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澳-丹佛斯-大金 电控产品及应用概述

生产效率高 性能卓越



广受好评 美国获奖产品 
2005年ASABE上获得AE50大奖

2009年设计新闻奖上获得2009创新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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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强大

灵活

可靠

高性价比

可扩展

便于开发
提供软件培训和技术支持

12针输入输出模块
■ 可扩展的网络体系
■ 高性价比的控制解决方案

24针微控制器
■ 灵活的安装方式
■ 可靠的设计

50针微控制器
■ 基于强大的DSP
■ 灵活的输入输出回路

为您的行走机械的定制控制系统

The PLUS+1™ Control Platform

微控制器和输入输出模块
■ 随意组合满足设备要求
■ 叠加安装减少空间

操纵手柄
■ 用户自行开发
   显示界面解决方案
■ 可配多种把手
   多种输出可供选择

DP600图形终端
用户自定义显示内容
无论白天晚上均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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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针微控制器
■ 灵活的安装方式
■ 可靠的设计

萨澳-丹佛斯-大金是为公路和非公路
行走设备生产商提供高品质的电子集
成系统产品的复合型供应商。

我们在行走机械行业的复杂电子设备
的设计上有着长期的经验，确保了我
们的产品拥有很长的使用寿命和极低
的维护成本。我们的电子控制产品的
显著优点配合萨澳-丹佛斯-大金公司
的液压产品大大提高了设备的生产效
率和可靠性。

标准微控制器和车辆控制网络
我们的标准控制家族产品为您的机器
控制提供了范围广泛的解决方案。最
新型的PLUS+1™微控制器为您提供了
更为灵活的解决方案，可以用它实现
从局部控制到完整的机器管理系统。
该产品采用了功能强大的DSP处理内
核，因而确保能满足您严格的控制需
求。

用户特制电子产品
除了提供标准的电子产品以外，我们
还可以专门为特定的用户的不同产品
和应用设计，开发和制造高性价比的，
特制的电子产品，来满足客户的各种
需要，并可以提供设计、生产、以及应
用软件开发服务。

应用软件和维护工具
高效的应用软件已经成为决定机器性
能的关键。萨澳-丹佛斯-大金可以为
您提供各种应用软件。我们还可以为
您提供通用解决方案及用户特制的整
机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功能强大的PLUS+1 GUIDE 
(图形化用户集成开发环境)以及
PLUS+1兼容，使您能够轻松地开发自
己的应用软件程序软件。用户可使用
我们所提供的丰富的通用功能库来开
发应用程序。

位置控制及传感器
萨澳-丹佛斯-大金提供速度、温度和
压力传感器，用于测量和监控机器的各
项参数。

我们还可以为您提供基于机械、超声波
和激光的位置控制系统。各种即插即用
的部件可用于自动位置控制系统。

• 系统VI控制盒
• 超声波跟踪器:高程传感器
• 料位仪:料位传感器
• 系统VI:横坡传感器
• 线性传感器:拉绳传感器

人机操纵接口产品
我们提供丰富的人机操纵接口产品，
包括操纵手柄和图形终端，这些可以
为机器提供精确的控制并能为操作者
提供复杂的信息。这类产品除了有标
准规格外，我们同样可以和用户合作
开发特制的操纵和显示产品。

电控产品概述
操纵手柄
■ 用户自行开发
   显示界面解决方案
■ 可配多种把手
   多种输出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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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1的优势：
将更好的机器更快地推向市场

使用PLUS+1平台，您可以从萨澳-丹佛斯的软件控制元件

库中快速构建定制的应用程序，并减少程序编写的成本

和开发时间。

PLUS+1的硬件和软件的模块化设计允许开发人员有效地

构建一个满足机器控制要求的解决方案。开发人员可以

利用这种灵活性来增加价值和机器的不同特性以应对设

计挑战。

每一年，每一天主机厂设计环境持续变得更具挑战性。

车辆设计团队被要求能使用更少的资源完成更多的任

务，同时满足更严格的废气排放标准和安全法规的要

求。

萨澳-丹佛斯拥有一个强大可靠的解决方案应对当今的挑

战： PLUS+1TM，一个适用于机器控制解决方案的完整的

开发环境。使用PLUS+1技术，不断增加的PLUS+1兼容产

品组合，和软件平台PLUS+1 GUIDE，我们的客户能够快

速地开发和定制电液控制系统。PLUS+1为设计工程师们

提供更多自由，同时减少编码时间和测试。

PLUS+1TM控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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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行走机械控制技术进入新水平

