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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福门动态

聚焦您的应用

“2019年应用报告”的重点是展示如何使用易福门产品

轻松快速地解决应用问题。例如，O3M摄像头被用作驾驶辅

助系统，自动防止碰撞并确保在公共街道的安全；易福门帮

助提高荷兰航道基础设施的透明度和运营可靠性。

希望您能找到关于您自身项目的灵感！

我们诚邀您参与我们的下一期应用报告：您是否曾使用

过易福门产品安装在有趣的应用？或者是否使用过我们的传

感器在工厂中实施智能解决方案？

我们将非常乐于在下一期“应用报告”中展示您的解决

方案。

您只需向我们发送您应用的简要说明即可。在选择了最

有趣的应用之后，我们将现场拜访您，拍摄专业照片并进行

采访。基于这些工作，我们将形成一份应用报告。该报告不

仅会发表在下一期《应用报告》上，而且还会发表在专业杂

志上，或者根据要求为您及您的客户提供专门印刷品。

快来向大众展示一下您的专有技术吧！

当然，这一切都是免费的。您是否感兴趣呢？

电子邮箱：application.reports@ifm.com

您的易福门应用报告团队

定量给料运用在连接工艺的
生产线

无菌生产技术中的液位测量 使用创新的3D摄像头安全避
免碰撞

使用AS-i接线的超声波
清洗机

全自动化流程 使用IO-Link进行数字升级

控制柜中高效的新电源 水过滤的过程监控 安全第一的隧道衬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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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 新品 新品

Eefde船闸

世界级维护 侧装垃圾车的防碰撞 能耗最小的冷水机

使用漫反射传感器进行精
确的轮廓检测

实时振动诊断 基于状态的维护

RFID与AS-i的完美配合 适用于液压挖掘机的深度
控制系统

适用于平地机的自动调平
系统



智能

船闸预测性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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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fde船闸 – World Class Maintenance
（世界级维护）

很多全球代理公司都以世界级维护为目

标。它们通过在所有企业部门施行高标准，

实现对所有流程的改进。荷兰的航道基础设

施也不例外。

在荷兰，维护和基础设施管理亟需创新。在

Fieldlab项目 “CAMINO” 中，为了通过传感器和数据

分析实现航道基础设施100%可预测的维护，多方人员

正在共同开发应用程序。为此，荷兰国家水利局 

(Rijkwaterstaat) 与项目合作伙伴Mobilis TBI在位于

Eefde的船闸综合设施启动了一个试点项目，以测试和

应用新技术或创新技术，从而更深入地了解船闸的自

身状况，包括其封闭环境。项目目标是实现基础设施

工程100%可预测的维护。位于荷兰Eefde的船闸建于1933年。它是

从Ijssel进入Twente运河的入口，在该地区发

挥着重要作用。



示例：Eefde船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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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检修和预防性维护等传统解决方案已经无法

满足需求。挑战在于及时维护：必须及时维护以防止

出现问题，但是又不能过早，以降低成本。这需要一

种智能方法：智能维护，为此需要使用传感器系统、

数据预测模型、大数据和物联网 (IoT) 等最新技术。易

福门作为实时维护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是项目合作伙

伴之一。

所有参与者都将贡献出他们在水系统及建筑的维

护、监测和管理，测量和分析技术，以及数据架构和

存储领域的专业技术和经验。

Eefde项目的目标是开发一种“智能船闸”，该船

闸可以自动指示实际状态，通过算法进行分析，并自

动提出对建筑改进或者所需维护的建议。

Eefde（荷兰）的船闸建于1933年，现在已扩建了另一个闸室。

世界级维护Fieldlab CAMINO的项目经理，Ruben 

Ogink评论说： “在我看来，Sluis Eefde是一个特殊的

项目，项目期间肯定有许多合作伙伴可以学习。在

Fieldlab CAMINO的背景下，Sluis Eefde项目的特别之

处并不在于使用了许多其他地方从未用过的新技术，

而是将现有技术全部集成在一处。合作伙伴们不但可

以从项目应用中学习到很多东西，而且还肯定可以从

共同协作中获益良多。目前，该项目的积极发展事实

上已经是来自不同学科的不同合作伙伴（例如政府、

商业企业以及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共同合作。因此，

每个参与者都有投资来开发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案。易

福门在这个项目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他们提供了许

多可供本项目使用的传感器知识、传感器在其他行业

中的应用以及大量的经验。我对此感到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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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状态监测避免故障

Eefde船闸 – World Class Maintenance
（世界级维护）

“对于我们来说，易福门在这个项目里非常重

要，因为他们提供了许多专业知识和经验”

位于Eefde的船闸建于1933年。它是从Ijssel进入

Twente运河的入口，在该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

公司都依靠这条运河进行运输。船闸的意外中断会导

致很多问题。

船闸建于1933年。Rijkswaterstaat（负责基础设施

的政府机构）希望能够更好地控制该重要设施的维护。

为了确保船闸开关的平稳运行并避免意外停机，

安装了基于状态的维护解决方案。为此，项目合作伙

伴易福门在船闸闸门的电机和齿轮上安装了振动诊断

单元。即将损坏的轴承会导致振动特性发生变化。传

感器可以检测这种变化并在达到阈值时发出信号。因

此，可以在缺陷导致突然停机之前计划并完成部件的

更换。
荷兰Rijkswaterstaat的项目经理Angelien van 

Boxtel解释说： “我们试图尽可能精确地计划船闸的维

护，以便为运输做好准备。如果出现突发故障或者意

外维护，这就不可能实现。”

荷兰Mobilis TBI资产经理Ruud Schoenmakers解

释说： “100%可预测，这正是我们想要的。这意味着

预防性维护或故障检修已经成为了过去。我们测量所

有数据，从而以最佳方式计划和实施所需的维护工作。

两个振动传感器（安装位置稍有偏移）持续监测旋转轴承的状态。 用于振动评估的VSE型电子装置、易福门同步监测器以及传输数据到

控制站的无线电网关被安装在节省空间的控制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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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干预现有设施

结论

当我们测量数据、收集数据、并从中获取信息以

便在正确的时间点进行维护时，我们称之为预测性维

护。正确的时间点取决于一系列可预测和可测量的固

定因素，例如目标、组件和系统的性能，故障特征，

退化行为，还包括天气条件，水位，人员可用性以及

船闸运行小时数等因素。基于这些可测量的客观因

素，我们可以选择最佳的维护时间点，以避免令人不

快的意外情况。”

以前一直是进行定期维护。但这不仅价格昂贵，

而且无法完全将意外停机的风险降到最低。此外，即

使是磨损余量尚未完全用尽的部件，如有疑问也会被

更换。这又再次造成了不必要的高成本。通过预测性

维护，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和提高运行可靠性。

除了振动之外，还通过传感器测量设备的温度和

湿度，并将其包括在状态评估中。测量值和警报通过

无线电网关被传输到控制站，数据在这里进行评估和

分析。此外，易福门DS2505可监测船闸闸门左右两侧

链式葫芦上的传感器。

振动监测只是World Class Maintenance（世界级

维护）中的一个小模块。然而，基于所获取的数据，

它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流程，从而优化流程并将这些数

据用于未来的其他项目，以便让水基础设施变得100%

可预测并避免故障。

这个“智能船闸”项目展示了所有合作伙伴是如

何提供他们自己的专业技术并在共同协作中相互获益

的。

对于运营商来说，保持古老的船闸综合设施不受

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易福门安装，不会以任何

方式干预船闸或者影响运行的解决方案。可以说，振

动诊断是作为自主系统“无缝套在”船闸中的。

ifm Netherlands公司的智能工业项目经理Ruben 

Boom说道： “我们将带电磁线圈的传感器放置在电机

和齿轮箱的壳体上，而不是通过加工螺纹孔将它们旋

入壳体。因为对于客户来说不对现有机器进行任何改

动是十分重要的。易福门的优势之一是基于我们多年

积累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我们可以满足客户的这些特

殊要求。”

