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佛斯PLUS+1控制平台

丹佛斯 PLUS+1工具箱                  
帮您节省编程时间和成本

powersolutions.danfoss.com

获得认可的         
控制系统     
将您的机器更快速推向市场 





使您的机器快速
具备竞争优势 
在当今智能通信时代，人们越来越期待行走机械

具备电子控制功能。提供能够使机械凭借顺畅与

高效性能异军突起的智能、便于操作的技术刻不

容缓。而且您需要能够快速实现。 

OEM 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为机器控制系统推出最新技术时涉及到的风险。  

速度不得以牺牲安全性和可靠性为代价去实现，然而进行彻底的性能检验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要素，那就是时间。此外，还包括对研发资源的

投入。

丹佛斯 PLUS+1 工具箱经过设计，可帮助您加快开发进程，以及将获得认可

的电子连接与控制解决方案快速推向市场，并且不会对质量产生丝毫影响。  

选择 PLUS+1的三个理由

 » 符合要求且品种齐全的组件

 » 经过充分测试并且易于定制的系统开发软件

 » 高效集成机器控制、操作与行走功能

所有这些使得设计新型智能机器的整个过程变得更加简单、             

快速和更具成本竞争力。 

此外，您还可将 PLUS+1 工具箱用于各种行走机械。例如：摊铺机、                                                

压路机、高空作业车、车载起重机、伸缩臂叉车、轮式装载机、                    

微型挖掘机与滑移装载机。



最大限度挖掘    
行走潜能所需的
一切条件
PLUS+1工具箱可释放行走液压设备的所有潜能。 

我们的产品系列中包含扩展式服务，从单一组件到

软件模块直至完全系统集成，所有这些均利用我们

在应用方面具备的专业知识和响应式工程技能建造

而成。 

包括 PLUS+1 GUIDE 软件与 PLUS+1 Compliant 软件在内，它是市场上最齐

全和灵活的电子控制工具箱，可使您快速轻松地满足客户需求：

 » 最佳车辆性能

 » 操作人员舒适感与生产效率

 » 车辆生产效率与运行时间

 » 功能安全性

 » 更简单的机器设计

 » 场地与集群管理 

仅需数周时间便可成为一名 PLUS+1 专家

在OEM看来，PLUS+1易于实施和掌握。 在PLUS+1 GUIDE中，您将会发现我

们的所有组件均配备预先编程且易于实施的软件模块。经过几个星期的培

训，您便可以建造自己的 PLUS+1编程专家团队。我们的PLUS+1培训课程可

使您具备为自己的机器定制创新电子控制系统的能力。

请继续阅读，大体了解关于PLUS+1工具箱提供的组件、软件与系统集成机会。





PLUS+1微控制器– 
成就您可信赖的强有
力控制中心
通过使用丹佛斯 PLUS+1 微控制器，您可对机器液压系统的每个节点或者各种独立功能进行智

能控制。我们广泛的微控制器系列采用一种模块化、可堆叠设计，可满足您对于最高耐用性、

可靠性以及总体灵活性的需求。

PLUS+1微控制器具有许多可由软件配置的硬件功能，因此能够轻松地满足您应用的输入与输出

要求。有些模块甚至包含用于电气系统其他元件（如：照明、小型直流电机、大电流线圈与线

性驱动器）的高输出电流功能。

主要功能与优点

 » 可处理甚至最复杂应用程序的高速32位微控制器

 » 具有较高安装灵活性的可堆叠设计

 » 基于 CAN 的通信方式，用于先进的控制性能

 » 用于多种控制选项的可由软件配置的 I/O 

 
为安全控制树立了新标杆

当建造非公路用的行走机械时，您可对无懈可击的功能安全性感到放心。带有模块化安全内核

的PLUS+1安全控制器曾经荣获多项殊荣，在设计上可帮助您树立新的安全标杆。

使用我们的机载安全性控制器，可更轻松地管理与监视您机器上的安全功能。在很多情况下，

即使发生安全相关故障机器仍然能够持续安全运行。这是因为只有受到影响的微控制器针脚将

会关闭，而其他组件将会继续运行。

双重微处理器具有更强性能、更大内存以及能够更好地对输出进行冗余控制，实现安全功能应用。

产品系列

MC012 

MC024 

MC038 

MC050 

MC088



为需要实现功能安
全的系统节省了多达 

70% 
的编程时间

实现功能安全性的更
快速通道 
PLUS+1 安全控制器是新增至我们通过SIL 2 认证的系列组件与软件中的产品之一。SIL 2认证是对

符合当今功能安全标准的一种保证，可在机器的编程阶段节省大量的时间与人力。

丹佛斯功能安全专家还提供安全性培训与建议，帮助您进行危害与风险分析、设计安全机器和

验证系统，以证明符合欧盟机械指令要求。 



显示屏系列

DP200 / DP211 DP250 DP570 DP600TM / 
DP610TM

DP700 / DP710 / 
DP720

DP730

尺寸与屏幕 3.8” 黑白 LCD 3.5” 彩色 TFT 5.7” 彩色 TFT 6.5” 彩色 TFT 7” 彩色 TFT，
触摸屏，允许

使用手套操作 

(DP720)