45年的经验供您使用
PLUS+1控制平台不仅仅提供当今行走机械控制的尖端技

术，同时提供了积淀数十年的车辆应用经验。我们引以

为豪的历史牢牢地植根于液压学和流体动力中，也植根

于电子学，转向元件和多路阀中巨大并不断发展的技术

秘诀中。萨澳-丹佛斯将这些技术知识引进PLUS+1。

主机厂可以使用这个世界级的核心和技术知识作为他们

下一代非公路移动车辆的基础。甚至，使用者可以发挥

他们自己的创造力在这个基础上扩展以适用于各种独特

的车辆系统。

在萨澳-丹佛斯，我们整个团队支持您的机器：从软件工

程师到系统专家和车辆应用专家。

我们力争深入了解系统功能，应用要求和世界各地的市

场需求。我们希望了解您的机械需求，并比其他任何人

都更好地服务您。

机器控制设计领域最强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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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1TM  微控制器家族

萨澳-丹佛斯的PLUS+1微控制器产品组合是任一PLUS+1系统的“中央司令部”，具有

很强的鲁棒性和灵活性。我们的微控制器可提供许多软件可配置的硬件功能，可

轻松满足您的应用的输入输出需求。一些模块甚至包含大输出电流功能以供给其

他电气系统元件，如照明设备，小型直流电动机和大电流线圈。

我们强大的微控制器也同样适用于将智能引入分布式控制系统的每个节点，或作

为一个独立的控制解决方案适用于较小范围的应用场合。由于其可靠的设计，它们

能够承受您的车辆可能遭遇的最恶劣工况。PLUS+1控制器结合了最先进的电子技

术和可靠封装以确保您的解决方案发挥最高的性能和可靠性。

 . 高速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or,数字信号处理器)技术， 可处理最复杂的

应用。

 . 可堆叠微控制器，可实现高安装灵活性。

 . 基于CAN总线通讯，可实现最先进控制性能。

 . 8个I/O配置(14个内置I/O模块)，可满足多个控制选择——几乎是每一功能

的构建基础

更多在线信息

想要了解诸如元件、许可证、
下载、支持、在线培训和PLUS+1
技术支持等更多PLUS+1 特性吗？
请访问萨澳-丹佛斯PLUS1网站

www.sauer-danfoss.com/PLUS1 

特性与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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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棒性，智能化，可完全定制

产品族 额定电流

输入* 输出* 可选功能

定时 数字量 模拟量 电阻器
PWM

(最大3A)
PVG

数字量

 (最大3A)
应用码 其他

MC012-01x  8A 3  3  4 - 2 2 2 是 高温

MC024-01x  8A 5 11  8 2 3 3 3 是 + 存储

MC024-02x  24A 5 7  6 - 8 8 8 是 + 存储

MC038-01x  70A 3 14 13 - 8** - 13** 是 -
MC050-01x  40A 6 12 12 4 6 6 12 是 + 存储

MC050-02x  40A 6 20 14 2 6 6 14 是 + 存储

MC050-05x  8A 4 33 36 - 2 2 3 是 ISOBUS
MC088-01x 100A 6 32 24 8 32** 10 10 是 -

PLUS+1 输入/输出(I/O)模块

我们的I/O模块旨在用于扩展PLUS+1微控制器的功能，可通过配置这些I/O模块以精确

匹配您的输入输出需求，而且这些I/O模块可用于任一控制功能。这些可堆叠微控制器

的添加件可平稳有效地集成新控制功能。

产品族 额定电流

输入* 输出*

定时 数字量 模拟量 电阻器
PWM

(最大3A)
PVG

数字量

 (最大3A)
IX012-010 - 3 3 6 2 - - -
OX012-010 16A - - - - 6 6 6
IOX012-010 8A 3 3 4 - 2 2 2
IX024-010 - 7 13 12 4 - - -
OX024-010 32A - - - - 10 10 16
IOX024-20 24A 5 7 6 - 8 8 -

*   通过多功能针脚配置实现数量最大化

** 可获得大电流输出

* 通过多功能针脚配置实现数量最大化

PLUS+1™ 微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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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1TM安全控制器