Ruud Schoenmakers表示： “目前，TBI除了维护

现有船闸外，还正在建造一座新船闸。我们可以将在

这里学到的知识用于新船闸的设计和建造。因此，我

们在这里取得的技术研究成果，不但对新项目有重大

影响，而且还会影响Rijkswaterstaat的改造任务。”

提升和降下船闸重型闸门的动力系统。

电机、转轴和齿轮的状态通过振动诊断持续监测。



适用于后部和装载区域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提高安全性，
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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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 – 侧装垃圾车的防碰撞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使用现代的侧装垃

圾车来处理垃圾。在倒车且没有人员指挥

时，驾驶员尤其需要保护后部和装载区域方

面的技术帮助。易福门提供使用智能3D传感

器的系统，不仅可以防止后部区域发生碰

撞，还能确保监控侧面的装载区域。

通常，清空垃圾桶需要一个小型团队：除了驾驶

员外，其他人忙于搬运路边的垃圾桶，然后手动将它

们挂在车辆后部的抓手上。为了降低成本，Paderborn

的垃圾处理公司转向使用侧装垃圾车。与传统垃圾车

不同，其抓手位于侧面，而不是车辆后部。车辆驾驶

员可以驾驶垃圾车平行于人行道驶向垃圾桶，这些垃

圾桶由附近居民提前放置。抓手会自动抓取垃圾桶，

将垃圾桶提起并清空，然后自动放回到人行道上。优

点：不再需要多人配合工作，只需驾驶员一人即可，

这不但节省了人力，而且还将市政府和居民的垃圾处

理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

避免碰撞

然而，在倒车时（例如在死胡同里）这种单人操

作是充满挑战性的：如果以前还有一名同事可以作为

辅助指挥，而现在驾驶员只能依靠他自己。垃圾桶的

Abfallentsorgungs- und Stadtreinigungs-

betrieb Paderborn (ASP)（垃圾管理和城市

清洁）由Paderborn市议会运营，拥有约150名

员工。

ASP Paderborn副运营经理Dietmar Regener博

士说道： “该系统在倒车时可以为驾驶员提供支持，这

意味着当有人靠近车辆时，驾驶员可以及时收到警

告。该系统的最大优点是它不仅会发出警告，当驾驶

员未能及时反应时，系统还能帮助停止车辆。此外，

该系统还有另一个优点：我们不仅监控车辆的后部区

域，而且还监控垃圾桶的清空过程。接下来是同样适

用于倒车的情形，也就是监控区域以及向驾驶员发出

警告，当驾驶员未能及时反应时，停止垃圾桶的清空

过程，这可以避免发生危险。”

侧面装载过程也同样存在风险，行人、骑自行车的

人、或者好奇的儿童可能会进入危险区域。

因此，车辆上安装了替代辅助指挥的技术系统，

并且该系统已经被德国贸易协会 (German Trade Associa-

tion) 批准作为替代方案。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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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避免碰撞：

如果人员进入危险区域，侧装垃圾车的机械臂将自动停止。

“易福门O3M系统能够预测碰撞，并

在需要时主动干预驾驶。”

适用于移动应用的易福门智能3D传感器

易福门O3M系统能够预测碰撞，并在需要时主动

干预驾驶。全面的智能被封装进传感器外壳，并可使

用易用的操作软件几步完成配置。因此，易福门的高

性价比解决方案可以带来更高安全性，并适用于许多

不同类型的车辆。

该系统的核心元件是自动化专家易福门公司的一

个3D摄像头集成芯片。它可以通过PMD技术生成3D图

像，为每个图像像素提供准确的距离值。

该图像信息通过智能3D传感器的预定算法进行评

估。

根据不同的参数，传感器可以设置为不同的安装

和运行情况。一旦检测到碰撞，传感器就向驾驶员提

供相应信号（可视化光学信号），而且还会发出停车

信号，例如发送到车辆控制器。

智能3D传感器是一个独立的辅助系统，能够可靠

防止碰撞，为驾驶员提供支持。

易福门提供了一种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确保自

动化可靠性的同时还降低了人员成本。

 “我们现在测试的系

统已经投入使用3个月。初步结果令人非常满意。公司

管理层与驾驶员都对该系统充满信心。驾驶员表示该

系统并不会妨碍他们的工作，反而会为他们提供支

持。因此，我们已经决定购买另一套系统，用于第二

台侧装垃圾车，并且还会将该系统用于其他车辆。”

Dietmar Regener博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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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固有
思维

模式

瑞士HeiVi Ag – 能耗最低的冷水机

通过“零体积流量”控制进行冷藏管理。

为了降低成本和能耗，建筑维护系统的

有效运行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不仅仅意味着

运行时间和温度的最佳设置。建筑维护系统

必须始终作为一个整体考虑。不同系统之间

的协同是强制性的。

在Basel（巴塞尔）的Schweizerische Nationalbank

（瑞士国家银行）分行的重建过程中，整个建筑维护

系统进行了重新设计。瑞士HeiVi AG负责供暖与空调

系统的规划和项目管理。目标是降低能耗，减少投资

成本和接口，并且可持续地优化建筑维护。

位于瑞士的HeiVi AG是一家专门从事

供暖与空调系统规划和项目管理的公司。



家庭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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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2

B03
M01

M03

B02B01

图1显示了使用性能控制压缩机的传统冷水机的工

作原理。冷水机压缩器 (M01) 控制冷水出口 (B01) 的温

度。水箱充水泵 (M02) 通过冷水箱提供恒定数量的

水。水箱中的两个传感器控制冷水机的打开和关闭。

然后，水箱排水泵 (M03) 将冷水供应给用户。

由于水箱排水泵 (M03) 通过用户的差压控制，因

此排水泵只能输送系统实际需要的水量。结果：在调

低运行时，充水流量始终远远高于排水流量。由于冷

水机的供水流量是恒定的，因此压缩机只会在排水运

行中降低其容量。事实上无法充分利用性能控制压缩

机的优势。

SM6500磁感应流量计具有高精度、高重复性和高测量动态性。

图1：传统型，无易福门传感器的水箱充水

 “ 作 为

采暖、通风、空调和冷却系统以及卫生设施的规划

者，我们通过实施新设备和优化流程为建筑师、建筑

物业主和项目开发商提供支持。由于我们的目标是实

现最大的能源效率和经济效率，同时为客户提供舒适

性和便捷性，因此我们代表了楼宇自动化领域的创新

规划。为此，我们往往不得不跳出固有思维模式。”

HeiVi AG联合创始人Peter Heimann说道：



无需温度计

结论

“跳出固有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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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2
G01

B03
M01

M03

B02B01

G02

瑞士HeiVi Ag – 能耗最低的冷水机

“始终板载集成：

易福门传感器”

