，使您能够做出快速反应，

满足最具挑战性的需求。该系统一旦与客

户要求同步，便可以对工厂、机器设备和

工艺操作进行优化，不仅能让您变得更高

效，还能提高您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工程设计能够提供解决方案并且开创新的

方式。它使工艺流程变得更加高效、快捷，

并且降低了生产成本。从精密机械制造到

医疗设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工程设计使

我们的生活日趋现代化。如今，工程设计

与它的设计软件密不可分。作为工程设计

软件工具开发的领先者，西门子意识到开

发一款具有直观、高效和行之有效特点的

工程设计软件能够使我们的客户保持其竞

争力。

TIA 博途－一个真正的里程碑，它的诞生标

志着工程设计已经跨入了新时代。

全新工程设计软件平台， TIA 博途将所有自

动化软件工具集成在统一的开发环境中。

TIA 博途代表着软件开发领域的一个里程

碑，它是业界第一款将所有自动化任务整

合在一个工程设计环境下的软件。在技术

创新方面， TIA 博途做到了通过其直观化的

用户界面、高效的导航设计以及行之有效

的技术实现周密整合的效果。无论是设计、

TIA 博途
一个可以解决您所有自动化任务
的工程设计软件平台

安装、调试，还是维护和升级自动化系统，

TIA 博途都能做到节省工程设计的时间、成

本和人力。

TIA 博途助力西门子翻开了工程组态平台的

新篇章，提供各种完美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涵盖全球各行业各领域。无论从工厂整体

规划、调试和运行，抑或自动化系统的升

级改造维护， TIA博途在节省工程组态时间、

费用和成本方面都有不俗表现。西门子的

TIA 博途平台是工业自动化领域的新一代工

程设计软件。它是业界第一款采用统一工

程组态环境的自动化软件－一个软件项目

便可以包含所有自动化任务。

TIA 博途软件完美的整合 S7-1500 控制器、

HMI 、驱动等，统一的数据库让用户真切

地感受到西门子全集成自动化解决方案的

高效与创新。使用智能的 TIA 博途平台，可

以让 OEM 用户在自动化系统的编程组态上

花费更少的精力，从而更好的关注于自身

工艺改进设备的研发。同时 S7-1500 革新

的知识产权保护，最大程度的保护了 OEM 

用户的核心利益。

全新推出的 TIA 博途 V13 SP1 直观、高效

可靠

2015 年初，期待已久的 TIA 博途 V13 SP1 

终于与大家见面了， V13 的授权是可以在

V13 SP1 上继续使用。用户只需要下载最

新的 V13 SP1 的版本升级即可。新版本不

仅仅是新增了许多功能，例如支持新的 S7-

1500 CPU , S7-1200 仿真器，更完善的团

队编程功能等等，最重要的是更加友好的

中文用户界面，对国内用户的体验有了极

大的提高。

博途创新点 :

• 一个用户定制的设计方案、一个普通的外

观，无论是对于简单的还是更加复杂的应

用，都可以通过集成的智能化和全数据管

理帮您释放您的自动化系统的全部潜能面

向任务和用户

• 标准界面设计，集成各种智能技术

• 数据一致性

• 框架结构采用极具吸引力的设计

• 最高的互操作性

• 重复使用结果

• 卓越的共享服务性能

• 工程组态的复杂性得以降低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数字化工厂集团

公司热线：4006162020                 服务热线：4008104288                email: 4008104288.cn@siemens.com

SIMATIC S7-1500 联手 TIA 博途
自动化领域的重拳出击

siemens.com.cn/s7-1500 



siemens.com.cn/smartline

西门子顺应市场需求推出的 SIMATIC 精彩系列面板（SMART LINE），准确地提供了人机界面的标准功能，经济适用，具备

高性价比。现在，全新一代精彩系列面板 SMART LINE V3的功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与 S7-200 SMART PLC组成完美的

自动化控制与人机交互平台，为您的便捷操控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案。

• 宽屏7寸、10 寸两种尺寸，支持横向和竖向安装

• 高分辨率：800�480（7寸），1024�600（10寸），64K

色，LED 背光

• 集成以太网口可与 S7-200 系列 PLC 以及 LOGO! 进行通讯

（最多可连接 4 台）

• 隔离串口（RS422/485 自适应切换），可连接西门子、三

菱、施耐德、欧姆龙以及台达部分系列 PLC

• 支持 Modbus RTU 协议

精彩触屏  再续精彩

• 支持硬件实时时钟功能

• 集成 USB 2.0 host 接口，可连接鼠标、键盘、Hub 以及

USB 存储器

• 支持数据和报警记录归档功能

• 强大的配方管理，趋势显示，报警功能

• 通过 Pack & Go 功能，轻松实现项目更新与维护

• 全新的 WinCC Flexible SMART 组态软件，简单直观，功能

强大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数字化工厂集团

公司热线：4006162020                 服务热线：4008104288                email: 4008104288.cn@siemens.com

SMART LINE
全新一代精彩系列面板



高效互联  经济便捷
S7-200 SMART 可编程控制器

• 提供标准型和经济型CPU模块，本体 I/O点数可达60点，

I/O能力最大可扩展至256点

• 使用普通网线轻松实现程序下载与调试，成本低廉，获

取方便

• 使用通用Micro SD 卡即可对 PLC 完成程序更新和固件

升级，极大程度降低售后维护成本

• CPU模块本体最多集成 3 路脉冲输出，高效的指令与向导

功能助力伺服调试更加便捷

• 集成以太网接口和 RS485 串口，还可扩展 RS232/485 串

口和 PROFIBUS-DP接口，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

• 通过以太网与 SMART LINE 触摸屏高效互联，提供完善

的人机交互与控制的解决方案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数字化工厂集团

公司热线：4006162020        服务热线：4008104288 

siemens.com.cn/smart

SMART PLC,  SMART CHOICE

siemens.com.cn/smart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数字化工厂集团

公司热线：4006162020                 服务热线：4008104288                email: 4008104288.cn@siemens.com



构思精巧的设计和创新技术使 SINAMICS G120 的第二代功

率模块尤为紧凑。根据实际应用来选配最佳的控制单元和

其它选件，例如中文智能面板。第二代控制单元提供了更加

可靠和精准的矢量控制、扩展了更丰富的功能，如基本定位

(EPOS)，使其极具吸引力。

更多优势:

• 更加可靠坚固

• 创新型冷却方式

最新!

• 无间隙安装不降容

• 集成丰富安全功能，安全标准高达 PLe/SIL3

• 三种电压等级 200V, 400V 以及 690V

无论泵送、通风、压缩、移动还是过程加工，SINAMICS 

G120 都是满足最广泛要求的通用驱动器。它在通用机械制

造以及汽车、纺织、包装和化工行业都有着明显优势。

siemens.com/sinamics-g120

更高功率，更小体积 – 新一代功率单元!
创新 SINAMICS G120 第二代变频器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数字化工厂集团

公司热线：4006162020                 服务热线：4008104288                email: 4008104288.cn@siemens.com



结构紧凑，功能完备

为机械制造设备量身打造，适合渠道分销。能够满足众多通用应用的需求，例如传送带、搅拌机、

挤出机、水泵、风机、压缩机以及一些基本的搬运设备等。此款变频器的三种外型尺寸覆盖了 0.55

到 18.5 千瓦的功率段。

亮点

• 紧凑

• 调试快速

• 维护简单

• STO 安全功能

• PROFINET, PROFIBUS DP, USS/Modbus RTU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数字化工厂集团

公司热线：4006162020                 服务热线：4008104288                email: 4008104288.cn@siemens.com

siemens.com/sinamics-g120c



siemens.com.cn/sinamicsV90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数字化工厂集团

公司热线：4006162020        服务热线：4008104288        email: 4008104288.cn@siemens.com

SINAMICS V90 驱动器与 SIMOTICS S-1FL6 伺服电机完美匹

配，组成可靠的伺服驱动系统，覆盖 0.05kW~7kW 的功率范

围，精准地实现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和扭矩控制，适用于通

用的运动控制应用。

通过优化的设计，SINAMICS V90 确保了卓越的伺服控制性

能，经济实用、稳定可靠；高达 1 MHz 的脉冲输入及 20 位

绝对编码器，保证机器的高定位精度及极低的低速波动；强

大的自动优化和自动谐振抑制功能，满足动态性能和平稳性

能双重要求；图形化的调试软件，通俗易懂、便捷高效。

高效、可靠、易用的 SINAMICS V90 伺服系统——小型运动

控制理想的选择！

SINAMICS V90 高效便捷的伺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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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AMICS V90 高效便捷的伺服系统 西门子发布 200V 小转动惯量产品系列，壮大了其基本伺服系统的阵容

拓展不同的驱动器尺寸和电机轴高，涵盖诸多应用领域

现在可通过 Modbus/USS 通讯接口连接到上位控制器

西门子进一步拓展 Sinamics V90
伺服驱动系统的应用范围

西门子在“2015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

宣布进一步壮大其基本型伺服驱动系统阵

容（包括 Sinamics V90 驱动器和 Simotics 

S-1FL6 伺服电机），以适用于更广泛的应

用领域。除用户所熟悉的 400V 驱动器和

大惯量电机外，基本伺服驱动系统现在还

提供轴高更低、惯量更小的 200V 驱动器

和电机。200V 驱动器体积最多可比 400V

小 25%，因此节省更多控制柜空间。基本

型伺服驱动系统目前共有八个驱动器尺寸

和七个电机轴高，功率范围从 0.05kW 至

7.0kW，适用于单相和三相电网。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数字化工厂集团

副总裁、运动控制部总经理夏伟中表示：

“Sinamics V90 低惯量产品的发布完善了

西门子基本型伺服驱动系统产品家族，与

西门子的自动化产品一起配合使用，将全

面满足客户从操作层、控制层到执行层的

全方位需求。”

