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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fm.com/cn/asi-test

ASI控制器/网关

ASI I/O 模块

ASI阀门和阀门执行器

ASI 安全类组件 

现场总线组件 IO-Link 组件

ASI AirBox模块－用于气动阀门控制

ASI网络扩展

ASI 传感器

ASI电源/接地
故障监视器

易福门电子
易福门电子是一家中大型的德国企业，拥有超过40年的自动化
技术经验。除了高品质标准和创新产品之外，客户的需求是易福
门经营理念关注的焦点。 
产品系列涵盖用于不同区域的AS-I组件：从包装和输送、筒仓
应用、机床、机器人和自动化、港口和港口物流到食品行业。

可靠性：
精密的 AS-i 技术及网络诊断功能确保设
备长时间的可靠运行。
“工作安全性”是与安全有关组件的 ASI 
扩展。 
安全组件最高控制类别为4类，可连接至
AS-i网络。符合 EN 954-1, SIL 3 符合 
IEC 61508 和 EN ISO 13849-1 / PL e 

在生产过程中只需扫描 QR 码，并观看

AS-i产品的测试视频。

安全、方便、成本优化！

易福门电子的 ASI 产品 —— 可非常容易与更
高一级总线通讯
标准化： 

执行器-传感器接口（= ASI ）是用于
传感器和执行器之间连接的一个独立
于制造商的标准。
易福门电子可为您提供完整的 AS-i 
系统解决方案。

可靠：

先进的 AS-i 技术确保了高可靠性和
机器长时间正常运行。

简单：

模块化结构和灵活的连接技术确保其
易于集成到 AS-i 系统。

成本优化：

两线的扁平电缆传输数据和电源，排
除了复杂的并行布线。
 

简单：
由于标准化体系、低布线复杂性和快速
连接技术，使得AS-i可以简单的“即插
即用”。
接线端子减少将减少接线的错误率。

成本优化：
由于使用两线电缆，布线复杂性大大
降低。
AS-i 参与者可以以分散的方式定位，
使控制柜变得更小、更便宜。此外，
ASi系统的扩展性为设备安装提供了更
多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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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AS-i 网络的中央控制元件
集成到控制柜中，加以保护，
不受外部影响。

主站承担每个 AS-i 网络中最重要的
功能。其处理 AS-i 从站数据并循环
对他们进行监控。并且可将 ASI连接
至更高级别的现场总线如 Profinet、
Profibus、EtherNet/IP。

AS-i 电源提供所需电源电压，并承
担数据耦合的任务。

安全监视器监测所有连接的安全从
站，确保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停用
或安全系统的激活。

控制柜中的 ASI 应用

www.ifm.com/cn/master

www.ifm.com/cn/power

AS-i 电源

AS-i 主站

AS-i 安全监视器

包装生产线中的 RFID

在输送和包装过程中，驱动器
可以直接通过 AS-I 控制。

有关 AS-i 主站的更多详情，
扫描 QR 码即可。

有关电源的更多详情，
扫描 QR 码即可。

电感式传感器

ClassicLine

AirBox

急停按钮

RF 认别系统

整洁的控制柜：
AS-i 网络的中央控制组件。

现场应用的 ClassicLine 模块。
在此，其集成至包装机器中。

DIN 轨道安装，无需工具：
ClassicLine 模块的分散式安装。

Safety at Work:带ASI接口的急停
按钮在安全工作中的使用

输送和包装 ASI 应用

ClassicLine：带固定安装支架的高防护等
级的现场模块，支持分散式 ASI 的结构。

AirBox：气动模块可以在不使用工具的
情况下安装，由于分散式安装和气管要
求长度短，降低了能源成本。

RF 识别系统：特殊RFID系统，测量范围
达 100 mm。

急停按钮，带灯按钮模块：总线系统的安
全技术：控制器从驱动的从站接收精确
的信号。

电感式传感器：可以高开关频率和精确
可靠检测金属，且无磨损。

连接技术：ecolink M12 连接头将所用传
感器和执行器连接至现场模块。由于其
振动保护装置带端头锁紧，可确保最高
运行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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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气动模块控制的更多
详情，请访问：
www.ifm.com/gb/svc

舱筒内的 ASI 应用

ClassicLine

AirBox

电感式传感器

电感式传感器

电感式传感器能够在筒仓
可靠地检测到舱口的位置。

低成本：
AS-i AirBox 直接连接气缸。 ClassicLine：使用ClassicLine 

模块，气动阀门可用常规方式
控制。

AirBox：舱筒内用于舱口控制
的气动模块。它是使用传统阀
门控制的低成本替代方案。

除这些大罐的液位和体积检
测之外，监测舱口位置也是
另一个重要方面。

电感式传感器，舱筒应用的理想选
择 —— M18 设计，经 ATEX认证
的传感器和塑料外壳传感器。

连接技术：ecolink EVCxxA 系列连
接器获得 DEKRA EXAM 的 EC 型
检验证书。按照严格的标准要求，
他们可用于 2D、3D 和 3G 类 
ATEX 区域。