图2：使用易福门传感器的水箱充水型

TD2237温度变送器的特点是极短的反应时间以及配备了显示器。

通过易福门的SM6500型体积流量传感器，冷水箱可

以控制为“零体积流量”。水箱充水泵以新方式集成到

系统中。水箱充水泵 (M02) 控制水箱充水流量 (G01) 与

水箱排水流量 (G02) 之间的偏差。但是，水箱充水流量

应当比排水流量高5到10个百分比。另外，还必须确保冷

水机的质量流量不会下降到最低水平以下。

通过易福门流量计进行“零体积控制”，可实现

许多优势。压缩机在调低运行状态下工作，并且充分

利用了压缩机的性能控制。这意味更低的能耗。通过

提高冷水机的入口温度，可以最大限度降低能耗。然

后，冷水机可以采用更小的尺寸，从而降低投资成

本。由于该型号（见图2）的水箱充水泵 (M02) 消耗

能量更少，因此还有进一步节能的潜力。

除了SM6500流量计外，位于Gundelfingen的分行

还使用了易福门的TD2237温度传感器。相比于传统温

度传感器，它们还配备了数字温度显示器，因此不再

需要额外的温度计。除了易福门传感器可以快速准确

地测量之外，它们的数字显示器还有助于设置和优化

操作。可以及时检测到电路故障并立即排除。

 “我们曾经问自己，是否可以根据

需要控制水箱冲水泵以及压缩机，以优化过程。”这

正是一个“跳出固有思维模式”的例子。“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发现了易福门公司的模块。”

Heimann表示：

 Heimann继

续说道。

Heimann确认道：到目前为止，HeiVi AG已经为Basel 

Kantonalbank的多家分行、St. Gallen（圣加仑）的Cler 

Bank以及苏黎世 (Zurich) 的Baugewerbliche Berufss-

chule实验室配备了新流程。所有的流程全部采用易福

门传感器。



用于实现过程中的最佳温度

只有精确的过程温度才能确保稳定一致的产品质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使用易福门传

感器：我们的解决方案以其高精度、短响应时间、清晰的红色/绿色显示器、方便的3按钮操作

以及宽温度范围而脱颖而出。

无论是用作外部Pt温度传感器的显示和评估单元（TR型），还是集成测量探头和不同过程

连接的一体化系统（TN型）：我们都可以确保在应用中的可靠性，ifm – close to you！

模块化或一体式保修

年

易福门产品



精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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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m ecomatic – 定量给料运用在
连接工艺的生产线

传感器监控两组份介质的应用。

导热胶被精确计量到毫米，并涂覆在

PCB（印刷电路板）上。粘合剂以相同的精度

注入到外壳接头中，然后施加适当的压力将

其胶合。不同的传感器可确保持续稳定的高

生产质量。

位于Kressbronn的ifm ecomatic是易福门集

团的子公司，专门从事控制和评估系统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位于Kressbronn的易福门生产工厂。这是第三代

新型ecomat控制器的生产地。这些用于移动应用的控

制器必须能够在恶劣环境条件下承受强应力，例如暴

露于移动设备中的振动和湿气。这意味着对生产工艺

具有特殊要求。

 Kressbronn的ifm ecomatic工业工程师Lothar 

Gschwind说道。

 “我们必须安装新的生产系统，才能制造新的产

品。”

混合器中两组份介质的温度和料位受到监控。



三家公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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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组份导热胶涂覆到PCB上。

气缸传感器透过气缸壁精确监控活塞的末端位置。

该系统包括四个生产过程：在胶接过程中，两组

份粘合剂被注入外壳边缘的沟槽中，然后在两个外壳

部件相互压紧后将它们永久性粘合。这样可以确保防

侵入性能达到IP 67防护等级。然后进行连接过程，该

过程也是自动化的，以避免手工生产可能导致的错

误。第三步，将导热胶涂覆到PCB上。一种两组份导

热胶被精确涂覆到PCB的发热元器件上。导热胶与压

铸铝合金外壳结合，从而消散热量。最后，外壳用螺

钉拧紧。

专门开发的系统是三家公司合作的成果：Eichstet-

ten am Kaiserstuhl的Fichter Maschinenbau公司建造

了系统；Töging am Inn的Viscotec公司专门提供两组

份介质，本示例中是粘合剂和导热胶；而易福门不仅

是系统的发起者和运营者，而且还是已安装传感器的

制造商。



高效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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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易福门公司专门设计了一台机器，

它可以执行不同的连接过程和适用于两种两

组份材料的定量给料过程。”

在这个系统中，导热胶和密封剂被涂覆到产品上，直至经过最后

的连接过程。

不同的传感器会监测系统中的压力、温度和位置。

为了监控复杂的生产过程，使用了多款不同的易

福门传感器。

许多易福门PN型压力传感器被安装在各种管道

中，通过压力测量来精确监控两组份介质的供应。这

确保了连续稳定的理想混合比。传感器的陶瓷测量元

件具有长期稳定性和过载保护功能。这样即使在出现

压力峰值时也可以确保稳定的产品质量。

Fichter Maschinen公司的Martin Baumann说道：

“这次我们为易福门公司专门设计了一台机器，它可

以执行不同的连接过程和适用于两种两组份材料的定

量给料过程。我们使用的导热胶具有非常高的粘度，

因为我们不得不与Viscotec公司协作，以便为定量泵提

供足够的物料。”

Viscotec公司的Rolf Aberle解释了本项目对其公司

的特殊要求： “我们负责物料从运输容器的卸载、供

应，直到定量头的处理。因此我们使用了一个容器泵

送系统，该系统通过真空将物料从运输容器中填充到

供料罐中，然后在受控压力下将物料供应到定量头。

在这个过程中，料位传感器被用于监测任务。想象一

下两组份粘合剂如下：两种介质在静态混合器中被均

匀混合。两组份导热胶通过两个独立供应管路被输送

到两组份混合头。介质通过静态混合头均匀混合，然

后涂覆到PCB上。”

ifm ecomatic – 定量给料运用在
连接工艺的生产线

 “该程序

必须专门开发，以确保过程安全，不会出现任何问

题，因为自动系统会连接特定零件，并且最终不会生

成废品，这可能导致不必要的高生产成本。”

易福门公司的Lothar Geschwind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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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细喷嘴定位移动过程中两个带精密光束的叉式光电传感器。

PQ型压力传感器被集成在各种气动机械臂和夹具

的供应管路中。它们可实时检测与预期工作压力的偏

差，以便及时停止系统。避免价格昂贵的报废双色LED

显示器不仅可以清楚地现场指示测量值，而且颜色变

化（红色/绿色）还可以准确显示运行状态。

气缸的末端位置通过易福门气缸传感器精确检

测，并通过开关信号传输到控制器。

两个带精密光束的叉式光电传感器可帮助定位涂

覆粘合剂的细喷嘴。移动喷嘴的针头，直至接触两根光

束的交点，即X轴与Y轴的交点。起始位置完成设置。

叉式光电传感器和角度传感器的应用领域主要是超小型

零件的检测。叉式光电传感器或角度传感器的一个优点

是发射和接收元件始终相互完全对准，这归功于它们的

设计。精密光束几乎不可能出现调节不当。

LMT型液位传感器被安装在储罐中，以监测物料

液位。它们适用于液体和粘性介质。特殊功能：LMT

型液位传感器能够可靠抑制沉淀物或泡沫的影响。即

使是难以测量的介质，也可以确保精确的液位监测。

此外，大量电感式传感器和光电式传感器被用于

机械臂、翻板或其他活动部件的位置检测。

简言之：易福门提供了一整套高性能传感器，以

实现理想的过程控制。

Fichter、Viscotec和易福门公司的完美合作展示了

如何在紧凑型生产机器上可靠、高效地满足苛刻的应

用要求。



无菌技术的领先专家

基于
完美的

液位

基于
完美的

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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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 无菌生产技术中的液位测量