Sinamcs V90 集成了丰富的控制模式，如

外部脉冲位置控制（PTI）、USS/Modbus

连接、内置定位（IPos）以及转速和转矩

控制等，方便用户使用。全功率集成的制

动电阻也降低了用户成本。此外，伺服驱

动器还具有高达 1MHz 的高速脉冲输入，

并支持 20 位分辨率的绝对编码器。凭借

这些特性，系统具备高水平的快速定位精

度和低纹波的转速波动。Simotics S-1FL6

伺服电机的三倍过载能力，以及 IDS（全

集成驱动系统）的驱动技术，提高了其伺

服性能、生产力、能源效率和可靠性。

Sinamics V90 同时具有卓越的易用性。

譬如，借助可以免费下载的 Sinamics 

V-Assistant 软件工具，用户能实现驱动器

调试、工程组态和诊断。通过直观的菜单

导航，用户可以获得对调试情况的清晰概

览。得益于 Sinamics V90 中的电子模块高

质量涂层和 Simotics S-1FL6 的 IP65 防护

等级，整个系统适用于恶劣环境条件。集

成的安全力矩关断（STO）功能可防止电

机意外转动，从而提高对机器和操作人员

的安全保护。

随着小转动惯量系统的加入，Sinamics 

V90 可以提供更丰富的产品种类，使其应

用于更广泛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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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德自控技术长沙股份有限公司

凯德自控技术长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9 年，1996 年即成为西门子的战略合

作伙伴，至今从事着西门子自动化产品和驱

动产品的推广、销售达 20 余年。公司业务

主要分布于纺机、化纤、机床、化工、冶金、

建机、水处理、电力、环保、汽车等行业。

公司多年来扎根于华中地区，依靠自身强

大的技术力量、超强的服务意识，逐渐把

业务做大做强，于 2007 年销售突破 1 亿元，

2010 年突破 2 亿元，并于 2009、2010 年

连续二年获得“西门子华东区最佳合作伙

伴”称号。目前公司是西门子 AS、MC、

SC、CE 几大业务的核心分销商。2014 年 1

月 24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成功挂牌，成为湖南省首批新三板挂牌

企业之一。

公司秉承“中心物凯、修业敬德”的企业

宗旨，遵循“诚信做人、诚实做事、规矩

做人、用心做事”的企业精神，以“创品牌”、

“打造百年企业”为奋斗目标，为客户、

为社会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作为我们对

客户的坚定承诺。 

公司一直致力于销售网络的建设，目前的销

售网络分布于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

苏、上海，除长沙总部以外，在武汉成立了

全资子公司，在南昌、宜昌、襄樊、黄石、

郑州、新乡设立了办事处，凭借着完善的销

售网络、为客户提供快捷、贴心的服务，公

司受到众多客户的好评及赞誉。

除了销售队伍的扩建，公司还于 2014 年组

建了新的仓储物流中心、售后服务中心，成

立了西门子产品支持团队，为业务部门提供

全方面的服务，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在中国经济形式步入新常态后，公司也正

在思考未来的方向，2015 年，公司在西门

子 CS 服务部的大力支持下，已与一些最终

用户签订了维保协议，同时也获得了西门

子授权服务合作伙伴（ESP）的资格。公司

将以此为锲机，全力发展维修服务、备件

销售业务。同时，经过在汽车行业多年的

摸爬滚打，公司已具备为汽车行业生产线

提供总体设计解决方案的能力，引进了一

大批在汽车行业从事工业自动化系统研发

和服务的高级人才，并于 2015 年在武汉成

立了武汉智能装备公司，专门从事汽车行

业的工程项目。

新的业务增长点，结合高效的 ERP 管理系

统，实行全方位的精细化管理，为公司整

体运营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努力把公司

建设成为一个高效、便捷、务实的新型企业。

我们有信心，以西门子自动化产品为依托，

持续加大资金和人员的投入，努力夯实市

场，积极开拓，争取在新的财年勇担重担，

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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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中调整呼吸、服务中建立共赢

南京朗驰集团机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0 月，是以品牌经营和服务为主的物

资流通贸易企业。经过十五年的经营和发

展，公司现有员工 300 余人，在全国 23

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形成了以南京为中

心，辐射全国的业务版图。2015 年，朗

驰机电的销售规模将突破 10 亿元。

自 98 ~ 99 财年，朗驰机电成为西门子的

合作伙伴以来，双方保持着稳定、密切的

商务和技术合作关系，凭借良好的企业信

誉和销售服务能力，朗驰机电从最初仅经

销 CD BU 的产品，到如今经销“数字化工

厂集团”的 FA、CP、MC，“过程工业与

驱动集团”的 PA、LD，“能源集团”的

LP，“楼宇科技集团”的 CPS 等 7 个 BU

的十几类产品，能够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解

决方案、最佳的系统配置、周到的售前售

后服务、细致的安装调试指导。

以苏北地区的客户开发为例，2015 年国

家整体经济呈现下行趋势，给苏北区域的

业务开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与挑战。

工程机械、煤矿自动化等重点行业都出现

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在此背景下，朗驰机

电区域办事处的销售人员和西门子的销售

经理一起，积极寻求新行业、新客户的突破。

在连云港纺机行业，我们成功开发了连云

港如年等有代表性的行业重点客户。

连云港如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

年”），是以生产纺织后整理设备的专业化

企业。在与如年的总经理和总工程师的沟通

中，我们了解到如年希望通过采用西门子系

统解决方案，在行业内进行差异化竞争。通

过帮助其改进设备工艺，降低客户使用成本，

提升其产品竞争力和品牌效益。

为此，朗驰机电在跟进如年近三年后，双

方终于在 2014 年夏天启动了长达半年的技

术交流项目。期间，朗驰机电安排了 6 名

专业工程师为客户定制样品、安排产品试

用以及提供程序编制的服务。西门子和朗

驰机电的销售伙伴们多次进行拜访，最终

确定了在烫光机和起毛机上使用西门子 FA 

(Smart200)、HMI（KTP1200）和 CP 的产

品方案，并试机成功。

合同成功签约后，为积极配合客户能够参

加 2015 年 6 月的上海纺机展活动，在西门

子的支持下，朗驰机电不仅在货期方面给

予了极大的支持，并且在展会现场，安排

了专业工程师负责设备调试和演示。如年

在展会上采用西门子方案制造的烫光机、

起毛机，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也为其带来了新的订单增长。至截稿前，

朗驰机电已经陆续为如年提供了起毛机、

烫光机约 50 套西门子工业设备的改造项

目服务。

2015 年 8 月，朗驰机电高层与如年高层

进行了会晤。如年总经理张昊先生对西门

子产品、朗驰机电的技术团队、西门子的

销售支持，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双方企

业在业务合作领域之外，更在企业管理方

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值得我们肯定的是：服务中建立共赢。持

久真诚地开展客户开发工作，在客户的信

任下，与客户一起成长，健康、持续的发

展，这正是朗驰机电全体员工对企业价值

观“共赢”的践行：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

企业与供方共同发展，企业与客户共同发

展，企业与社会共同发展。

2015 年，已批量使用 S7-200 smart 最新 PLC 使用 KTP1200 第二代精简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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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拓四方携手西门子助力
“世纪工程”南水北调项目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在我们正常有序的工业和生活用水背后，是一项

项重要的水利工程在保驾护航，天拓四方公司有幸能在此世纪工程中贡献我们的力量。

1、与西门子各团队配合采用西门子

SMART410 系统完成对南水北调河北主线

闸站自动化控制系统

南水北调项目河北段配套工程全线布设泵

管理站等各类水工建筑物监控站 183 个，

建设通信线路 2800 多公里，建设总调度中

心自动化系统，建设廊涿、保沧、石津、邢

清等 4 条大型输水干渠自动化系统和 7 个

区、市配套工程自动化系统，此段工程对

于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精确性和实时性要求

非常高，北京天拓四方公司携手西门子销

售团队及产品 BU 最终凭借先进的产品功能

和特性以及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在众多

强劲的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中赢得了此项

目，本项目方案共采用 192 套 SMART410

控制器，开发软件采用 PCS7 上位系统。

2、天拓四方采用西门子 S7-1500 系统完成

对南水北调地表水厂的控制

地表水厂建设是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设中

的水资源落地重要环节。宝贵的南水调往

北方地区沿途分配给各区县使用，并新建

地表水厂对水源处理，每个地表水厂处理

工艺通常包含沉淀池、V 型滤池、排泥水

处理工房、吸水井及二级泵房等工艺段。

在赵县水厂（6 万吨日处理量水厂）的招

标建设过程中，天拓四方采用多套西门子

新一代 S7-1500 控制方案，达到对整个水

厂工艺设备的控制和检测，上位监控采用

WinCC 软件平台，实现水厂自动化系统完

美运行和监控，确保水质达标。我公司除

完成此项目的自动化系统设计和供货外，

所有高低压配电柜成套、仪表的设计、供

货及整体调试也由我公司完成，整体实现

了地表水厂的全厂的供配电及自动化系统

控制。

西门子凭借自动化控制领域的出众实力和

丰富经验，已经为中国许多重大型工程项

目提供了自动化控制解决方案。天拓四方

作为西门子的核心分销商及系统集成商，

我们将与西门子携手共进，共同服务于客

户、服务于社会，天拓四方全体员工将会

持续努力为中国工业控制及电气水平的提

升贡献我们的力量。

随着经济社会和民生的发展，天拓四方将

继续专注于客户需求并提供专业、系统、

完美的解决方案，带动城市生命力。

选择天拓四方，相信我们更专业、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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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16 日，西门子（中国）有