安全控制器(SC)是行走机械管理产品家族中的先进一员，属于通用型控制器。SC的

设计充分考虑了复杂机器控制策略所需的特征。SC同样适用于安全相关应用或一

般机器控制应用。

PLUS+1安全控制器SC包含两个微处理器，主处理器和辅助处理器。这两个处理器

之间进行异步通信。其中辅助微处理器可访问所有控制器输入，并监督控制所有

输出。设备输出也可由辅助控制器单独控制。

特征 优点

输入兼容性增强

    AIN–模拟量，

  所有输入接口 4-20 ma

更多辅助设备支持

硬件灵活性，节约成本

可调稳压传感器电源

    3–12 Vdc
更多辅助设备支持

硬件灵活性，节约成本

独立PWM输出控制 优化性能

硬件灵活性，节约成本

电源操作范围扩展 通过发动机曲轴和/或“低电池诊断”来操作

环境兼容性增强

    EMI / RFI
    温度提升至850C

满足更大范围的顾客要求

双模式LED 更少的故障排除，更少的停机时间

双微处理器 与 ISO 13849 PL-d 兼容

支持未经验证的非安全更改

软件内存更大 支持更复杂和更大的软件程序

兼容引脚 充分利用新特征/功能，成本最小化

授权工具链 PLUS+1 兼容，

GUIDE 实现极点定位

•  PLUS+1 SC024-010安全控制器与

 PLUS+1 MC024-010微控制器针脚兼容

•  PLUS+1 SC024-020安全控制器与

 PLUS+1 MC024-020微控制器针脚兼容

•  PLUS+1 SC050-020安全控制器与

 PLUS+1 MC050-020微控制器针脚兼容

8



安全功能

PLUS+1安全控制器可实现各种控制功能。如果这些控制功能对安全性要求相当苛

刻，那么可通过配置辅助控制器以监视传感器输入，执行诊断，并在安全运行参数

受到扰动时将机器带回到安全状态，从而获得附加的安全可靠性。推荐配置是使

用辅助处理器来监视控制功能。

根据条例IEC 61508，

安全控制器被归为B类。

硬件容错(HFT)是系统结构的一个

功能，根据应用的不同而不同。

PLUS+1 SC 硬件

主

微处理器

辅助

微处理器

C2 C1

机器

安全应用 非安全应用

・实现安全功能风险评估PL-d
 – PLUS+1 SC在一个硬件上使用2个独立的操作系统

・安全层
 –第一次将安全层运用到PLUS+1 SC 硬件
 –执行内部监督，以确保PLUS+1 SC 的每个操作系统正常运行

・机器接口(应用软件)
 –两个微处理器都可使用所有的I/O端接口
 –对一个微处理器的修改不会影响到另一个微处理器，因此验证成 
 　本与改变有关
 –PLUS+1 SC硬件以外的机器故障必须由应用软件管理

安全层不会对从PLUS+1 SC硬件外部获得的输入/输出信号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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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柄电控手柄

JS7000

・完全自主的全新设计,多样灵

活的选项

・基于建筑机械应用领域知识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把手

 –直型 (竖直的) 把手配置

  –T 型(水平的)把手配置

・性能在同类产品中最佳

 –坚固　
	 –耐用

 –灵活　
 –可控

・防护等级IP67
・模块化的结构设计

・设计满足功能安全 (SIL 2)

“为最严酷以及高重载荷强度操作的
      行走机械的工作环境而设计”

特征 优点

>1500万次循环寿命

  - 青铜轴承                          
  - 高强度材料     
  - 先进的防护罩设计    
现场可维修

降低用户在车辆的生命周期内的成本

更长的车辆正常工作时间

(提高生产率)

优化设计的轴环和轴环座接触
平顺，精确的控制

在手柄使用寿命内保持一致性能

专利-把手设计

  - 符合人体工程学

  - 美学

减轻操纵者的疲劳

更高的车辆工作效率

一流的车辆驾驶室环境

双万向节运动

     X, Y 轴可独立配置

量身定做的手感和功能在同类中最佳

提高操纵者、车辆的工作效率

满足功能安全的设计

  - 霍尔传感器信号冗余(每个轴)
  - CAN + 模拟冗余输出

在满足车辆安全功能SIL 2 的条件下，

使OEM更快的进入市场

模块化设计

诸多选项

量身定做的，独特的手感

减少OEM 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

减少开发成本

萨澳-丹佛斯 加速耐久周期(多轴寿命测试)