用于无菌液位测量的压力传感器。

储罐中的静压液位测量并不是新技术。

用于卫生要求苛刻的环境，或者甚至用于粘

性介质的无菌处理，对于传感器尤其具有挑

战性。即使在这些不利条件下，易福门的压

力传感器仍可以提供准确的测量值。它们是

常用探杆或者浮球技术的理想替代方案。

在瑞士Kirchberg，我们访问了一家无菌生产技术

领域的专业公司。上世纪80年代，该公司开始生产用

于乳制品、饮料和食品的充装站，主要是为了满足自

身需求，但是也面向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2012年4月，这家公司被一家跨国集团收购，该

集团是食品加工行业最大的系统供应商之一，拥有

19,000名员工，年销售额约为50亿欧元。连同母公司

一起，该公司覆盖了阀门技术领域的整个产品范围。

在无菌生产技术领域中，绝对精度和可靠性是至

关重要的。高敏感度产品（如婴儿食品、乳制品或临

床产品）必须使用无菌阀进行处理。为此，确保系统

和部件的高质量十分重要。

    该公司的总经理强调说。

      “从一开始，我们就专注于无

菌生产技术，已经开发出完全适合该领域并且满足其

特殊要求的产品。”



从阀门到系统解决方案

替代探杆式传感器

用于卫生区域的压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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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27“自从我们开始使用易福门传感器，我们就

再也没有遭受任何生产损失。”

位于储罐底部的压力传感器可测量液体静压力。基于该静压力，可以确定精确液位。

该公司主要研发和生产无菌阀，它们首先被用于

食品行业的处理系统。例如，这些阀门被用于牛奶和

其他乳制品的超高温灭菌处理。根据该公司总经理的

介绍，这些解决方案的特点是功能强大、使用寿命长

且用户友好。

此外，该公司还提供无菌灌装领域的系统解决方

案，例如用于完全无菌灌装，容量高达1,000升的中型

散装容器。

无菌或灭菌处理过程中使用的部件对功能、设计

和特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对于灌装系统中容器的液

位测量，专家经常批评说，通过常用的探杆或浮球技

术进行的液位测量不够可靠，容易发生故障，并且这

些系统的清洁往往只能通过复杂且高度卫生的流程完

该型号是带显示屏的全金属外壳压力传感器。测

量元件采用齐平安装，无任何死角。可防止沉积并实

现最佳清洁。

它由高纯度陶瓷 (99.9 % Al2O3) 组成。与介质接触

的其他材料为PTFE和1.4435/316L不锈钢。结合RA < 

0.4/RZ4的表面特性，该传感器可满足卫生应用的所有

要求。

凭借高防护等级、卫生型设计和高耐温性，PI27

型传感器还可以承受食品、饮料和制药行业中常见的

使用腐蚀性清洁剂的高压清洗。

“由于该领域非常特殊的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开

发专用解决方案，以便用于进一步发展。”

成。这些专家正在寻找一种可以提供更高的测量精

度、卫生度和可靠性的解决方案。通过易福门的PI27

型压力传感器，他们最终找到了这一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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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可靠性

“我们不再使用任何探

杆式传感器。”
PI27系列传感器配备坚固的不锈钢外壳，可承受使用腐蚀性清洁剂的

高压清洗。

高纯度陶瓷测量元件采用齐平安装，无任何死角，并且可满足卫生

应用的要求。

参数通过传感器上的按钮设置。清晰可见的显示器

与用户友好的界面相结合，可实现快速方便的设置。

这些传感器具有两路开关输出，可编程为常开或常

闭。为了提供测量值，其中一路开关输出也可以配置为

可调整的模拟输出。

此外，传感器还带有一个IO-Link接口。该接口允许

进行外部参数设置或者数字测量值传输。还可以通过

IO-Link进行传感器诊断。这在应用监控中提供了额外的

可靠性。

G1 Aseptoflex Vario过程连接有4个密封选项，如

果需要，还可以使用不同的适配器进行过程连接。

瑞士 – 无菌生产技术中的液位测量

由于必须精确地保持液位，如果测量不准确，将

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尤其重要的是，使用探杆式传

感器时，经常发生过填充或者欠填充的情况。

  总经理补充说。

此外，相比于常用的探杆式传感器，易福门压力

传感器的投资总额明显更低，并且还提供五年保修和

开箱即用的功能性。

      他在访

问结束时总结道。

 “从工作原理上来说，它

其实是一种压力测量设备，但是我们用它来测量要求

非常精确的液位。”

       “当系统

必须进行重新填充和清洁系统，那么至少会损失四个

小时的时间，这意味着半天的生产损失。然而自从我

们使用了易福门传感器，我们就再也没有遇到这些问

题。”

该公司的总经理解释说：

“我们已经不再使用任何探杆式传感器。”



IO-Link − 连接你我！

保修

年

易福门产品

IO-Link设备可防止篡改，将测量值作为数字值进行传输，确保无需现场参数设置即可轻松

更换，并且无需额外付费。您会发现使用IO-Link传感器的原因有很多，易福门作为IO-Link的技

术领导者，在市场上提供了数量最多的IO-Link智能传感器。朝向创新的未来迈出正确的一步，

并且从易福门多年的经验中获益，这些经验为功能和服务树立了标杆。

ifm – 您的IO-Link系统合作伙伴，ifm – close to you！

更多功能：易福门的IO-Link智能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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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避免碰撞

倒车时避免碰撞

DIT – 使用创新的3D摄像头
安全避免碰撞

3D传感器：

实现安全驾驶并避免碰撞

体型巨大、重达几十吨且令人困惑：正

面吊运机在全球各地的集装箱码头中被广泛

用于堆垛和搬运集装箱。为了避免在集装箱

码头的狭小空间和快速驾驶过程中发生碰

撞，ifm electronic提供了自动避免碰撞功

能：位于车辆后部的3D摄像机可以监控后部

区域，检测行进路径中的物体，并在可能发

生碰撞时警告驾驶员。

船舶、火车和HGV（重型货车）的集装箱搬

运：位于Duisburg- Rheinhausen（杜伊斯堡莱

茵豪森）的杜伊斯堡联运码头 (DIT)。

自动避免碰撞：

车辆后部的3D摄像头可自动警告障碍物和可能的碰撞。

当正面吊装载宽达14 m、重达40吨的集装箱穿过

狭窄的集装箱堆码时，驾驶员的眼睛必须直视前方。

即使在倒车操作时，驾驶员也必须始终注意横向集装

箱，以避免撞到相互堆叠如墙一样的集装箱。

这一次又一次地导致了紧急状况，例如当两台正

面吊运机同时倒车相向移动时，以及叉车穿过通道，

或者物体及人员进入作业范围内时。使用普通的后视

摄像头，驾驶员可以看到后部区域，但是这种摄像头

是被动式的，即在紧急情况下不会发出警告。

易福门的O3M摄像头提供了主动防护；集成的3D

传感器不仅可以在驾驶室的屏幕上显示车辆后面的障

碍物，而且还可以检测障碍物的尺寸、位置和所有运

动。基于对环境的检测以及正面吊运机自身的移动，

O3M系统可评估对象的关键相关性。当道路上有障碍

物或者行驶路线会发生碰撞时，O3M系统会警告驾驶

员。这可以防止驾驶员由于过多的非关键区域内障碍

物的警报而感到烦躁。智能O3M系统

的另一个优点是如果有另一台车辆从

侧面驶入行驶路线，该系统发现风险

的速度远远快于基于距离的警告。



摄像头图像叠加在3D物体上

O3M系统有2个集成摄像头：

一个传统2D摄像头和一个3D摄像头，可确定与每

个像素的精确距离。

用户获益：检测的物体在生成的2D图像中用彩色

高亮显示。例如，关键障碍物用红色显示，非关键物

体用黄色或绿色显示。此外，这种情况下还可以提供

一个额外的警告标志。

易福门的O3M摄像头提供了主动防护；集成的3D

传感器不仅可以在驾驶室的屏幕上显示车辆后面的障

碍物，而且还可以检测障碍物的尺寸、位置和所有运

动。基于对环境的检测以及正面吊运机自身的移动，

O3M系统可评估对象的关键相关性。当道路上有障碍

物或者行驶路线会发生碰撞时，O3M系统会警告驾驶

员。这可以防止驾驶员由于过多的非关键区域内障碍

物的警报而感到烦躁。智能O3M系统

的另一个优点是如果有另一台车辆从

侧面驶入行驶路线，该系统发现风险

的速度远远快于基于距离的警告。

“易福门提供了一种成本最优

化的解决方案，可提高港口物

流等的安全性。”