限公司重要战略合作伙伴 ---深圳市深时

机电有限公司20周年庆典活动隆重举行。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数字化工厂集团

及过程工业与驱动集团高级副总裁兼华南

区总经理王东滨先生， 能源管理及楼宇科

技集团工业、基础设施及楼宇华南区总经

理蔚星先生，工业销售华南大区分销商管

理部销售总监刘煜先生，工业销售华南大

区粤东区销售总监胡翔先生，以及数字化

工厂集团及过程工业与驱动集团华南区各

个部门的同事们都受邀出席了本次庆典活

动，并对深时机电公司致以真诚的祝贺。

深圳市深时机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是西门子在华南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

一。成立二十年来，深时机电的业务突飞

猛进，其订单额从最初的 30 万增长到目

前的 1.4 亿人民币。并在 1213 财年因为

卓有成效的 OEM 客户开发工作而荣获西

门子工业集团重量级大奖 —— 工业业务

领域最佳自主销售分销商奖。2012 年公

司还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作

为工业自动化行业的知名企业，深时机电

以其优质专业的服务赢得了广大用户的良

好赞誉和深切信赖。

16 日下午，随着欢快的音乐响起，20 周

深时机电有限公司 20 周年庆典隆重举行

年庆典徐徐拉开帷幕，荧屏中的幻灯投影

以动画的形式向在场的嘉宾娓娓讲述了深

时 20 年的风雨历程。

接下来，庆典活动分为三个部分进行：第

一部分是庆典致辞，第二部分是文艺演出，

第三部分是员工颁奖环节。

在深圳市深时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建国

先生振奋人心的开场发言后，西门子（中国）

有限公司数字化工厂集团及过程工业与驱

动集团高级副总裁兼华南区总经理王东滨

先生上台致词：“‘宝剑锋从磨砺出，梅

花香自苦寒来’。深时机电经历了 20 年的

历练和风雨，终于成就了自身的光荣和梦

想。作为与西门子同舟共济十余载的朋友，

我们殷切地希望深时机电能准确地把握时

代的主流，再创辉煌！” 王东滨先生在致

辞中对深时机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了

衷心的祝贺，并对西门子与深时未来更进

一步的深化合作表达了殷切的期望。

文艺演出节目经过了精心的设置，形式丰

富多样。闪光灯下，舞姿翩跹，如诗如画，

精彩纷呈的舞蹈描绘了辛勤耕作后丰收的

喜悦。小品表演《小平果剧场》惟妙惟肖，

赢得了现场嘉宾的阵阵喝彩和掌声。一曲

《好运来》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在

歌声中，深时机电公司的员工们展示了开

拓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各位领导

也不禁一起高歌合唱，现场其乐融融，成

为了一片欢乐激昂的海洋。

在节目穿插间，深时公司为嘉奖员工的贡

献，还设置了颁奖环节。其中，头等大奖

授予了工作年限 10 年以上的资深员工林

国进，付映萍，任绍乐，张祖昌，曹春苗

五位同事。在“一流服务、非凡智慧、创

新求胜”的深时精神引领下，深时就像一

个大家庭 —— 团结员工，激励员工 ——

不断给予一代代的员工养分，对员工的发

展承担责任。同时，员工们用忠诚和奋斗

回报企业，为企业的发展积极做出自己的

贡献。

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

竞争激烈的商场上，唯有稳扎稳打，自立

自强，一个公司才能经历蜕变成就辉煌。

在庆典活动的高潮，西门子向深时机电赠

送由琉璃工房特别定制的五彩琉璃骏马作

为贺礼，寓意深远，期望深时就像蓄势待

发的骏马一样，自强不息，征服全新的大

海星辰。祝愿西门子和深时能实现双方的

美好期望和愿景，在变换莫测的市场中风

雨同舟，把握机会，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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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扬帆力行

福建华拓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系统

工程、节能及能源管理业务、装备自动化

系统成套服务的综合性高科技企业。成立

初期，以高性价比的西门子PLC为主打产品，

借助福建华拓的研发力量，在冶金、化工

等传统工业的自动化改造中取得较大进展，

为公司发展打下良好基础，2008 年成为西

门子 AS 授权分销商。

福建华拓禀承“诚信、创新、开拓、进取”

的企业文化理念，以人为本，建设一流的

员工队伍。公司目前拥有 100 多名员工，

其中一半以上为系统设计、软件开发和

OEM 电气配套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福建

华拓的《人造板厂计算机制造执行系统》、

《钢铁厂生产过程制造执行系统》、《基

于物联网的城市能源监控系统》（这些系

统皆采用西门子 PLC）等项目获得国家科技

部、工信部的基金支持，并获多项福建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

福建华拓属福建省高新技术企业，2006 年

通过 ISO 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07 年被福建省信息产业厅评为首届福建

省企业信息化优秀服务商，2011 年通过软

件企业认证，2012 年通过国家发改委节能

服务公司备案。

近年来，我们在西门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

加大西门子自动化新产品的应用开发力度，

以下是我们的一些应用案例：

在装备自动化方面，华拓公司主推西门子

高性价比的 SMART 和 S7 1200 PLC，为客

户提供系统总体设计、软件编程、控制柜

成套以及现场安装调试一条龙服务，在制

砖机械、路面机械、制鞋机械、包装机械、

环保设备、石材加工设备等取得成功应用。

借助西门子 PLC 功能强大的运算能力，我

们采用模糊控制、智能控制等先进控制策

略对设备的关键参数进行优化控制，大大

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降低了原

材料和能源消耗，在得到客户好评的同时

也提高了西门子公司和华拓公司的市场占

有率。

以高性价比的西门子 SMART PLC 为基层采

集器，华拓公司推出了《基于物联网的城

市能源监控系统》，并在福建省、安徽省、

黑龙江省、广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江

苏省、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云南省、山

西省等 10 个省市得到应用。在此基础上华

拓公司参与起草了能耗监测平台的支撑标准 

GBT 29873-2013 能源计量数据公共平台数

据传输协议、GBT 29872-2013 工业企业能

源计量数据集中采集终端通用技术条件，并

于 2013 年 11 月正式发布成为国家标准。

以功能强大的西门子 S7-1500 PLC 为主控

制器，我们提出了高速公路电力计算机监

控系统的产品软硬件标准，并在福建省高

速隧道监控领域全面推广应用，如沈海复

线泉州段、双安高速、延顺高速、湄渝高

速等全面使用了西门子 S7-1500 PLC 作为

本地控制器。另外我们采用西门子 SMART 

PLC 研发出车检器（主要用于检测车流量），

产品安全可靠，得到用户的好评。

目前国家发展正处于转型阶段，对智能制

造、物联网、运动控制等自动化技术的需

求逐步增强，只要我们坚持面向客户、技

术为主的发展道路，相信在西门子公司的

大力支持下，福建华拓一定有更加光明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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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若恒工控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融合了

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分销、自动化控制工

程设计开发、技术培训及技术服务为一体

的综合性自动化公司，主要代理西门子自

动化系统产品，工业通讯产品，工业电源

产品以及变频器等系列产品。

若恒公司自创立以来， 贯彻“真诚敬业，

以诚待人”的经营理念，一直致力于西门

子工业自动化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推广及应

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追求完美，为

客户创建优势，与客户双赢发展，时刻关

注着客户的需求，为企业提供最优质的解

决方案。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发展，若恒公司不但建

立起一整套及时完善的销售服务体系，更

打造并凝聚了一支专业、兢业、技艺精湛

的工程服务技术团队。若恒公司坚持走“技

术 + 销售”的引导式销售策略，为广大

OEM 客户提供高附加值的全方位的整体解

广州若恒工控设备有限公司

决方案。若恒公司的这一销售策略，为若

恒公司在推广西门子新系列产品并占有市

场一席之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S7-200 SMART PLC 在机器视觉检测系统中