机床内的 ASI 应用

电感式
传感器

压力变送器

故障安全传感器

ClassicLine
工作安全性

急停按钮

CompactLine

高要求：
对于机床和移动机器中的使用，易
福门电子已经开发了特殊的系统组
件。这些传感器和执行器的特点是
耐冲击和耐振动性能增强、耐油环
境的性能好。

CompactLine：CompactLine 系列的现
场模块的特点是高耐冲击和耐振动性。

CompactLine 系列的模拟量模块确保了快
速传输时间，最大值为 60 ms。

4 类电感式故障安全传感器可在不接触金
属且没有具体的目标的情况检测金属。

急停按钮：带集成 AS-i 从站的安全型急
停按钮。

SI 流量传感器：该流量传感器为坚固的不
锈钢外壳，确保能够可靠地检测气体和液
体。

用于机床行业的电感式传感器 —— 抗腐
蚀性油脂和冷却剂。矩形和圆柱形外壳，
壳壁厚实。

压力变送器：除了其紧凑和坚固的设计之
外，PPA压力变送器带ASi接口，并能将
所测的压力值以模拟量的形式显示出来。

流量传感器

SI 流量传感器用于冷却回路的
流量监测。

可在没有特定目标情况下可靠
检测：易福门电感式故障安全
传感器。

易福门压力传感器安装于液压
动力装置上。

连接技术：抗油性 ecolink EVC 连接
头将所用传感器和执行器连接至现场
模块。由于其振动保护装置带端头锁
紧，可确保最高运行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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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和自动化过程中的 ASI 应用

ClassicLine

RF 识别系统

电感式传感器

AS-i M8 模块

扁平电缆分线器

气缸传感器

AirBox

分拣系统控制整个物料流程，可将
物料输送到不同的处理站。这里特
别说明的是采用ASi系统可使整个设
备布线一目了然。

ClassicLine：采用DIN导轨安装和创新的快
速安装技术便于现场模块的集成。

RF 识别系统：简单巧妙 —— 使用易福门电
子的 RFID 系统进行识别和编码。

AirBox：数字输入、扩展编址方式和扁平
电缆的可自由选择的三个方向，提供了更
高的灵活性。

气缸传感器：可检测气动活塞的位置，并将
信号直接传输至 AirBox。

AS-i M8 模块：小型化设计的模块提供了
M8的数字输入和输出。

连接技术：抗焊渣 ecolink EVW 连接头适
合用于拖链和扭转移动。

ClassicLine：由于其快速安装技
术，能够快速、可靠地为操作做
好准备。

RFID 系统可对生产线上工
件载体进行编码和识别。

控制柜中的 ASI 应用

SmartLine

分散式控制柜：方便和经济。

小型分散式模块可以在现场
直接集成到控制箱中。

因此，设备制造商可以单独
设置不同的装置部分。

超薄、扁平的 AS-i M8 模块
带有可靠的 ecolink 技术。

成功集成：
PCB为操作元件提供了 
AS-i 兼容性。

操作元件在汽车行业
 AS-i 兼容性。

易福门气缸传感器：
无磨损，具有强大的固定装置。

  

SmartLine：25 或 50 mm 宽的控制柜模块。关于空间
的特殊优势来自端头的三线设置。

PCB：PCB AC2729 使得 AS-i 可兼容所有操作元件。
PCB AC015S 甚至可兼容急停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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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行业中的 ASI 应用

 

PCB

不锈钢扁平电缆连接头

不锈钢分线盒

不锈钢扁平电缆连接头

温度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ProcessLine

易福门电子是国际领先的传感器制造商之
一，可为食品行业的所有重要领域提供应
用解决方案。
传感器暴露于极端条件下，包括酸、碱、
清洗剂、泡沫枪、温度冲击、高压清洁剂
和高空气湿度。
因此，对于所用布线技术的要求非常高。

ProcessLine：分线盒和现场模块专门针对食品行
业的高要求而定制。

不锈钢扁平电缆连接头：保护等级为 IP 68 / IP 
69K 的经 ECOLAB 验证的扁平电缆连接头，用于
连接智能 AS-i 产品。

不锈钢分线盒：不锈钢扁平电缆分线盒可分配 
AS-i 电压和/或外部 24 V 电源。 

TAA 温度传感器：温度变送器，响应时间出色，
高机械稳定性，防护等级为 IP 69 K。

PCB：可将阀头集成到ASi总线上。

压力传感器：特殊系列压力传感器可用于卫生行业
压力监测。例如食品饮料行业压力监测。

符合 3A、FDA 和 EHEDG 要求。

连接技术：ecolink EVT 是卫生或潮湿区域的最佳
连接器。高品质的 PVC 电缆和外壳材料、高档不
锈钢螺母以及高防护等级 IP 68 和 IP 69K 确保了
传感器和模块之间具有更高的抵抗液体介质侵入
的能力。

ProcessLine：分配系统中的不
锈钢模块防护等级非常高。

温度变送器 TAA 在过滤过程中
监测系统的温度。

特别恶劣的环境中
的 ASI 应用

CompactLine

AS-i 压力传感器

CompactLine

PPA 型压力传感器，耐冲击
和振动性能佳。

电感式传感器

CompactLine 用于硬化车间。

CompactLine：
坚固、紧凑的全密封现场模块。

恶劣的环境条件对所用传感器
的要求最高。

CompactLine：由于其紧凑的设计
和全密封外壳，现场模块甚至可承
受最恶劣的环境条件。
液压阀也可以通过 2 安培输出进行
切换。

AS-i PPA 型压力传感器: 采用陶瓷压
力测量单元。水或油的液压值是直
接在介质中测量。

电感式传感器：IMC系列电感式传感
器 矩形设计，带可旋转的 M12 连接
头和强化的塑料外壳，非常适合在
恶劣的环境中使用。

连接技术：从工厂自动化到机床工具
行业，由于其振动保护装置带端头
锁紧，ecolink EVC 确保最高运行的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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