这种叠加图像完全是在O3M中生成的，因此既不

需要额外的硬件，也不需要复杂的设置或编程。使用

易福门Vision Assistant软件可以轻松方便地针对应用

条件（颜色，符号，语言等）调整显示。

分级警告

可视化显示警告的同时，警告还会被发送到CAN总

线，用于生成附加的声音信号，甚至直接干预制动。

这些反应动作可以根据与障碍物的距离进行分级，

例如首先发出声音和视觉警告。如果驾驶员没有反应并

且情况变得更加紧急，则车辆可以缓慢制动。

例如，活动物体导致的紧急情况。 倒车时的挑战：密切注视前面的集装箱，观察后面的交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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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警告示例 智能功能

通信接口

DIT – 使用创新的3D摄像头
安全避免碰撞

“O3M系统有2个集成摄像头：一个传统2D摄像头和

一个3D摄像头，可确定与每个像素的精确距离。”

易福门的集成PMD 3D芯片只需拍摄一张图像即可

完成场景和物体的三维检测。这样可避免线扫描仪可

能发生的运动模糊。易福门屡获殊荣的PMD专利技术

构成了传感器系统的基础，可以应对移动设备苛刻的

工作条件。 

除了坚固紧凑的设计外，O3M传感器系统还专为

光照条件变化或阳光直射的户外应用而设计。

相比于激光扫描仪等其他传感器，易福门3D传感

器没有活动部件。因此，它们特别坚固并且不会磨

损。PMD技术的工作原理是基于飞行时间原理。场景

被不可见的调制红外光照亮，并且反射光线会被PMD

传感器检测。该传感器也连接到调制源。由于发射信

号和接收信号之间的相移，PMD芯片的每个像素都决

定了到场景的距离。

整合的背景照明主动抑制可以几乎完全避免由外

来光线造成的图像传感器饱和。这意味着PMD 3D传感

器可在最高120 klx的明亮阳光下使用。集成的2 x 32位

处理器架构可确保直接在系统中快速、可靠的3D数据

计算，速度可高达50帧/秒。

移动式3D智能传感器具有一些集成的评估功能，

除了这里描述的避免碰撞功能之外，还可以解决许多

其他应用，例如：路线导航或区域监控。通过汽车行

业的高度开发算法，可确保可靠地自动识别最多20个

对象。

通过易于使用的Windows软件 “ifm Vision Assis-

tant”，只需几个步骤即可完成系统的参数设置。为

此，用户只需输入几个参数，例如车辆的几何尺寸。

通常，参数设置只需花费几分钟，然后系统即可投入

运行。

预处理的功能数据通过CAN总线，使用CANopen

或SAE J 1939协议输出。如果需要，可以通过以太网UDP

和外部处理单元处理完整的3D信息。这为研发人员提

供了一个开放系统。

关键对象被标记在摄像头图像中。 出现可能发生碰撞的物体时带有清晰警告标志的摄像头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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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O3M系统：3D摄像头（右）和红外照明单元（左）。

活动物体导致的紧急情况示例。

曲线路径中非紧急情况示例。

O3M系统是一种用于移动设备的独立辅助系统，

可以预测碰撞，并在需要时主动干预驾驶。全面的智

能被封装进紧凑的传感器外壳中。通过易于使用的操

作软件，只需几步即可完成参数设置。因此，该系统

可用于不同类型的车辆。易福门提供了一种成本最优

化的解决方案，可提高港口物流等领域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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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完美边缘检测的
精密光电传感器

Kusch+Co – 使用漫反射传感器的
精确轮廓检测

光学轮廓检测

高性能漫反射传感器被用于单板顶面加

工过程中的轮廓检测，从而确保砂光过程中

的最高质量。

来自Sauerland Hallenberg的中型企业Kusch+-

Co是一家从事家具领域的桌椅设计制造商。该公

司的家具被广泛用于全球各地的许多国际建筑中。

Kusch+Co是机场座椅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之一，为

超过200家国际机场的候机区提供了座椅。

53个可升降的承压底板能适应磨砂过程的工件表面。

这可以避免意外的圆形磨砂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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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替代机械装置

控制器从传感器接收工件的图像，并控制各个磨砂段的下降。

“O6系列高性能光电传感器

可确保最佳的砂光结果。”

单板表面的抛光和整平是家具制造过程中的众多

处理步骤之一。Kusch+Co优化了一台Heesemann公司

的砂磨机，将其用于大型家具面板的处理，例如会议

桌的桌面。

磨砂过程中的挑战：要避免将高质量饰面的外侧

在这些位置，底面支撑板将不再施加压力。为此，必

须在每个循环中检测工件的轮廓和开口（如有），并

将其传送到控制器。

以前立式研磨机的问题在于桌面尺寸形状的扫

面，因为这种扫描会受到机械开关的影响。桌面通过

带滚轮的杠杆检测，并且由一个PLC评估。PLC输入只

需要约1 mA的小电流。机械开关的开关触头过去经常出

现问题，因为当触头随着时间不断磨损后，它们将无

法可靠地开关。另一个大问题是通过滚轮检测磨光粉

尘会对滚轮的轴承造成损害，从而导致滚轮的故障越

来越频繁。



光学轮廓检测

高性能小型光电传感器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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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sch+Co – 使用漫反射传感器的
精确轮廓检测