的应用

一、应用背景

为了进一步提高成型生产线的效率，减少

因淀粉托盘形状错误、完整性缺失等造成

浇注原料的浪费，为了降低人工判断操作

的操作强度，提高不良淀粉托盘的识别准

确性，减少原料的浪费，需要配备机器视

觉检测系统。

二、实现原理

使用西门子 S7-200 SMART PLC 作为主控制

器，西门子触摸式面板式工控机作为操作

终端，通过若恒公司使用微软 Visual Studio

自主研发的《机器视觉作业配方监控系统》

作为 PC 端运行平台，实现对生产线上高速

运行物体进行快速甄别，对成型生产线各

浇注头的控制。

SMART PLC 通过快速中断检测到待检物到

达的触发信号，通过使用指针基于堆栈技

术编写的智能自学习算法子程序对触发信

号的真假进行判断，采用 IO 立即输出方式

触发机器视觉系统进行拍照甄别。PLC 通过

高速中断模式接收到甄别结果，通过 PLC

中使用指针编写的电子凸轮队列控制算法

子程序对甄别结果进行队列控制，采用队

列表出栈技术实现对成型生产线各浇注头

基于位置队列的相关控制。

三、应用总结

西门子 S7-200 SMART PLC 作为小型控制

器的佼佼者，本体自带以太网接口以及

RS485 接口。以太网接口支持 S7 协议，

RS485 接口支持 MODBUS RTU 等协议，可

以方便灵活的与第三方进行通讯。同时 S7-

200 SMART PLC 支持复杂的运算指令、表

操作、顺控指令以及灵活指针寻址编程，

可以高速运行各种算法，功能强大“小块头，

大智慧”的控制利器 S7-200 SMART PLC 可

以满足各行业的不同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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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播种  并肩开拓
西门子 - 西安正和青甘宁联合开发计划

西安正和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

工业自动化控制的高新技术企业，位于西

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西门子 DF&PD

授权合作伙伴、签约分销商。一直以来，

西安正和本着专业，专注，求实，进取的

精神，坚持以市场为先导，以客户为中心，

以产品为依托，以技术为后盾，诚实信用，

互惠互利的经营理念，为客户提供优秀的、

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已经在国内工业

自动化领域取得了骄人成绩。

西安正和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的产品有西

门子 PLC （可编程控制器） 、人机界面、

工业以太网、现场总线、工控软件、低压

电器、 电源等，并且在西安备有大量库存。

西安正和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不仅可以承

接各种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组态、

安装、调试、维修服务，而且可以独立进

行工业设备安装，并具有先进的控制系统

安装、检测设备。

以“提供先进的自动化产品和技术，让机

器做更多的事”为宗旨，自公司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于推广应用西门子先进自动化产

品与技术，与国内外自动化行业的知名厂

家和著名高校有着广泛技术交流及合作。

伴随着当前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的进行，

青海、甘肃、宁夏作为西北地区极具发展

前景的区域，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多数

设备提供商销售与服务力量薄弱，区域业

绩贡献与市场潜力相去甚远，鉴于当时青

甘宁的情况，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工

业销售华西大区总经理杨协宁先生和西安

正和总经理何宁先生共同认识到大力发展

青甘宁业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遂于 1314

财年年初在 FABU 的支持下着手实施青甘宁

联合开发计划。

1.  依托西安正和的子公司 -- 兰州亚陆自动

化控制系统有限公司现有机构，共同投

入人力、物力、财力致力于三省相对偏

远地区的客户推广工作，尽最大可能发

现客户、贴近客户、服务客户，提高西

门子产品的区域覆盖率。经过两年的努

力，专业的销售和技术服务队伍，已经

由最初的 3 名员工壮大到 10 人团队，

号称“兰州亚陆西门子事业部”。

2.  西门子事业部所有人员，采用矩阵式管

理模式，即：日常业务由亚陆自动化王

健全权负责。西门子青甘宁办事处，西

门子华西大区分销商管理部参与销售的

选聘、培养、考核工作；每月定期进行

项目交流，了解当前项目进度和所需支

持，实现高效分配和协调资源，与西门

子销售同事分工协作、各有侧重，同时

对联合开发计划新成员进行指导和经验

分享，人员能力提升效果显著；

3.  销售业绩增长成绩斐然，西安正和青甘

宁 13/14 财年业绩增长 149%；14/15

财年业绩增长 54.3%；

4.  在联合投资计划的带动下，区域的销售与

服务力量已经初步壮大，西门子市场覆盖

度和客户满意度得到提升，正和作为重要

的合作伙伴，其示范作用对当地其他合

作伙伴的影响逐渐增强，双方合作赢得

的客户逐年增多，联合投资计划对青甘宁

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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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圣航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沈阳圣航动力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2015 年开始成为西门子贝得及西门

子电机分销商，从此开始了专业的西门子

品牌电机销售道路。现有员工，有丰富的

电机销售经验，有多年积累的电机技术知

识。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现在客户已经设

计到环保、风机水泵、橡胶机械、化工机械、

空调等行业。

由于电机知识丰富，再加上公司秉承“服

务、专业、进取”宗旨，在各个行业中，

都有良好的口碑。沈阳圣航人深知，只有

优质的服务，专业的知识，才能得到客户

的信赖和支持，同时有进取的精神，才能

在市场上立足，我们开始，并不断深挖市

场潜力，不断拓展新的客户资源，在各个

行业和领域进行积极扩张。

在积极进取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建设公

司队伍，规范管理的重要性。只有健康的

公司管理，才能为不断前进的业务保驾护

航。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规范管理，责权

明细，形成制度！并依靠西门子提供的资

料、培训条件，加强公司员工的素质、能

力培养，为市场拓展不断补充新鲜血液！

在市场竞争中，公司销售鼓励员工拓展新

客户、维护老客户，了解客户的具体需

求 ，采取针对性的策略，不断在市场上，

替换竞争对手，争取份额。

沈阳圣航动力是一个新公司，同时也是成

为西门子合作伙伴时间很短的公司。但我

们知道，通过公司人的努力，通过西门子

各部门同仁的支持，并以西门子优良的产

品为依托，会有累累硕果。

信心、努力地同时，谢谢我们的用户，谢

谢我们的同仁，因为有你们，我们才能有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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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盈冲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冲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西门子（中

国）有限公司过程工业与驱动集团机械传

动部（MD）的授权合作伙伴，从事西门子

SIEMENS-FLENDER 减速机的推广和销售服

务 10 余年。产品广泛应用与煤炭、矿山、

水泥、冶金、电力、起重、有色和化工等行业。

做为西门子 MD 最优秀的合作伙伴之一，

北京盈冲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经过长期发展

和团队建设，依靠同西门子的合作及诚信

服务客户的理念，连续多年取得订单过亿

的优异成绩，并且，其中多次名列 MD 所

有合作伙伴业绩第一。并在市场行业下滑

的不利形势下，依然能够取得业绩的增长。

近年，由于市场的需求下降，合作伙伴的

业务也受到的一定影响。但是，北京盈冲

依据自身的不断调整和对市场的敏锐观察，

及本着专注减速机业务的理念和态度，相

继开展了弗兰德刮板机减速机等新的业务，

通过新业务的增长，达到了对自身业务的

补充，最大程度抵消了市场下滑对公司业

务的影响。并且，仅仅 2~3 年，刮板机业

务年订单已突破了千万，成为该业务最大

的合作伙伴。为了对客户的服务需求给予

最迅速的响应，北京盈冲在山西太原建立

了自己的服务中心，由一批经验丰富的服

务工程师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公司多年以来遵循：“名牌产品 +名牌服务”

的经营理念，秉承：公平竞争、诚实守信、

用户至上的宗旨。 服务宗旨是为客户提供

技术选型、技术培训、售后服务等全方位

服务。产品广泛应用于煤炭，电力，钢铁，

化工，轻工，水处理等领域。公司凭借在

技术、价格、和服务的优势在市场上赢得

良好的信誉。并同包括了山西潞安集团、

阳煤集团、张家口煤机、山西煤机、三河

长城、华凯重型、天津申克等重要客户建

立了良好持续的客户关系。

历经多年发展，公司已形成了一支自主高

效、精明强干的销售、服务团队。除北京

总部外，还在太原、大同、长治、唐山、

邯郸、石家庄、郑州、包头、乌海、无锡、

等地设立办事机构，营销网络更覆盖北京、

天津、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古、

江苏、山东等省市区域，为各界用户提供

更细致周到的服务。期望与用户建立长期

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并成为广大用户可

以信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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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S 7 Smart-Simple, Maintenance-friendly, Affordable, Reliable, 

Timely to market 涵盖 AS410 SMART 控制器、ET200PA SMART

系列模 块以及 PCS 7 SMART 软件的 SIMATIC PCS 7 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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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面向紧凑型 DCS 项目，秉承传统 PCS 7 的功能特 

性，兼具极高的性价比，满足中国市场的客户需求。

SIMATIC PCS 7 SMART 以简驭繁 专享过程

 — 过程工业高性价比一体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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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ATIC PCS 7 SMART 以简驭繁 专享过程

 — 过程工业高性价比一体化解决方案

中国南涝北旱，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发展

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为此开展的南水北调

项目，是一项规模宏大的世界性水利工程，

历时 50 多年，涉及到近一亿人口。关系国

计民生的历史性项目中，如何选择优秀、

可靠的自动化控制器和相应的自动化解决

方案，如何找到一家值得信赖的自动化设

备供应商，是工程建设管理方关注的焦点 

—— 西门子及性价比极高的 AS410 SMART

很快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这样大规模的调水项目对控制的精度要

求非常高。比如常见的液压闸门提升精度

在设计上要求达到毫米级，才能做到闸前

的设计水位控制。而西门子设备能够很好

地达到这样的技术要求，帮助实现自动化

系统的可靠、稳定。”合肥三立自动化公

司汪皓表示。

相对于干渠上的闸站控制，正在建设中的

密云水库调蓄项目的泵站监控更为复杂。

它要实现对水泵、阀门、闸门、清污机等

相关设备的就地电动控制和远程自动控制，

同时要快速可靠地采集水位、流量、压力、

机电设备的运行状态、闸门启闭状态、电流、

电压、温度、各类保护信息和告警信息等

等，并对主要电气参量进行监测。“因此，

我们采用了约 60 套西门子过程控制系统

Simatic PCS 7 AS410 Smart，在统一的系

统平台上组态和管理。同时在通讯方面集

成了 Profibus 总线和 Profinet 以太网接口，

尤其适于这类有众多过程变量监控要求的

环境，而且性能方面完全满足甚至超出工

程需求。”合肥三立项目总监蒋厚祥表示。  

  