2,500,000

2,000,000

1,500,000

1,000,000
  

  500,000
       

       0

JS7000         A           B            C            D           E

2011年8月的测试结果

(JS7000仍在正常工作)

167,000
400,000

862,000

1,280,000

1,920,000

2,3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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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1000JS6000

机械选项
・单轴或双轴

・弹簧回位, 2种弹簧回复力选项

・操作寿命>
      每个轴向1000万次操作周期

・防护等级IP 67, PRO型把手 IP40
・轴的行程

 –轴±18°
 –斜角±24.7°
・多把手选项:
 –球型把手

 –翘板电位计

 –香蕉型电位计

 –PRO型

・EMI/RFI 保护100 V/m

电气输出选项
・3个电气接口:
 –CAN 2.0B, SAE J1939 报文协议, 
  9-32 V 供电电压

 –CANopen 2.0B,报文协议, 
  9-32 V 供电电压

 –0.5 到 4.5 Vdc 输出,供电电压

  为5 Vdc
・EMI/RFI 保护100 V/m
・翘板开关为霍尔传感比例输出

・电气接插件, 6针 Deutsch

机械选项
・单轴或双轴

・弹簧回位, 2种弹簧回复力选项

・单轴摩擦保持, 3种摩擦力选项

・微动开关的输出选项,输出2-3 amp
・防护等级IP 65-67, 取决于把手

电气输出选项
・冗余霍尔传感器或电位计

・模拟 0.5Vdc 到 4.5Vdc 
 (5.0 Vdc 供电电压)
 –16, 12, 和 6针 Amp 接插件IP 40
・模拟电位计 (<36 Vdc供电电压):
 –供电电压的10% 到 90%
 –供电电压的25% 到 75% (PVE 控制)
 –如果是直接控制PVE , 注意警报信号

・CAN J1939协议选项

・CAN+  2.0B, 0.5Vdc 到 4.5Vdc 
 (5.0 Vdc供电电压)
・PWM

萨澳-丹佛斯 加速耐久周期(多轴寿命测试)

机械选项
・单轴

・弹簧回位

・>500万次操作周期

・防护等级IP66

电气输出选项
・电位计(<36 Vdc 供电电压)
 –供电电压的10% 到 90%
 –供电电压的25% 到 75% (PVE 控制)
・方向信号输出

机械选项
・单轴或双轴

 –3个轴选项的旋转轴把手

・弹簧回位

・1500万次操作周期

・防护等级IP 65

电气输出选项
・霍尔传感器(5Vdc 供电电压)
 –XY轴, 0.5 到 4.5 Vdc
 –XYZ轴, 1.1 到 3.0 Vdc
・方向信号输出

JS120

J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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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选项
・单轴或双轴

・弹簧回位

・把手选项, 防护等级

 –左或右把手

 –平的或带下压按键,IP65
 –比例滚轮, IP40
 –开-关-开翘板, IP42

电气输出选项
・比例电位计, 10-30 Vdc 供电电压

  –轴上, 供电电压的25% 到 75%
 –比例滚轮, 供电电压的25% to 75%
・CANopen 2.0B 报文选项

机械选项
・单轴

・弹簧回位

・摩擦保持, 可调

・中位锁定

・IP 65
・三种不同的安装选项

电气输出选项
・比例电位计 (12或24 Vdc 供电电压）

 –5 Vdc 供电电压的 0.5% 到 4.5%
 –25% 到75%的供电电压

・基本配置的微开关, 最大3 amp

MCH

Prof1

PVRET

机械选项
・单轴

・弹簧回位

・中位锁定

・防护等级IP 67

电气输出选项
・比例电位计(11-30 Vdc供电电压)
 –25% 到75%的供电电压

・按钮开关输出选项

 –12 Vdc 时,最大2 amp 
・中位开关

PVREL
机械选项
・单轴或双轴               
・弹簧回位

・中位锁定

・防护等级IP 43

电气输出选项
・比例电位计(11-30 Vdc 供电电压)
 –25% 到75% 的供电电压
 (直接驱动PVE)
・按钮开关输出选项

 –12 Vdc 时,最大2 amp
・每个电压输出方向都有电压限制
 调节电位计

・中位开关

PV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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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脚踏板用于驱动配有液压传动系统