高性能O6微型光电传感器。通过电位计和旋转开关设置检测距

离，既直观又简单（亮通/暗通选择）。

滚轮还会在单板上留下压痕，导致桌面无法继续

使用。因此，他们开始寻找一种使用非接触检测方法

而无需机械开关的解决方案。Kusch+Co的技术服务部

门在公司的长期供应商ifm electronic这里找到了理想的

解决方案。易福门公司免费提供了O6系列漫反射传感

器，经过漫反射传感器对粉尘和单板不同颜色的反应

等多项测试后，结果表明该传感器可以满足所有必要

的标准。

这种情况下，PLC也已经完全更新，并且漫反射传

感器的检测被显示在19英寸显示器上，以早期显示任

何错误的检测。

现在，当家具面板在砂带下方前后移动时，51个

O6系列紧凑型易福门漫反射传感器从正面检测面板的

轮廓和开口，同时另外51个传感器从背面检测。根据

工件的尺寸和开口的不同，它们通过PLC控制单个承压

段的上下运动。这样可避免相邻的承压段在边缘上施

加过大的压力。结果是精确的直角边缘。

家具面板扫描对光电传感器的要求非常高：必须

可靠地检测具有浅色、深色、亚光或光亮面的不同饰

面，且无需重新调节传感器。同时，必须消隐背景，

即承压底板区域。根据家具面板的厚度，这通常意味

着几毫米的范围。因此，需要具有精确背景消隐功能

的传感器。

来自Essen的传感器专家提供了适用的传感器 – O6

系列漫反射传感器。O6H201漫反射传感器具有2到

200 mm的可调节检测距离。最大检测距离不受颜色影

响。它适用于例如反射率达90%的白色表面，也适用

于反射率仅6%的黑色表面。这些易福门传感器无需针

对不同反射率的表面进行重新调整。

漫反射传感器可有效抑制背景干扰。根据物体表

面的距离和的反射率，能够可靠地区分仅几毫米的距

离。此外，背景消隐功能抗干扰能力极强：即使是高

反射率背景（如不锈钢）或者活动机械部件导致的反

射也不会影响检测。

清晰的圆形光斑直径仅8 mm（最大检测距离处）

在光锥中实现均匀的光分布，否则光斑周围的散射光

会干扰其他光电传感器。这确保了额外的可靠性，特

别是在传感器相互紧密安装的应用中。

O6系列高性能光电传感器可确保最佳的磨砂结

果，这是两位全球领导者企业整合他们竞争优势的完美

示例。



这款全新的微型光电传感器O8将
成为明日之星！

• 极度可靠的背景抑制

• 检测距离高达80 mm，不受颜色影响

• 精确检测非常小的组件

• 可靠检测黑暗或光亮的表面

• 用于远程设置的IO-Link

最高精度的光电微型传感器保修

年

易福门产
品

电话：400 880 6651电话：400 880 6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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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振动
诊断

矿泉水灌装机的实时振动诊断

为了避免机器意外停机，

Hassia Mineralquellen对矿泉

水灌装机进行实时振动诊断。

高性能传动系统将瓶子运送数百米通过各个工作站 

– 从冲洗机、灌装机、封盖机，贴标签到包装和发货。

当瓶子从一条传送带输送到另一条传送带时，以及

瓶子接触导轨和相互接触时，这些应力点（通过数百个

瓶子）加起来会导致驱动装置产生强烈的不规则振动。

因此，必须监控齿轮和电机上的轴承，及时预测磨损极

限，以便进行维护。

对于运行期间您出于安全原因无法接近的地方，

传感器可以进行振动诊断。

在试验阶段就收回了投资成本：通过及时发现

和驱动装置可能的故障，从而防止意外停机。

Hassia Mineralquellen – 实时振动诊断

Hassia集团是德国最大的矿泉水供应商之

一，通过旗下多家子公司和多个品牌提供高性

价比的矿泉水和非酒精饮料，年产量约为7.65

亿升。仅仅在位于Hesse的Bad Vilbel工厂中，

就有6个灌装站同时三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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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检测声音 电子振动诊断

Hassia Mineralquellen的维护经理Gerhard Simon

说道： “过去我们一直进行手动监测。一位工作人员被

安排到机器边上来监听电机的声音。但是，这是相当

主观的感觉。监听驱动器、电机或齿轮的三个工作人

员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手动监听有一个决定性

的缺点：多次监听时，永远不会获得相同的运行状

态。当机器旋转时，我必须监听机器，例如灌装机/冲

洗机区域，由于防止微生物影响卫生等原因，我无法

在灌装过程中进行监听，你无法在灌装过程中进入该

洁净区域。这意味着你只能在周末没有灌装的时候进

行监听。但是，空载运行过程中的振动特性是不同

的。然后还有一些区域，例如贴标机，驱动轴运行时

电机与齿轮的间距非常近，你无法在它们运行时

接近。”

 “我们决定在我们的一个可

回收PET装瓶厂中使用电子振动诊断进行首次测试。

Spiragrip、清洁机、去标签机，开瓶机和灌装冲洗机

等机器区域都装有传感器。”

Gerhard Simon表示：

常见的检测振动状态的方法是使用听诊器人工的

对身影进行听觉检测。

迫切需要另一种机器诊断的解决方案。自动化和

传感器专家易福门提供了名为 “efector 800” 的振动诊

断系统。双方很快确定了会议安排。

传感器可以及时检测到电机和齿轮箱达到磨损极限。



通过关键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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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有个操作控制系

统，我可以用它来自定义限值，例如可以说‘这是我

不希望超过的限值，到这里我必须进行干预并进行一

些机械改进，例如进行润滑或更换组件’，而在此之

前是完全不可能的。”

“短短几周后，我们就获得了首次成功验证，当

时振动诊断基于机械干扰值检测到了即将发生的工厂

停机。我们及时进行了维修，从而防止了设备故障。

黄色指示灯表示预报警。然后在周末对机器进行了彻

底检查，发现一个将瓶子从冲洗机传送到灌装机的输

送星形轮上的轴承公差变大，同时一根驱动冲洗机和

封盖机的轴偏心，从而导致整个系统振动。我们可以

维修这些干扰源，从而防止生产过程中发生意外停

机，并避免在三班运行中造成严重后果并导致巨大的

成本。”

Gerhard Simon表示：

 Gerhard Simon说道。

该系统由VSA001型振动传感器和VSE100型评估

单元组成。

这些圆柱传感器通过螺纹孔安装在电机或齿轮箱

上。它们可以持续在线监测非旋转机器表面的振动。

这些传感器采用电容测量原理，并且由于其特殊

的微机电 (MEMS) 设计，不会出现饱和状态和摩擦噪

音。集成的自检功能提供了额外保护。

VSE型评估单元可监测4个不同测量点（安装了

VSA型振动传感器）的最多24个对象。

在安装后不久，振动诊断就在重大挑战中成功完

成了任务。

通过开关输出以及指示灯提供预报警和主报警，

Hassia采用指示灯报警的方式。例如，评估单元通过以

太网TCP/IP与机器控制器或过程控制级进行通信。

振动特性可以显示在控制室的PC电脑上；此外操作

人员还可以设置限值（黄线和红线分别用于预报警

和主报警）。

驱动系统上的振动传感器甚至可以检测到极弱的振动。 VSE100型评估单元可以评估最多四个振动传感器的信号。

“在饮料行业，我们可能是第一家使

用易福门振动诊断系统的装瓶厂。”

Hassia Mineralquellen – 实时振动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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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保护

荣耀的先锋

结论

 “目前，只有一条生产线通

过网络连接到工作站。我们将继续扩建该网络。其他

三条生产线现在由操作人员监控，他们负责将指示灯

显示的黄色预报警或红色主报警通知维护人员。然后

我们可以及时反应。系统正在逐渐扩建。我们的目标

是维护人员可以持续监控系统的实时状态。迄今为

止，我们已经在试验工厂中监控了四台机器。

未来我们希望通过振动诊断监控整个工厂，并记

录在何种损坏情况下更换那些部件，以便在必要时进

一步优化工厂。我们还希望记录成本，以证明诊断系

统的投资已获得回报。对于该系统我还有许多想法：

在这类工厂中，我们有许多应监控的泵，并且还可以

监控很多子系统和辅助驱动系统，以便能够在停机发

生前的及时干预。”

维护经理Simon表示：

 “在饮料行业，我们可能是第一

家使用易福门振动诊断系统的灌装厂。最终报告特别

提到，在开始维护检测设备中的这类系统时，逻辑上

他们会对产品质量有影响。因为如果这些设备停机，

则整个设备都必须清空。为了避免维修过程中传送带

上清洁瓶中产生细菌，或者洁净室内产生细菌，这个

清空过程是必要的。这意味着仅仅30分钟的维修就可

能导致2小时的停机。这将产生不必要的成本。”

Gerhard Simon：

除了通过指示灯本地显示振动状态外，评估单元

还可以通过以太网TCP/IP与控制台联网。

Hassia计划对工厂进行进一步扩展。

在食品行业中普遍使用的年度 IFS（国际食品标

准）审核中，特别指出了通过实时振动诊断来确保过

程可靠性的决定。

机器零件的磨损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实时振动

诊断可确保及时可靠地检测到这些磨损。现在可以对

维护进行计划。只需很少的投资，就可以避免昂贵的

工厂停机时间，从而对产品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Gerhard Simon，位于Bad Vilbel的Hassia 
Mineralquellen公司的维护经理。