Simatic PCS 7 AS410 Smart 控 制 设 备 不

仅稳定可靠，而且响应速度快，完全能够

做到状态点采集周期小于 1 秒，采集数据

到远程数据库的时间小于 2 秒，而且可

靠性高。CPU 模块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大

于 10 万小时，投运后系统可利用率大于

99.9%，充分体现了极高的可用性和鲁棒性。

在闸泵站这类关键设施的监控系统中，

冗余是一大挑战，也是保护设备和可靠

传输数据的根本保障之一。Simatic PCS 7 

AS410 Smart 具有双机热备及冗余现场总

线结构，这样即便其中一段网络故障终止

工作，也会有另一段网络被激活使通讯功

能畅通。

此外，Simatic PCS 7 AS410 Smart 控制器

向上通过冗余的 Modbus -TCP 和工业交换

机连接，进而实现第三方工控机数据监控

和记录的功能。

除了密云水库调蓄项目之外，西门子也与

合肥三立一起参与了北京、河北的多个

南水北调中线配套工程。比如北京水源

十厂的自动化项目也采用了 14 套西门子

Simatic PCS 7 AS410 Smart 控制设备。越

来越多的 AS410 Smart 控制器在南水北调

项目中承担关键控制任务，秉承可靠的德

国品质，为沿线各地的稳定供水保驾护航。

产品荟萃

西门子 AS410 SMART
在南水北调中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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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SITOP PSU8600

西门子 SITOP 电源稳定可靠、高效集成
— SITOP 电源引领着工业电源走进智能互联时代

在工业领域中，一款安全可靠的电源是支

撑所有设备稳定运行的根基。作为工业电

源领域的领军品牌，西门子 SITOP 电源家

族以其超过 20 年的市场检验和上千万台产

品全球安全稳定运行，印证了西门子工业

电源的品质，同时也牢牢占据了中高端电

源市场领头羊的位置。9大产品家族的组合，

完整覆盖了高中低端市场。

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产品家族的特性：

图 1：产品家族结构图

图 2：SITOP 电源产品金字塔市场分布

• SITOP Modular — 高端电源解决方案者，

高端应用，与扩展模块组成完善的电源

供电系统。全新产品 PSU8600 和新一代

PSU8200，更强大功能和更优性价比。

• SITOP Add ons — 提供了丰富的电源系统

解决方案，如冗余、缓冲、故障诊断。

• SITOP DC UPS — 无论是带有 Profinet 通

讯的 UPS1600，还是超级电容 UPS500

都会提供 24VDC 持续的不间断供电。

• SITOP Smart — 强大的标准电源，紧凑设

计，出色的过载能力，性价卓越。

• Simatic Design — 设计独特，完美融合，

为 PLC 提供稳定可靠的供电。

• SITOP Compact — 纤薄的身材，极小安

装空间，全新节能技术。

• LOGO！Power — 扁平设计，交直流通用，

适用于扁平空间安装，如楼宇、交通控制系

统等。

• SITOP Lite — 基本的设计，市场的利器，

满足工业应用基本供电要求，争夺中低

端市场利器。

• Direct Mount — 稳定可靠的平板电源，

面向低端市场，极高性价比。

另外，TOP Connect 产品也是电源部门的

产品，彻底解决了现场控制系统配线问题。

灵活自如，减少接线失误风险，整齐方便，

减小维护成本，省时省力的完成布线工作。

FY14/15 财年，西门子工业电源针对高端

用户市场推出了全球首款集成了 Profinet/

Ethernet 通讯接口的电源产品 —— SITOP 

PSU8600 电源系统。未来工业电源高集成

度的发展趋势，西门子 SITOP 工业电源让

它成为了现实。SITOP PSU8600 在汽车 , 烟

草，物流 , 印钞造币，核电等行业和客户的

应用，解决了客户在使用传统电源上所面

临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全球首款集成了 Profinet/Ethernet 的电源

系统，集成于 TIA 博途平台。

• 预防性维护，远程监控和实时诊断。

• 通过系统环夹模块化扩展，节省空间，提

高抗干扰能力。

• 无需电池，系统可实现秒级交流断电缓冲。

• 多达 16 路独立保护输出，每路可按需要

单独设置电压和保护点。

• 大幅度降低工程和运维成本，提升供电 

安全。

同时，西门子工业电源也发力中低端市

场，针对此市场需求，隆重推出了 Simatic  

PM207，集产品性能和价格优势于一身，

完美匹配 S7-200 SMART 系统。产品一经

面世即供不应求，上市 1 个月即轻松突破

万台销量。该产品系列尤其是对小型 OEM

市场的电源产品推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随着市场推广的深入，PM207 赢得了更多

的客户，行业认可和良好的口碑。

SITOP 完善的产品线和丰富的扩展模块可以

为客户提供电源系统全方位保护的供电解决

方案。SITOP 电源不仅在 OEM 客户中有着

广泛的应用和良好的口碑，在一些国内的大

型工业项目中，也扮演者至关重要的角色。

西门子工业电源连续中标“中天合创鄂尔

多斯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和“中安联合

煤业化工有限公司的 170 万吨 / 年煤制甲

醇及烯烃转化项目”每个项目中 SITOP 电

源的使用量都数以千计。

其中，中天合创项目是目前有史以来世界

最大的煤制烯烃项目，同时也是近年来国

内最大的单体煤化工项目，建成后甲醇制

烯烃规模将达到 360 万吨 / 年。中安煤化

工项目是中石化炼化工程打造新型煤化工

一体化产业链，为客户提供工厂式总承包

服务的又一个标志性成果，是国内近年来

第二大的单体煤化工项目。

FY14/15 财年在产品展会和代理商培训中，

对新产品和产品家族的推广取得了很显著的

效果。尤其是 SITOP PSU8600 电源系统亮

相 2015 AMTS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汽车制造

技术与装备及材料展览会，获得了业界同仁

和客户们对产品设计和理念的一致好评。

FY15/16 财年 SITOP 电源会继续加大产品推

广力度，近期 SITOP 电源还将参加中国（北

京）国际风力发电技术及设备展览会，中国

国际工业博览会等展会，欢迎莅临参观指导。

在新的一财年，

西门子工业电源

产品家族的不断

完 善 和 强 大，

SITOP 电 源 团 队

的壮大和市场推

广工作的不断进

行，SITOP 电 源

将继续领跑中国工业电源市场，引领工业

电源行业技术潮流。期待与广大合作伙伴

共同努力，一同续写 SITOP 的辉煌和传奇。

图 5：西门子工业电源在

2015 AMTS 汽车展会展板

图 4：SIMATIC PM207
完美匹配 S7-200 Smart

产品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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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通讯全新时代到来
—西门子联手联通助力工业远程通讯

西 门 子 SFAE 可 以 提 供 针 对 Scalance 

M874-3 + SIM卡的调试，诊断和维护服务，

具体包括： 

1. Scalance M874-3 + SIM 卡初期安装的

通讯配置服务，已经包含在用户订购的

套件中。 

2. 系统运行前的现场调试服务，包括配置，

程序检查调试，网络监察，网络优化等。

不包含在套件中需单独付费购买相应 

服务。 

3. 系统运行中的维护支持服务，工程师通

过电话或在线检查对用户提供支持，已

经包含在用户订购的套件中。 

4. 系统运行中现场出现问题，需工程师提

供现场紧急服务，工程师到达用户现场

快速解决现场问题。不包含在套件中需

单独付费购买相应服务。 

5. 签署年度服务合同， 与用户签署基于预

防性检查，现场紧急服，远程维护，SIM

卡流量包套餐等服务的服务合同。

 

注意事项：

1. 西门子从中国联通购买开通数据通讯

功 能 的 SIM 卡 和 流 量 包 套 餐， 用 于

Scalance M874-3 的通讯中。 

2. 中国联通SIM卡的所有权仍属于西门子，

西门子按照与中国联通的协议提供相应

服务。 

3. 在合同有效期内客户有权使用中国联

通的 SIM 卡，且仅用于配合 Scalance 

M874-3 的数据通讯，并支付费用。 

4. 客户应遵守法律法规及合同规定的目的

来使用 SIM 卡。如客户违法使用，或者

违反合同规定使用，应承担因此给西门

设备不在身边出现了故障怎么办? 

生产工艺调整需要升级软件怎么

办 ? 想远程监控设备运行状况怎

么办 ?

是舟车劳顿赶往现场 ? 是派工程

师高费用出差 ? 还是花大价钱找

当地的工程公司解决 ?

工业 4.0 时代需要高可靠性高安

全性的远程通讯帮助大家解决这

些难题 !