和/或电控发动机的车辆。它根据踏板动

作的幅度按比例产生电信号。

单向型
・电位计传感器

・平缓地控制加速和减速

・电位计安装位置使安装空间 

 需求最小化，同时减少对灰 

 尘、水和外界污染物等的敏 

 感性

・3针Packard Electric Weather  
 Pack™ 兼容的接插件

双向型
・霍尔效应传感器
・14±2° 角度旋转，向前和向后
・与FMVSS 124 and 302 兼容
・双比率计自动保护开关(APS) 输出
 –该特征提供了冗余。
・直接安装于传感器上的
 6针 Packard Electric Metri-Pack™ 150 S
 系列接插件
・两个3 针Packard Electric Weather Pack   
 兼容接插件                                                                                                                                                 
 

液晶显示器

萨澳-丹佛斯的PLUS+1兼容显示器具

备高质量，高性价比，可以满足当今

行走机械的各种需要。 

・	自动背光调节

・	DP200, DP250

・	DP570

・	DP600

・	DP700

・	视频输入

电子脚踏板

・ 高分辨率彩色TFT显示器(240x320像素，15位颜色)，在多种光照    

 条件下都可视。背光和对比度设置均可编程。

・	包括输入选项、双CAN端口选项和USB选项。

・	分辨率高、彩显和单色显示器可选，性价比高；

 不同的屏幕尺寸具有相同的外部尺寸

  –256色彩屏400x240像素

  –单色LCD320x240像素

・	该设备拥有两个外部视屏输入口，可以提供良好的视觉画面，

 从而保证行走装置的操作安全

DP200/250

DP570

DP600

・	分辨率高、性价比高；

  –5.7寸

  –256色640x480VGA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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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控制及传感器

系统VI调平系统

摊铺机 System V/VI 调平系统的显著特点
•  具有很强的通过能力。与机械式滑靴相比，超声波平衡梁消 

 除了因滑靴与路面发生粘滞造成的摊铺层不平滑。

•  对摊铺物料的超强控制。让您的工作告别不愉快的意外，

 保证实际摊铺使用的沥青物料符合原有的预算。

超声波纵坡传感器

MCX103 角度传感器

横坡传感器

MCX104 坡度传感器度

超声波料位传感器

拉线传感器

• 宽大带背光的液晶显示屏
• 明亮的发光二级管持续显示高度信息
• 简单的操作按钮和坡度旋钮
• 通过设置可适应各种摊铺工作
• 可通过个人电脑或笔记本电脑升级

•  大大提高生产效率。System V/VI 的自动控制意味着您可 

 以轻松的进行摊铺作业。使你的摊铺作业的开始和结束的准 

 备时间大大缩短，能够保证作业速度达到最大。

•  萨澳 - 丹佛斯的摊铺机 System V/VI 控制器兼容各大摊铺机

 生产商的绝大多数型号的产品。

• 两种工作温度范围:
 –标准: 50° C to 125° C
 –扩展: -40° C to 125° C
• 标准: 输出电阻与温度反比
• 扩展: 输出电阻与温度正比
• 传感器设计可有效防污染
• IP 67 防护等级

PLUS+1™ 兼容传感器

标准/扩展型液体和
气体温度传感器

MBS1250
重载压力传感器

MBS2250
重载压力传感器

• SAE	或 DIN压力连接
• 过载压力6到20倍于量程
• 可在恶劣工况下使用：
 –IP 67 防护等级	
• 温度补偿、线性化和激光校准
• 输出:
10%到90%的供电电压

• 6个压力范围可选
• SAE 4, SAE 6, 和G1/4压力连接。
• 过载压力可以到测量范围的3倍
• 耐久性：>1000万次周期
• 可在恶劣工况下使用：
 –IP 67 防护等级	
• 温度补偿
• 输出:10%到90%的供电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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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应用模块 功能