现场可视化状态监控：用于“预报警”和“主报警”的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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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身
车间中的诊断

 “由于所有型号的运输车辆均在白车身车间生

产，我们决定在这条最重要的生产线上实施基于状态

的维护。在该生产线中，侧面板被运送过来，用于车

身底部生产。然后将安装横梁，最后安装车顶。传送

到焊接工作站是全自动的。然后，不同类型的车身就

会被送走，进行更进一步的处理。”

IVECO SPA维护工程机器人负责人Amodio Cioffi

说道：

 “我们一直在寻求新技术，从而持续改进以提高效

率和生产率。在维修方面，我们已经从基于周期的维

护管理变为基于状态的维护，这意味着可观的成本

节省。”

IVECO SPA WCM工厂支持人员Fabio Piccinelli表

示：

为了确定最易受到机械磨损、最易故障的部件，

生产线经过了一次初始分析。输送机或升降平台：或

者，更准确地说，它们的轴承是承受最大机械应力的

位置。在工厂的这一点发生损坏将会造成严重的生产

停止。

为了最大限度确保系统的正常工作时间，机械组

件的紧急磨损必须在早期得到检测。

IVECO – 基于状态的维护

IVECO是一家世界闻名的卡车和多功能车制

造商。

在意大利北部曼图亚 (Mantua) 的Suzarra工

厂，每天都有250辆 “Daily” 货车下线。

通过传感器实现基于状态的维护

在车身车间中，借助焊接机器人使用压

制钢件组装车身。每个车身都必须通过一条

长达100米的生产线。这是生产中的关键一

环，在这里的停滞会造成整个生产的停止。

因此，IVECO携手易福门自动化专家，

安装了一套综合诊断系统，实现基于状态的

维护，从而有效避免意外的生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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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诊断 流体监控

 “传感器帮助维修人员实时检测各个部件

的磨损状态，从而在实际损伤发生前进行必要的维护

工作。”

IVECO SPA车身车间技术工程负责人Guiseppe 

Sotira说道：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易福门振动传感器已安装

在所有机械系统部件上。圆柱形的VSA型传感器直接旋

入相应轴承或齿轮的外壳上。单独的VSE评估单元对振

动特性进行实时分析。它们可以检测由于不平衡而造

成的紧急损伤，并发出早期警告。

然而，基于状态的维护不仅仅只能监控机械部件。

例如，它还可以监控焊枪中的冷却水。

故障点可能是堵塞的过滤器或发生的泄漏。这正是

用于监控流量、适合小体积流量的易福门SBY型流量计

和监控管道中压力的PN型压力传感器大展身手之时。

中央冷却回路系统则由SM流量计进行监控。压缩

空气系统由SD传感器可靠地监控。即使极小的泄漏也能

可靠地检测出来。

所有传感器均通过IO-Link以数字方式传输测量值。

振动传感器监控轴承和齿轮。

磨损和撕裂会及时得到检测。

痛点：此处的故障会令

整个生产停止。

“易福门软件LR 
SMARTOBSERVER
可监测和管理来自

所有传感器的测量

数据。”

机器人将冲压钢件焊接到车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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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IVECO SPA车身车间维护负责人Roberto Militello

说道：

LR AGENT被用作软件。它可以收集传感器数据，并

存储在Microsoft SQL数据库中。易福门软件LR SMAR-

TOBSERVER可以分析和显示该数据。

Guiseppe Sotira再次说道：

这样可以确保完全符合工业4.0概念的基于状态的

维护。

易福门为IVECO在正常运转中安装了系统，而没

有令生产停止。新系统可通过并行运转的方式进行彻

底测试。该系统已证明了自身的价值。紧急损坏现在

可在早期得到发现，且无须停止生产即可消除。

最后，Guiseppe Sotira概括道：

运行中改造：

易福门IO-Link压力传感器替代机

械式压力计。

左侧是振动传感器的评估单元，右侧是IO-Link主站，它们将传感

器信号传输到更高级别的系统。

“通过与ifm的合作，

Iveco已经完全为工业

4.0做好了准备。”

IVECO – 基于状态的维护

 “IO-Link以数字化方式传送数据，实现可靠的过

程控制。测量值在传感器中被转换成数字数据，然后

转发出去。此外，我们可以编程传感器的开关点实现

早期预警，还可以直接从服务器获得警报，而无需本

地访问传感器。我们可以在服务器中看到传感器并进

行校准。更换后再也无需编程。”

“易福门软件LR SMARTOBSERVER可监测和管理来自

所有传感器的测量数据。参数显示器显示了整个生产

厂的清晰图像。每个结果都清晰可见。系统通过电子

邮件发送提醒，例如早期预警或者警报。”
 “通过与 i fm的合

作，Iveco已经完全为工业4.0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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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福门软件LR SMAR-
TOBSERVER指示是否已

超过或未达到限值。

易福门软件LR SMARTOBSERVER
可以用幻灯片的形式展示到每个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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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N Ultraschall – 使用AS-i接线的
超声波清洗机

完全使用AS-i接线的超声波清洗机 

可产生每秒30,000脉冲的水流，并采用

超精细腔室膨胀技术，这样不但能去除小至

通过显微镜才能看到的表面污垢，还能去除

窄间隙间的污垢。这些窄间隙位置往往是其

他设备（例如喷水器）无法从外部清洗干净

的地方。

工厂控制系统的设计就像清洁过的零件

一样干净。其使用的是AS-Interface总线系

统，而不是复杂的电缆线束。

来自Heppenheim的KLN Ultraschall是制造

这类设备的专家，产品在全世界被广泛应用。

KLN的多级超声波清洗机。

作业清洁清洁

许多生产区域使用超声波清洗方法。通常在机械

加工过程后，要确保部件完全无颗粒残留或其他沉积

物等，无需进一步处理或抛光。一个例子是在玻璃加

工过程（例如在制造光学透镜时）中移除细小的磨

尘。超声波清洗器也可用于清洗设备本身。此处显示

的系统用于清洁只有在显微镜下可见的小吸嘴（用于

生成塑料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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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造商无关的标准

“易福门的产品系列非常适

合我们的应用。”

                       “对我

们而言，AS-i的主要优点是灵活性以及快速分散式安

装在工厂任何位置。”

 “当时，我们是最早使用AS-i取得巨大成功的易

福门客户之一。易福门的产品系列非常适合我们的应

用。”

所有传感器都通过模块连接到AS-Interface (AS-i) 总线系统。

设备范围与应用范围一样广泛：从小型、标准化

的紧凑型设备，到大的单台设备（例如车库等）。

清洗设备通常是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旦故障将停止整个生产过程。因此，需要最大可靠

性。并且在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应当可以快速定位故

障。除了可靠的传感器和执行器，接线对于可靠性和

诊断能力也很重要。

这时，AS-Interface（执行器传感器接口，简称

AS-i）现场总线系统就显示出其优势。可以使用扁平的

两线制AS-i总线电缆进行传感器层级的通讯，而不必使

用复杂而混乱的电缆线束。

AS-i是与制造商无关的标准，用于连接现场第一

级的执行器和传感器。这是唯一被全世界接受并符合

IEC 62026-2标准的布线系统。通过已安装的超过1500

万个从站，它被证明是适用于所有工业控制器的低成

本、坚固可靠的现场总线系统。

两线制AS-i总线电缆进行传感器层级的通讯，而

不必使用复杂而混乱的电缆线束。

KLN清洁技术经理Dieter Bickelhaupt说道：

与传感器一样，KLN还依靠易福门解决方案进行

现场总线通信。自动化专家提供了带AS-i接口的全面通

信解决方案的所有组件，包括从扁平电缆绝缘分接

头、I/O模块到主网关。

 Dieter Bickelhaupt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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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黄色电缆完成所有连接