购买渠道：Siemens Factory Automation Engineering Ltd.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Ms. Jin Lin （金琳）   电话：021 – 25057260  邮箱：lin.jin@siemens.com 

有限网络 无限通讯   
基于工业解决方案的有线／无线交换机

远程通讯带来的优势有哪些？ 投资保护、维护简便和节省时间！

由于国内的网络环境 , 公网 IP 很难搞到而且价格昂贵，如何实现高可靠性和高安全的远程通讯呢？新一代

西门子 SCALANCE M 远程通讯系统结合联通定制 3G 网卡给您带来全新的应用体验！

子造成的损失，西门子有权终止 SIM 卡

的使用。 

5. 合同一旦解除，客户应将 SIM 卡退还给

西门子，西门子将终止 SIM 卡的使用。 

6. 客户收到产品和 SIM 卡后及时通知西

门子，西门子工程师提供远程在线配置

服务，并提供运行中的远程维护支持服

务。但不包含需要现场解决问题的现场

服务，如果用户需要现场服务需单独付

费。 

产品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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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1: 不通过 VPN 实现 TeleService

此方案推荐实现以下功能：远程的 PLC 等

设备的 Web 访问 

应用场景 2: 通过 VPN 实现访问 TeleService 

此方案推荐实现以下功能： 远程的 PLC 等

设备的 Web 访问，远程程序下载等 

应用场景 3：telecontrol，站点均以无线接入，

无需申请公网固定 IP

• 使 用 Scalance M874-3 和 Scalance M874-3

之间建立 VPN 

• 所有远程站通过 Scalance M874-3，借助

中国联通 3G 网络接入中心站。 

 

应用场景 4：telecontrol，站点均以无线接入，

无需申请公网固定 IP

• 由于 Scalance M874-3 支持的 VPN 通道

数有限，可以使用 Scalance S612 来增加

VPN 通道的数量，在此方案中，Scalance 

M874-3 作为接入 SiemensAPN 的路由器

来使用。 

• 所有远程站通过 Scalance M874-3，借助

中国联通 3G 网络接入中心站。 

 

应用场景 5：telecontrol，站点均以无线接入，

无需申请公网固定 IP

• 在此方案中，Scalance M874-3 作为接入

SiemensAPN 的路由器来使用。 

• 数据通信不通过 VPN 隧道，由于数据不

是通过 VPN 进行传输，所以此方案中远

程站的数量不再受 VPN 隧道数的限制，

而取决于中心站 ST7cc 的授权数。 

• 远程站采用 MSC 协议接入中心站 

• 所有远程站通过 Scalance M874-3，借助

中国联通 3G 网络接入中心站。 

应用场景 6：TCSB 的应用 

应用场景 7: 实现多处 PLC 之间小数据量的

PLC 到 PLC 的通信

• VPN 2 侧的设备可以实现直接通信，比如

PUT/GET 通信，TCP 通信等。 

• 适用于数据量不大，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

场合。 

• 数据无需通过中心站中转。 

• 数据仅 VPN 隧道传输，安全可靠。 

应用场景 8: 借助 TS Adapter IE Advanced

实现二层 VPN

• SSTP 的 VPN 基于第二层，工业的第二层

通信可以穿透，所以可以实现 分配 Device 

Name，浏览可访问的节点等功能。 

• PC 机无需安装 SSC。 

注意： 

• 只有 TIA Portal 中能组态的设备，才能使

用此解决方案！ 

• 需增加 TS Adapter IE Advanced 

产品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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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 7 月 10 日，西门子同 OEM 客

户浙江金盾风机有限公司签订了南京市纬

三路过江隧道风机项目的合同，该项目涉

及金额为 3 百万，选用了西门子多个产

品，包括 LD  Beide Motor ( SSML+SEML)+ 

LD G120 P Fan Branch Inverter;  FA S7-

1200 PLC; FA CP Sirus Local + 3RW ; EM  

LP 3VL+5SY。

该项目在初期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我们

的对手上虞本地卧龙、创新电机专注于风

机行业，无论从风机电机的要求、电机技

术支持、交货期和售后服务，都有巨大的

优势；施耐德在风机行业，从设计院、风

机厂到最终用户也都运作多年，客户也比

较认可。当地销售克服种种困难，通过历

时一年多的坚持不懈的沟通，风机厂家和

浙江金盾风机

业主对西门子品牌和质量形成了高度认

可。再加上当地渠道商，区域销售，BU

和工厂的紧密配合，充分了解其行业特点

和特殊需求后，西门子最终开发出适合风

机行业的电机产品，并通过西门子全系列

产品线优势，赢得整个风机项目。 

西门子产品亮点：

1. 上虞风机客户首次全系列使用西门子

全的产品和解决方案；2. 首次成功推广西

门子风机专用贝得电机 + 西门子 G120P

变频器（LD G120P 变频器升级为 G120L

变频器），替代卧龙电机 + 施耐德控制元

器件；3. 通过此项目，西门子在风机行业，

不仅有了全系列合适的电机产品，也有了

合适的解决方案：变频 + 驱动（PS: 卧龙

只有电机；施耐德只有元器件） 

项目意义：

地铁、隧道行业未来 10 年将是蓬勃发展

的行业，其专用风机行业也将得到快速发

展，赢得此项目对于西门子开拓全国风机

行业电机变频器等业务提供了成功应用案

例，积累了经验。

通过此项目，西门子电机工厂能以客户为

导向，定制出风机行业专用电机。

风机客户通过与西门子合作，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能实现共同发展与增长。 

打破了竞争对手长期对该行业应用的垄断

地位。

西门子标准电机多年来占据着中国暖通行

业中高端应用的最大市场份额，是暖通

行业客户投标重大项目的首选。近日，

1LE0 高效电机凭借优异的性能再次击败

ABB 先后赢得郑州机场和重庆机场扩建的

空调项目，进一步奠定其在暖通行业的领

导地位。

自去年开始，西门子深圳分公司加大了

1LE0 在暖通行业的推广力度，紧密跟踪

行业内重大项目。在郑州机场和重庆机

西门子标准电机击败 ABB 中标
郑州机场和重庆机场空调项目

场扩建的空调项目前期工作中，深圳分

公司除了与投标的空调厂保持密切联系

沟通外，更对业主的技术咨询、节能计

算、产品优势分析等问题积极响应，赢得

了 OEM 厂家和业主的充分认同。最终，

郑州机场和重庆机场扩建的空调项目分别

由深圳麦克维尔空调有限公司和广东欧科

空调制冷有限公司使用西门子标准电机中

标，共使用 2000 多台 1LE0 电机。 

麦克维尔是美国四大空调厂之一，在国

内市场占有率很高。欧科是广东本土企

业，2008 年成立，凭借着先进的工艺以

及可靠的质量，销售额保持着平均以每年

50% 以上的速度增长。通过这两个项目

的成功中标，为后续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产品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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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财年第二届西门子工业电源
分销商培训成功举办

北京站培训颁奖现场成都站培训现场

杭州站培训现场 汕头站培训现场 郑州站培训现场

济南站培训现场

为了更好地推进西门子工业电源业务，加强

与西门子工业电源分销商的合作，本着提

高工业电源分销商相关人员产品知识和业

务技能的目的，工业电源团队自 2014 年 5 

月~ 2014 年 8月举办了第一届西门子 SITOP

工业电源分销商系列培训，共计 11 站，为全

国工业电源分销商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

培训，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从 13/14 财年到 14/15 财年，西门子工

业电源部门推出了一系列的新产品，从

面向中低端市场的 PM207 到高端市场

的 UPS1600、UPS1100 以及引领市场的

PSU8600 等，新产品推出的速度可谓空前；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之前主导工业电源

市场的老一代主流产品如 Modular 等 将逐

步为新一代产品所取代。如何确保我们的

客户能够平稳地进行新旧更替？如何将由

此带来的对市场的影响降到最低？如何更

好地利用新产品来扩大市场份额？

为此，西门子工业电源团队从 2015 年 3 月

初开始，举办了第二届针对西门子工业电

源分销商的系统培训。在这次培训中，西

门子工业电源的专业人员为参训人员就西

门子工业电源的新产品系列及市场策略、

主流产品退市及替代方案、主要竞争对手

解析以及代理商政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

详细讲解。在讲解过程中，参训人员与讲

师之间还时常展开热烈的互动，同时还加

入了 Demo 演示及操作环节；在培训结束

后，为加强参训人员对培训内容的理解和

记忆，我们安排了测验环节，对成绩优异

者进行了表彰，极大地调动了参训人员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同时，在本届工业电源分销商培训中，我