7” 彩色 TFT，
只有触摸屏选

项，允许使用

手套操作

IP 等级       

(前部/背部)
IP67 / IP67 IP67 / IP67 IP67 / IP67 IP67 / IP67 IP67 / IP67 IP69K / IP67

操作温度 -40° 至 70°C -30° 至 70°C -20° 至 60°C -30° 至 70°C -30° 至 +60°C -30° 至 +60°C

存储温度 -40° 至 85°C -40° 至 85°C -30° 至 80°C -40° 至 85°C -30° 至 80°C -30° 至 80°C

屏幕界面    

开发工具

PLUS+1 GUIDE 传统屏幕编辑器 (CSE) 
与 EIC(引擎信息中心)工具

PLUS+1 GUIDE 包含两个屏幕编辑器： 
•  基于矢量的屏幕编辑器 (VBSE) 以及由 DP7xx 系列和 DP570 使用的 SVG 格式图库

•  传统屏幕编辑器 (CSE) 以及由 DP2xx 系列和 DP6xx TM 系列使用的位图格式图库

PLUS+1显示屏 – 实时信息尽在掌握

一种可编程显示屏为操作人员提供了全方位

信息，可使操作人员持续监控与诊断关于机

器的所有液压控制详细情况。

丹佛斯已经开发了一系列 PLUS+1 显示屏，

以满足各种需求。选件包括即插即用型设备

到带有外置摄像头的定制化操作界面。

所有这些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提供

集成操作网络，将整个液压系统集成于您的

车辆。 

主要功能与优点

 » 全透的 TFT LCD，在昏暗或强烈太阳光下
仍能清晰显示

 » 达到 IP 67 等级，可确保适合于户外使用

 » 键盘带有自动背光灯，可在光线暗淡和
夜晚使用

 » 一流的屏幕编辑器，并且与 PLUS+1 
GUIDE 应用程序无缝集成

 » 多达两个支持 PAL 与 NTSC 信号的视频
输入

在最恶劣的条件下         
依然完美控制

PLUS+1 DP730 是适用于最恶劣与最极端作

业环境的理想显示屏。防水与防尘前部达到 

IP69K 等级，结实耐用的屏幕经过设计可抵挡

泥、水与操作人员手套的影响。此外，它还

配备一台光学粘合 LCD 屏幕，可提高阳光下

的可视性以及防止模糊不清，是车外应用的

理想之选。



丹佛斯 DP720 & DP730            
坚固型触摸屏显示器

为极端环境而研制

集成式光传感器

LED 灯条

光学粘合LCD

投射电容触摸屏

可进行自动背光灯调节

可配置软件

提高阳光下可见性

防止模糊不清
可抵挡泥、水与手套的影响

三种不同 LCD 选件满足您的

应用需求

高达 

IP69K  
的防护等级可确保您的
显示屏在极端户外条件
下依然正常运行



PLUS+1 Compliant 手柄 – 为您提供
实现舒适性与控制的模块化方式

当操作人员爬入机器驾驶室时，希望能够

以极高的舒适度和精确性进行控制。使用 

PLUS+1 Compliant 手柄后，这一愿望可立刻

变为现实。 

JS1手柄在为您的应用配置适合的手柄方面提

供了无限可能。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可确

保紧握和舒适驾驶。

主要功能与优点

 » 用于智能移动控制的模块化设计。包括
单轴和双轴配置，有多种机械和电气接
口选项可用

 » 多种手柄底座，可根据您的需求进行定
制。选项包括止动器、摩擦锁、冗余输
出、开关功能与霍尔效应和电位计传感
技术

 » 与手柄底座匹配并且可根据需要进行定制
的易用型把手

 