6 车辆解决方案 为CAN总线网络多功能子系统提供定制的，可马上执行的解

决方案。

5 子系统应用 在核心应用模块上扩展以提供完全“准备就绪”的解决方案。

4 应用模块 为驱动、转向和作业功能的控制提供核心逻辑。

3 兼容模块 减轻集成输入和输出设备的工作，这些设备有泵，马达和阀的

传感器，手柄和控制器等

2 功能模块 执行更高级别的任务，如滤波和软斜坡等。

1 元件 为CAN报文，数组和数学逻辑功能提供基础模块。

特征 优点

完整的用户可编程的子系统应用 范例应用经过完全的使用测试，有利于加

快开发速度

包含大量的萨澳-丹佛斯的应用专家技术 降低开发风险

示例可不加修改就直接用于PLUS+1控
制器上

如果车辆配置和所提供的示例相同，则可

直接使用此示例

通过PLUS+1 服务诊断工具可配置应用

程序软件

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更容易进行服务和故障检查

I/O定义，输入处理，故障处理，标定和

诊断模块均为用户可编程

可很容易进行客户化定制以满足特定车辆

的需求

6.  车辆解决方案

开发复杂度

5.  子系统应用

4.  应用模块

3.  兼容模块

2.  功能模块

1.  元件

高

高

低

低

复
杂
程
度

现已发行的子系统

基于PLUS+1的软件体系结构

电控子系统及应用

1. 风扇驱动
为车辆的热交换器提供精确的，已调制的冷却流，比简

单的直接驱动系统更有效率。很容易通过设置界面来对

风扇驱动硬件系统和温度信号在一个很宽的范围内进行

设定。

2. 通用双边驱动系统
通用双边驱动系统用于控制具有左右侧各自独立的泵/马
达静液压驱动行走系统的移动车辆。机器的转向由左右

两侧的差动速度驱动指令实现。该子系统可实现更加平

滑的速度和转向控制，提高燃油效率。

3. NFPE驱动系统
 (Non Feedback Proportional Electric)
实现无反馈电比例控制。实现与公路车辆类似的行走驱

动特性。单泵单马达闭式驱动。发动机转速相关自动无

级调速。

4. 防打滑
系统主要输入包括多个马达的转速传感器值，各个轮子

转角值（不同的转向机构需要的转角传感器数量有所

不同）。系统输出量包括各个马达的排量控制信号。系

统通过各个轮子的不同转向半径来计算各个马达相对速

度，当马达的实际反馈速度与相对速度比值超过一定百

分比时，系统会改变马达排量设定值来矫正。

5. 防熄火(极限载荷)

防熄火插件监测引擎转速，并通过调节驱动指令来恢复

引擎转速，从而减少了在机器负载变化情况下频繁的手

动调整驱动指令。

6. 电控搅拌车
精确的转鼓速度控制(±1RPM)，并可实现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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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触手可及的可扩展软件解决方案

在行走机械行业中，产品进入市

场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 PLUS+1 
GUIDETM提供一个强大可靠的软件构

架，以快速建立-和定制-完整的电液

子系统和车辆控制解决方案。使用

GUIDE，您可以轻松有效地集成控

制，作业和行走驱动功能，以实现

卓越的行走机械控制性能。

 
GUIDE提供了一个基于图形化的方

法来为PLUS+1设备编程。它的拖放

平台可减少程序编制的成本和开发

时间。GUIDE也包含系统诊断工具，

下载工具和自定义的服务接口。使

用GUIDE，您将有能力创造良好分化

的，定制的解决方案来帮助您将更

好的机器更快地带入市场。

•  图形化开发环境，

 便于轻松理解编码

• 灵活的设计环境

• 简化的编码重用，

 可缩短进入市场的时间

•  快速创建客户解决方案

• 兼容产品的完整集成

• 多年经验支持的应用模块

•  用户友好的基于PC的服务工具 

GUIDE - 图形化用户集成开发环境

机器性能最优化
这是您的选择。使用GUIDE，您可以

选择基于您所期望的功能和开发复杂

度的适当的软件级别。GUIDE是一套

不断扩大的构建模块，允许您从基础

元件到可马上执行的解决方案中随意

选择。所有的这些专业化设计，旨在

帮助您最优化机器性能。

使用GUIDE，控制系统开发人员可以

得到一个预测试软件模块的级别等

级，这些软件模块可以在所有级别

上可靠集成。一旦您选择了一个应用

模块，它可以被快速地编译和下载到

控制器中——如果它非常适合车辆要

求。或者，可以根据具体车辆要求

通过在GUIDE环境中重新编程来量身

定制。

GUIDE 的优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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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触手可及的可扩展软件解决方案 PLUS+1TM兼容带来了这一切