们隆重推出了 SITOP 工业电源的微信公众

号（siemens_sitop），为广大 SITOP 工业

电源的推广者及使用者提供了更加方便、

快捷的学习和互动平台。

本届培训自 3 月份开始以来，便得到了广

大工业电源分销商的热烈响应，积极派出

销售、商务、技术等相关业务部门的人员

参加西门子工业电源的专场讲座。此次培

训历经北京、上海、南京、济南、沈阳、

郑州、杭州、广州、汕头、武汉、深圳、

成都、重庆、西安、青岛、哈尔滨等共计

16 站，历时两个月，为近 50 家西门子工

业电源分销商共计 300 余人进行了系统培

训。同时，本届培训也得到了西门子各分

公司及办事处销售同事的极大关注，在广

州和南京还分别加办了一场，共计有近百

人参加了本次培训。

本届西门子 SITOP 工业电源的专场培训得

到了各参训分销商及西门子内部同事的一

致好评，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西门子各区

域分销商管理部门的同事一如既往地对我

们这次培训给予了全面的协助，各地分公

司和办事处也为我们这次培训提供了会议

室、投影仪等相关的支持，同时在此一并

对他们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在 15/16 财年，工业电源部门将进一步加

大在分销商培训方面的投入，新一轮的培

训即将拉开大幕。届时，将会有更加专业

的产品介绍，由电源部门的资深专家与您

娓娓道来；将会有一系列的成功案例与大

家分享，帮助您激发灵感以找到更多的市

场机会；还将增加互动环节，在帮助您更

好记忆的同时体验收获的乐趣。同时，我

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礼品和丰厚的奖

品，工业电源部门全体同仁期待您的积极

参与！

西门子工业电源微信公众号（siemens_sitop）

携手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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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开拓市场， CP BU 于

2015 财年启动了针对分销商伙伴的一线销

售免费的培训计划。在分销商伙伴，区域

销售同事及 CP BU 相关同事的积极响应和

大力支持下，本次培训取得了圆满成功。

本次培训涵盖 CP BU 所有签约分销商，涉

及 CP BU 所有产品线，培训教材由 CP BU

产品经理和业务拓展团队统一撰写，以现

场培训为主，网络培训为辅，全面系统地

对分销商销售开展有针对性的 CP 产品及销

售技巧培训，并分别在培训后进行考试，

让学员对所学知识进行巩固，考试合格的

分销商销售分别获得由 CP BU 颁发的考试

合格证书。

一、现场培训

2015 年 3 月初至 4 月底，CP BU 分别在全

国 33 个城市开展了 41 场形式各异的现场

培训，由各区域业务拓展经理和产品推广

经理分别组织授课。详细场次如下图所示：

学无止境  何以言满
— 2015 财年西门子 CP BU 针对分销商一线销售的培训圆满成功

从现场收上来的调查问卷结果来看，绝大

部分分销商销售对我们组织的本次培训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认为此类培训应该多

组织多开展。

二、网络学习

现场培训的落幕后，CP BU 借助西门子分销

商中央管理部网站上的Training Pass平台，

继续为分销商合作伙伴提供 CP 产品的网络

再学习及在线测试，让分销商的销售小伙

伴们能随时随地对CP的产品进行温故知新。

共计 200 余人参加本次网络培训及考试。

三、持证上岗

通过一系列的培训考试后，CP BU 为通过考

试的分销商销售颁发 CP 培训及考试合格证

书，实现 CP 签约分销商的销售持证上岗的

目标。 2015 年财年，来自 80 家分销商的

710 名销售获得了此合格证书，为实现 CP 

BU 对分销商进行系统化管理的目标又更近

一步。

未来的市场充满着机会和挑战，能否在错

综复杂的市场中抢占先机，夺取制高点，

一切都是未知数。CP BU 希望通过不懈的努

力，为分销商合作伙伴提供有力的支持，

成为各位合作伙伴前进道路上的一块垫脚

石。也衷心希望各位分销商合作伙伴能鼓

励贵司销售关注 CP 业务，在积极参与培训

和学习的同时，努力推广 CP 业务，与西门

子一起共同进步提高，一起实现我们共同

的业务目标。

郑州

北京

南京

济南

携手共赢



携手共赢

《渠之道 赢之妙》| 12-2015     37

西门子 DF&PD 分销商 EDI/ERP 项目

感谢分销商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与配合，

截至 15 财年底，PM_EDI 项目取得了突出

进展。

■ 共 31 家分销商合作伙伴成功实施 PM_

EDI 对接，占分销业务总量的 80%；

■ 其中 16 家分销商在实施 PM_EDI 对接的

同时完成了公司 ERP 管理系统的升级，

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管理综合能力；

■ 基于 PM_EDI 陆续推出了系列重要应用：

如基于 PM_EDI 的自动化透明化业绩划

分及管理，并实现差异化鼓励分销商自

主业务等。

在 16 财年，西门子与分销商合作伙伴将进

一步推进 PM_EDI 项目的实施与应用：

■ 将有 30 家分销商合作伙伴加入 PM_EDI

对接，将达到分销业务总量的 90%；

■ 将基于 PM_EDI 实现自动化电子订单处

理流程，大幅提高西门子与分销商或作

伙伴的订单处理协作效率；

■ 将基于 PM_EDI 数据启动大数据分析，

为市场策略的优化提供强有力的依据。 

西门子分销商 PM_EDI 项目包括两大部分 

内容：

第一部分 : 电子数据交互 (PM_EDI)，主要

接口及功能包括：

1. 物料及主数据的自动同步

西门子物料的新增或调整信息及产品的价

格变更信息分销商的传统方式是手工更新。

通过 EDI 物料及主数据的自动同步功能，

相关数据将自动以电子数据的形式传输到

分销商的 ERP 系统，大幅提高效率时效性

并降低出错率。

2. 分销商市场信息自动传输

市场透明度是制定有效的市场策略及分销

商支持策略的必要条件之一。传统的模式

是分销商手工上报销售数据及库存数据，

通过 EDI 市场信息自动传输功能， 可以实

现分销商台销售数量及库存数量的自动数

据传输，达到提高市场透明度的目标。

第二部分 : 西门子 DF&PD 分销商定制版 

ERP

西门子分销商定制版 ERP 主要是针对西门

子 DF&PD 分销商的业务管理及公司管理特

点及共性需求在金蝶的标准 ERP 基础上定

制开发的 ERP 系统。此定制版 ERP 具备标

准版 ERP核心功能如 : 采购管理、销售管理、

仓存管理、成本核算、财务账簿、财务报表、

应收款管理、应付款管理等，同时定制增

加了以下特别功能：

1. 清晰掌握库存，减少资金占压

本定制版功能可以通过库存占用报表来分

析及时了解现有库存到底是为哪个客户预

留了，各个客户对于资金占用的金额是多

少。对于长期占压的库存，可以通过库龄

分析报表来识别呆滞物料及库存。利用这

些有效的数据就可以减少呆滞库存的产生，

提醒逐步消耗呆滞库存。

2. 信用控制，客户欠款总量控制

企业通过 ERP 软件可以在销售出库单保存

时检查信用额度，对于超额的给出提示或

者需要密码才能放行，甚至取消业务。对

于已经发生的应收款，则通过账龄分析表

进行分析，通过应收款预警功能发送信息、

邮件进行提醒，以便及时采取风险规避措

施并督促业务员尽早回款。

3. 未来资金预测

定制版功能的资金计划报表利用应收款、

应付款及客户信誉度数据来计算未来某段

时间，甚至是某一天的资金状况 , 以达到合

理有效地支配资金。

4. 系统延伸，业务快速响应

西门子分销商定制版 ERP 可以通过 ERP 的

微商城，把系统终端延伸到客户的电脑桌

面上，延伸到客户的手机上、移动设备上。

客户可以在客户端下订单、查库存、核对

往来账款。以此实现分销商与客户之间的

供应链对接，大幅提高分销商客户管理效

率，提高客户满意度。

5. 自动锁库，到货时自动为客户订单锁定

6. 合同全程跟踪

西门子定制版可通过一个销售合同全程跟

踪报表来综合展现合同各阶段的情况。并

及时了解工程合同项目费用及利润情况。

西门子分销商 PM_EDI 项目是 14 财年启动的战略项目，旨在提升市场透明度，提高

供应链协同效率和增强分销商综合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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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截至 1415 财年成功实施 EDI 分销商

区域 分销商

华中区
武汉海晨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凯德自控设备长沙有限公司

华东区

南京朗驰集团机电有限公司

苏州西电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商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华展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宁波万邦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拓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海格曼商贸 ( 上海 ) 有限公司

北方区

北京天拓四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四通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众恒恒信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进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后起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鲁控自动化有限公司

环宇集团山东机电工贸有限公司

青岛环海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东北区

哈尔滨宇龙自动化有限公司

沈阳蓝泰科瑞自动控制有限公司

大连中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华南区

深圳市深时机电有限公司

东莞市粤元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正一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华拓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盈科悦科技有限公司

西区

西安正和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成都科亿达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翼鲲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新宏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西威特系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电子所

7. 库存情况显示

在制作销售订单（即：合同）时，在界面

上显示现有库存、已锁库数量、可用数量

的信息，方便商务人员准确判断货期等 

信息。

8. 集成开单平台

集成开单平台在制作销售订单（即合同）

时在同一界面同时可编制出库、发票、

收款、退款、等业务大大提高了员工工

作效率及准确性，同时可作为报表进行

查看分析；简单易用。

9. 个性化集成开发平台

金蝶个性化集成开发平台提供可视化技

术无关的集成开发环境，无须开发人员

只需要企业内部员工通过鼠标点击及拖

拉的方式创建新单据新系统，无须编写

程序代码，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随需

应变，从而为企业达到了一个低成本高

效率的开发平台。

我们期望在未来的业务发展中，通过

PM_EDI 能不断提升供应链协作综合竞争

力，助力西门子与分销商共同的可持续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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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了解西门子分销商纪律监察 DDO

 