采用模块化设计的新手柄平台

我们的JS1手柄平台为您将产品快速推向市

场提供了新的机会。这一创新系列以适用于

重型机器的JS1-H系列为代表，采用模块化设

计，与以往相比，可更容易地快速和以低成

本开发定制型手柄。

平台提供三种手柄底座，每一种底座包含五

种手柄，并且提供多种用于放置按钮与开关

的选件。经过特殊设计的PLUS+1软件模块可

实现在整个机器控制系统内无缝集成。

JS1-H系列非常适合于用于建筑行业的轮式装

载机、推土机、翻斗车、掘沟车和拖车，以

及用于道路建设的摊铺机、平地机、压路机

和煤矿设备等。

超轻型

灵活性

坚固性

极为出色的性能

轻型 重载液压 重型

JS120 PVRH JS1-H PR7JS1-H PR2 JS1-H ST7 JS1-H ST2 JS1-H HR1JS1000 Pro JS1000 Rocker



适用于重型机器的               
丹佛斯 JS1-H 手柄

多种把手功能

多种把手

多种电气接口 

多种底座操作方式

使用模块化         
JS1-H手柄        
可节省开发时间



假如您能够从机器中采集到关键数据并将其转化

为利润。这是当您选用丹佛斯远程信息处理解决

方案时可得到的结果。它们具有简易的即插即用

功能，可与您的产品系列轻松集成，并可使您提

高效率、延长机器使用寿命、最大限度减少停机

次数和实时了解整个机群情况。 

我们的解决方案将机器集成技术、卫星、手机和 wi-fi 网络连接功能以及可

定制的直观界面相结合，可使机群所有者对于设备的使用方式、时间和地

点一目了然。

无论是对新机器采用丹佛斯远程信息处理解决方案，还是对客户的现有机

器进行改造，您均可在不改变任何一行软件代码的基础上实现。

主要功能与优点

 » 帮助您与机器维护需求保持同步的数据分析

 » 通过远程诊断减少停机时间、人力和出行成本

 » 对每一台机器进行定位与跟踪

 » 自动生成报告，加快机群管理速度

 » 实时监视与优化机器效率

 » 根据使用频率与时长高效分配设备资源

计算您节省的成本

使用丹佛斯远程信息处理解决方案可轻松计算您可节省的成本与获得的

收益。请访问 www.telematicssolutions.danfoss.com 查找价值计算器，      

也可与丹佛斯代表联系了解更多信息。



丹佛斯          
远程信息       
处理解决方案 
– 通过数据的
力量获得利润

全天

24 小时 
不间断跟踪您机群中
的每一台机器



快速
利用直观的拖放组件

与库模块更快速开发       

行走系统与服务工具

简单
利用 PLUS+1 
Compliance 与应用

程序库轻松搭建先    

进系统

开放
利用结构化文本、梯形图、       

功能方块图、C 代码、Simulink®、      

基于 Web 的脚本灵活开发，                           

并使用 PLCOpen XML 公开分享

利用

1个 
简单的平台即可将智
能控件集成至您的行
走机器当中



PLUS+1 GUIDE & Service Tool 
– 实现更智能机器编程的快速
途径

编程或许是为您的机器搭建智能控制系统的最复杂、最耗时的环节。这是我们推出 

PLUS+1 GUIDE & Service Tool 的原因所在。通过使用强大、直观与拖放式 PLUS+1 
GUIDE & Service Tool，您可轻松并且高效地将控制、操作与行走功能集成至智能电

气液压网络中。

通过在 PLUS+1 GUIDE 库中选择经过预先测试软件模块， 

您可打造自己所需的具有不同复杂程度的功能。只需几步即

可创建定制化解决方案，帮助您将更出色的机器更快速推向

市场。 然后，PLUS+1 Service Tool 可使现场技术人员轻松

地更新与保养机器，确保其持续运行。

最有效地利用我们的 PLUS+1 GUIDE 培训机会，然后便可 

快速建立属于自己的编程专家团队。

主要功能与优点

 » 缩短产品上市时间和减少开发成本

 » 经过预先测试的软件模块确保高性能

 » 加快功能安全性验证与认证进程

 

功能强且灵活性高 – 不断进行革新

自从第一版 PLUS+1 GUIDE 推出以来，我们的编程环境不

断进行着改进，通过优化与完善不断满足变化的市场需求。 

如今，我们的最新 PLUS+1 GUIDE & Service Tool 可比以往更

快速开发更先进、更高性能以及更优质的机器。

通过最新特点获得收益：

 » 通过导入使用结构化文本、梯形图、功能方块图与其他
软件开发语言编写的已有程序可节省时间

 » 通过配置设计规则与标准提高系统设计的质量

 » 使用标准 Web 脚本编写工具语言增强服务工具的灵活
性与功能

PLUS+1 GUIDE 

功能强大的系统设计工具适合

于提高您的工程生产效率， 

并可帮助您将高性能的智能 

车辆更快速推向市场。

PLUS+1 Service Tool

便于现场技术人员对机器更新、  

保养与排除故障的全集成和可定制

服务工具应用程序

开放、灵活并且功能   
强大的工具系列 

采用诸如 IEC 61131-3 语言(结构化文

本、梯形图、功能方块图)之类多种软

件语言以及 C 代码的程序。使用服务

工具 DLL 与 Web 脚本编写语言定制。

使用 Simulink® 生成 S 功能块。使用 
PLCOpen XML 分享数据

是否对测试 PLUS+1 GUIDE & Service Tool 感兴趣？ 请下载 PLUS+1 GUIDE，并使用具有全部保存与部署功能的免费 90日试用

证书体验功能。如要查找 PLUS+1 GUIDE，请访问：powersolutions.danfoss.com/products/plus-1-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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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公路车辆作业的地方，就有丹佛斯动力系统。
丹佛斯动力系统是丹佛斯集团的一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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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所有丹佛斯动力系统的产品，我们为客户提供真正意义
上的全球化服务。

更多信息，请访问丹佛斯动力系统网站：
powersolutions.danfoss.com

丹佛斯动力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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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佛斯动力系统，行走液压领域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 弯轴马达

• 闭式柱塞泵及马达

• 显示器

• 电液转向器

• 电液控制装置

• 液压转向器

• 成套系统

• 电手柄及脚踏板

• 微控制器及软件

• 开式柱塞泵

• 摆线马达

• PLUS+1 GUIDE

• 比例阀

• 传感器

• 转向器

• 搅拌车驱动系统

关于
丹佛斯动力系统

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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