PLUS+1兼容性始终绑定于我们先进的行走机械技术。这样保证了我们所有的电

液产品都能完美集成于使用PLUS+1 GUIDE开发的定制控制系统中。

通过使用我们的PLUS+1 GUIDE编程环境和PLUS+1兼容产品，您能比任何时候

都更快的开发自定义控制系统。我们确保带有PLUS+1兼容性图标的产品与其他

PLUS+1兼容产品和PLUS+1 GUIDE兼容软件模块都经过兼容性测试，保证了最

优化性能

一个全面的PLUS+1产品组合
通过创建一个广泛的PLUS+1兼容产品线，萨澳-丹佛斯为您省去设计过程中更

多猜测工作。兼容产品和GUIDE开发平台在开发过程中被设计工程师们谨记在

心。开发和测试时间缩短了，同时使机器性能最优化。

采用PLUS+1兼容元件，您可以在设计系统检验过程中非常自信-而且可以将您

的机器更快地推进市场

在您所有的系统元件上寻找
兼容图标

更好的机器，

更快地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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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验

挖掘机

压路机伸缩臂叉车

摊铺机 履带式推土机

叉车

滑移装载机

搅拌车 林业机械

高空作业车

轮式装载机

泵车

联合收割机

拖拉机

起重机

两头忙

技术领先，追求卓越
萨澳-丹佛斯提供高质量产品和相关解决方案，专门为您打造满足客户需求的系统。
我们将帮助您最大限度地获取卓越的机器性能——永不止步。

©Blue Graphics Concept by Sauer-Danf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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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of the Sauer-Danfoss Group:

Sauer-Danfoss 
www.sauer-danfoss.com

Sauer-Danfoss-Daikin 
www.sauer-danfoss-daikin.com

Comatrol 
www.comatrol.com

Turolla  
www.turollaocg.com

Schwarzmüller-Inverter 
www.schwarzmueller-inverter.com

Hydro-Gear  
www.hydro-gear.com

Valmova 
www.valmova.com

行走液压领域最强合作伙伴

Your Strongest Partner in Mobile Hydrau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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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联系：

产品系列

• 闭式柱塞泵及马达

•  开式柱塞泵

• 弯轴马达

•  静液传动单元

• 摆线马达

• 液压转向器

• 电液转向器

• 比例阀

•  微控制器及软件

• PLUS+1™ GUIDE

• 电手柄及脚踏板

• 显示器

• 传感器

• 搅拌车驱动系统

Sauer-Danfoss (US) Company

2800 East 13th Street

Ames, IA 50010, USA

Phone: +1 515 239-6000

Fax: +1 515 239 6618

Sauer-Danfoss GmbH & Co. OHG

Postfach 2460, D-24531 Neumünster

Krokamp 35, D-24539 Neumünster, Germany

Phone: +49 4321 871-0

Fax: +49 4321 871 122

Sauer-Danfoss ApS

Nordborgvej 81

DK-6430 Nordborg, Denmark

Phone: +45 7488 4444

Fax: +45 7488 4400

Sauer-Danfoss-Daikin LTD.

Shin-Osaka TERASAKI 3rd Bldg. 6F

1-5-28 Nishimiyahara, Yodogawa-ku

Osaka 532-0004, Japan

Phone: +81 6 6395 6066

Fax: +81 6 6395 8585

www.sauer-danfoss-daikin.com

萨澳－丹佛斯作为一家全球化的制造商和供应商，生产并提供高质量的液压及电子元件。我们为客户提供前沿的技术及解决方案，

尤其专注于工况恶劣的非公路移动设备领域。基于我们丰富成熟的应用经验，我们和客户紧密合作，确保采用我们产品的诸多非公路

车辆具备卓越的性能。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帮助主机厂加速系统的研发、降低成本并使机器能更快地进入市场。

                                                                          萨澳 -丹佛斯，行走液压领域您的最强合作伙伴。

有非公路车辆作业的地方，就有萨澳-丹佛斯。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最佳解决方案以实现最优的机器性能。通过遍布世界的

授权服务网络，针对所有萨澳-丹佛斯-大金的产品，我们为客户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服务。

更多信息，请访问萨澳-丹佛斯-大金网站：

www.sauer-danfoss-daik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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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用户集成开发环境 ) 

萨澳行走液压(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上海 宜山路900号C楼22-23层,邮政编码：200233
电话：+86-21-3418-5200   传真：+86-21-6495-2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