市场纪律 

分销商纪律监察部 

市场纪律 

DDO职责 DDO执行对象  

规范分销商的市场行为 
 
执行分销商分销协议---市场纪律 
 
协助相关部门规范内部流程 

 

DDO执行依据  

各分销商与西门子签署的分销商协议 
 
公司现有的标准流程 

 

对外：西门子授权的分销商 
 
对内：相关部门和员工 

虚假特价：对于分销商就某客户或者某项目申请的享有特殊折让的产品，分销商未按照申请特殊折让的条件将该产

品销售至该客户或项目； 

假货销售：分销商销售包括但不限于侵犯西门子商标、专利、专有技术或其他知识产权的产品； 

灰色渠道：如果分销商从西门子在中国大陆的正常供货渠道之外采购合同产品； 

跨区销售：如果分销商将合同产品直接销售到授权区域之外 

 

 

DDO工作流程 

BU处核查SPR详情 分销商处SPR与 
实际情况的一致性 得出结论 

将样机交 
BU处检测 

DDO接到投诉 

（提供样机） 

投诉方及相关分销

商提供支持文件 

•得出结论 
•假货信息交由CT 
IP部门追溯来源 

核实是否授权 
及在POS报备 

DDO接到投诉 分销商提供 
支持文件 得出结论 

假货及灰色渠道 

虚假特价 

跨区销售 

DDO 接到投诉 

 

DDO FY1415 投诉情况概览 

23 

7 
6 

2 

8 

总数 和解 无效投诉 无违规 按MBP执行 

14 

4 
3 

跨区销售 

假货 

滥用特价 

未提供任何有效信息 

FY1415 DDO接到的所有投诉的处理情况 有效投诉中各类型投诉占比情况 

FY1415 伊始，DDO 尝试优化现有的

工作流程。我们与法律部同事一起拜

访分销商伙伴，参考听取对方立场的

想法。分销商伙伴们不仅与我们分享

了很多实际销售时可能发生的复杂情

况，也提出对 DDO 工作流程的宝贵

建议。

而在此财年中，DDO 接到二十一起有

效投诉。其中跨区销售 14 例，虚假

特价 3 例，假货销售 4 例。对于涉及

假货销售的三家分销商以及一家系统

集成商，经管理层决定，我们坚决与

他们终止一切的业务合作。由此可以

看出，西门子对于假货是绝对零容忍。

请各位分销商伙伴警惕市场上出现的

假货，如有发现，请及时在投诉平台

上提供有效信息。

在新的财年中，我们会总结过去的经

验，并继续完善现有的工作流程。在

未来的工作中，希望各位分销商伙伴

积极配合 DDO 的工作，以《分销协议》

为准则，与我们一起为维护好我们的

市场环境而努力。



如有变动，恕不事先通知

订货号： E20001-A0507-C1000-X-5D00 

本手册中提供的信息只是对产品的一般说明和特性介绍。文中内容可能

与实际应用的情况有所出入，并且可能会随着产品的进一步开发而发生

变化。仅当相关合同条款中有明确规定时，西门子方有责任提供文中所

述的产品特性。

手册中涉及的所有名称可能是西门子公司或其供应商的商标或产品名

称，如果第三方擅自使用，可能会侵犯所有者的权利。

西门子数字化工厂集团

及过程工业与驱动集团

扫描关注

西门子中国

官方微信

北方区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7号

电话：400 616 2020

包头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区钢铁大街74号

财富中心1905室

电话：(0472) 520 8828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舜耕路28号

舜耕山庄商务会所5层

电话：(0531) 8266 6088

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中路76号

颐中假日酒店4楼

电话：(0532) 8573 5888

烟台

山东省烟台市南大街9号

金都大厦16层1606室

电话：(0535) 212 1880

淄博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中心路177号

淄博饭店7层

电话：(0533) 218 7877

潍坊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四平路31号

鸢飞大酒店1507房间

电话：(0536) 822 1866

济宁

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火炬路19号

香港大厦361房间

电话：(0537) 239 6000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9号

津汇广场写字楼1401室

电话：(022) 8319 1666

唐山

河北省唐山市建设北路99号

火炬大厦1308室

电话：(0315) 317 9450/51

石家庄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东路303号

世贸广场酒店1309号

电话：(0311) 8669 5100

太原

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69号

国际贸易中心西塔16层1609B-1610室

电话：(0351) 868 9048

呼和浩特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西路

内蒙古饭店10层1022室

电话：(0471) 620 4133

东北区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59号

财富大厦E座12-14层

电话：(024) 8251 8111

大连

辽宁省大连市高新园区

七贤岭广贤路117号

电话：(0411) 8369 9760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亚泰大街3218号

通钢国际大厦22层

电话：(0431) 8898 1100

哈尔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15号

奥威斯发展大厦30层A座

电话：(0451) 5300 9933

华西区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拓新东街81号

天府软件园C6栋1/2楼

电话：(028) 6238 7888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

大都会商厦18层1807-1811

电话：(023) 6382 8919

贵阳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后街

彭家湾E7栋（国际金融街1号）

14楼01&02室

电话：(0851) 8551 0310

昆明

云南昆明市北京路155号

红塔大厦1204室

电话：(0871) 6315 8080

西安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11号

西安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基地一区D座3层

电话：(029) 8831 9898

乌鲁木齐

新疆乌鲁木齐市五一路160号

新疆鸿福大饭店贵宾楼918室

电话：(0991) 582 1122

银川

银川市北京东路123号

太阳神大酒店A区1507房间

电话：(0951) 786 9866

兰州

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589号

锦江阳光酒店2206室

电话：(0931) 888 5151

华东区

上海

上海杨浦区大连路500号

西门子上海中心

电话：400 616 2020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杭大路15号

嘉华国际商务中心1505室

电话：(0571) 8765 2999

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沧海路1926号

上东国际2号楼2511室

电话：(0574) 8785 5377

绍兴

浙江省绍兴市解放北路

玛格丽特商业中心西区2幢

玛格丽特酒店10层1020室

电话：(0575) 8820 1306

温州

浙江省温州市车站大道

高联大厦9层B1室

电话：(0577) 8606 7091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路228号

地铁大厦17层

电话：(025) 8456 0550

扬州

江苏省扬州市文昌西路56号

公元国际大厦809室

电话：(0514) 8789 4566

扬中

江苏省扬中市前进北路52号

扬中宾馆明珠楼318室

电话：(0511) 8832 7566

徐州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中山北路29号

国贸大厦7A7室

电话：(0516) 8370 8388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新加坡工业园苏华路2号

国际大厦11层17-19单元

电话：(0512) 6288 8191

无锡

江苏省无锡市县前东街1号

金陵大饭店2401-2402室

电话：(0510) 8273 6868

南通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桃园路8号

中南世纪城17栋1104室

电话：(0513) 8102 9880

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关河东路38号

九洲寰宇大厦911室

电话：(0519) 8989 5801

盐城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

华邦国际东厦A区2008室

电话：(0515) 8836 2680

昆山

江苏省昆山市伟业路18号

昆山现代广场A 座1019室

电话：(0512) 55118321

华南区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路208号

天河城侧粤海天河城大厦8-10层

电话：(020) 3718 2222

佛山

广东省佛山市汾江中路121号

东建大厦19楼K单元

电话：(0757) 8232 6710

珠海

广东省珠海市景山路193号

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229房间

电话：(0756) 337 0869

南宁

广西省南宁市金湖路63号

金源现代城9层935室

电话：(0771) 552 0700

深圳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

汉唐大厦9楼

电话：(0755) 2693 5188

东莞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宏远路1号

宏远大厦1510室

电话：(0769) 2240 9881

汕头

广东省汕头市金砂路96号

金海湾大酒店19楼1920室

电话：(0754) 8848 1196

海口

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69号

宝华海景大酒店803房

电话：(0898) 6678 8038

福州

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89号

置地广场11层04，05单元

电话：(0591) 8750 0888

厦门

福建省厦门市厦禾路189号

银行中心21层2111-2112室

电话：(0592) 268 5508

华中区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99号

武汉保利大厦21楼2102室

电话：(027) 8548 6688

合肥

安徽省合肥市濉溪路278号

财富广场首座27层2701-2702室

电话：(0551) 6568 1299

宜昌

湖北省宜昌市东山大道95号

清江大厦2011室

电话：(0717) 631 9033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大道456号

亚大时代写字楼2101,2101-2室

电话：(0731) 8446 7770

南昌

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88号

江信国际大厦14楼1403/1405室

电话：(0791) 8630 4866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中原中路220号

裕达国贸中心写字楼2506房间

电话：(0371) 6771 9110

洛阳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6号

友谊宾馆516室

电话：(0379) 6468 3519

技术培训

北京：(010) 6476 8958

上海：(021) 6281 5933-305/307/308

广州：(020) 3810 2015

武汉：(027) 8548 6688-6400

沈阳：(024) 2294 9880/8251 8219

重庆：(023) 6382 8919-3002

技术支持与服务热线

电话：400 810 4288

(010) 6471 9990

E-mail: 4008104288.cn@siemens.com

Web: www. 4008104288.com.cn

亚太技术支持（英文服务）

及软件授权维修热线

电话：(010) 6475 7575

传真：(010) 6474 7474

Email: support.asia.automation@siemens.com

公司热线

北京：400 616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