“对我们而言，AS-i的主要

优点是灵活性以及快速分散

式安装在工厂任何位置。”

 “过去我们按照传统方

式接线，即使用接线盒系统并直接通过PLC的输入和输

出。接线不但十分复杂，而且需要工厂和控制柜中很

大的空间。”

由于这些安全相关的AS-i门开

关具有防护锁定功能，因此

在清洗过程中不会意外打开

锁定装置。

通过标准化的系统、极少的布线和免工具的快速

连接技术，AS-i确保了安装和设置的“即插即用”。另

一个不可低估的优点是：更少的端接显著减少了文档

记录。

Dieter Bickelhaupt表示：

但是，使用AS-i系统时，所连接的传感器/执行器

的数据和供电都是通过两线制扁平电缆传输的。键控

绝缘分接技术有助于避免安装错误。模块化设计和可

自由选择的网络结构可平稳集成到工厂结构中，并为

工厂开发人员提供最大的灵活性。

清洗设备中安装了不同的传感器和执行器用于过

程控制：例如，电感式和光电式传感器被用于监控小

车的位置，小车装有待清洗的部件，然后送至清洗设

KLN Ultraschall – 使用AS-i接线的
超声波清洗机

备。过程传感器可监控清洗站中液体的温度和液位。

二进制开关信号和模拟过程值（例如温度值）通过AS-i

总线被传送到控制器。

传感器与执行器结合的一个例子是带防护锁定的

AS-i安全门开关。

如果它们通过AS-i接到控制器的“启用信号”，

则释放锁定并打开安全门。这可以防止用于在清洗或

者放置清洗零件时，意外移除设备中的锁定装置。



41

在带AS-i的安全侧 从传感器到设备控制器

被动式扁平电缆绝缘分接头适用于将智能AS-i传感器/执行器与黄色

扁平电缆的连接。

适用于常规（橙色）和安全相关（黄色）通信的不同AS-i模块。

“Safety at Work”：用于位置监控的防故障电感式接近开关通过

AS-i连接到控制器。

传感器和执行器通过输入/输出模块（在AS-i网络中

也被称为从站）连接。通常，这些模块实现传感器分布

式安装。

它们通过M12标准连接将传感器/执行器连接到AS-i

总线。AS-i总线以黄色两线制扁平电缆的形式被插入模

块下部。

绝缘分接技术可确保可靠连接。这种安装的优点：

模块可在任意位置连接到总线电缆，也可在未来任何时

候进行连接。得益于AS-i工厂可以快速简单且低成本地

安装额外的传感器和执行器。

系统还集成了安全相关装置。除了带锁定执行器

的门开关之外，还包括急停装置和用于位置检测的防

故障电感式接近开关。

AS-i这里扮演了另一张王牌：通过AS-i扩展标准 

“Safety at Work”，安全相关信号还可以通过黄色扁

平电缆传送。无需用于安全相关信号的单独电缆。专

用安全模块监视总线上的通信。可通过AS-i连接符合

EN 954-1最高控制类别4，符合IEC 61508的SIL 3和EN 

ISO 13849-1/ PL e的安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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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站/网关

结论
易福门提供适用于控制柜、现场安装或者作为

PCB解决方案的不同模块。它们可选用不同的数字输入

/输出，模拟输入 /输出，或者特殊连接（例如用于

Pt-100温度传感器）配置。

易福门还提供集成AS-i总线连接的“智能”传感

器，例如气动阀、AS-i电感式接近开关或者这里使用的

急停装置。它们无需专用的AS-i模块，可以通过扁平电

缆绝缘分接头作为从站直接连接到AS-i电缆。

重要的是最终结果：通过AS-i可以显著降低文档

记录和设置时间。As-i联网设备的分散化可实现更小、

更廉价的控制柜。

避免了令人混淆的电缆桥架。简单的诊断和明确

的工厂设置可以延长机器的正常运行时间，从而降低

安装和诊断成本。

Dieter Bickelhaupt表示：

每个AS-i网络的核心都是主站。这是一个管理

“总线通信”的独立控制器。同时，它还提供了强大

的PLC功能，用户可以进行编程以处理传感器和执行器

信号，从而作为独立的分散式控制器运行。

此外，主站通常会集成网关功能，以通过Profinet

或Profibus与更高级别的控制器或控制级进行通信。

根据型号，这些主站可以连接一到两根AS-i电缆

以及最多248个二进制传感器和186个执行器。

 “开关和阀门与预接线

电缆的连接节省了大量时间，并防止了错误源。通过

AS-i节省的成本是无法准确计算的。但是我认为考虑

到各方面情况，包括控制柜的大小、所需的工厂空

间，分散式安装和灵活性，以及易福门安全系统的集

成和更少的文档记录，可节省10%到15%的成本。还

有安装、文档记录和故障排除中更少的工作时间！”

安全AS-i输入模块可用于控制柜或本地接

线盒中，以连接传统的安全传感器，例如

急停装置或门开关。

所有状态指示都可以通过前面板上的LED
显示。

KLN Ultraschall – 使用AS-i接线的
超声波清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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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是最早使用AS-i并取得

巨大成功的易福门客户之一。”

核心：用于两个AS-i线路且带Profinet网关的双AS-i主站。

对于能源供应，易福门提供适用的AS-i电源。



Zwettler
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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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ettl私人啤酒厂 – 全自动化流程

适应未来发展

Zwettl私人啤酒厂投入了将近1500万欧元的资金，对位于下奥地利州 

(Lower Austria) 同名城镇的生产设施进行扩建和现代化改造。藉此实现灵活的

高品质啤酒自动化酿造，从而提高在欧洲市场的独特地位。

温度、压力或液位：

监控酿酒过程的不同传感器。

由来自圣加仑 (St. Gallen) 的M&L Consulting工程

咨询公司为其进行了详细的工程设计，另一家来自霍

夫海姆 (Hofheim) 的Corosys公司凭借专业的工程经验

和完善的自动化装备实现了具体的工程施工过程。

作为啤酒和饮料行业OEM厂商的领军企业，M&L 

Consulting和Corosys公司十分信赖易福门广泛的传感

器和控制系统产品组合，以此确保最高过程控制可靠

性和最长的设备正常运行时间。

这对于符合一系列标准和指令十分重要。尤其是

食品行业中，需要耐高温、耐清洗和达到IP 68/69K的

防护等级。

新型节能设备有助于降低资源需求，使啤酒厂以

更加环保的方式高效运营。许多传感器确保控制系统

及时获得过程反馈和酿造设备的诊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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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区的传感器

复合阀组：传感器确保透明性。

啤酒厂的工艺过程链大致分为三个区域：酿造区、

冷却区和灌装区。从过程传感器的角度来看，冷却区是

最有趣的区域。储罐和管道上安装了大量的压力、流量

和温度传感器。

所有阀门均配备用于位置检测的电感式接近开关。

以下示例显示了Corosys公司是如何通过ifm传感器

解决Zwettl啤酒厂应用的。

硅藻土过滤器中的电子压力计

经过发酵和贮藏过程之后，未经过滤的啤酒被输

送到硅藻土过滤器。在这里，酵母菌和沉淀物被过滤

分离。

过滤器的状态通过差压测量进行监测。PG2894型

全电子接触式压力计被用于该过程监测。它结合了电

子式压力传感器和容易可见的压力计显示屏的优势。

创立于1708年，如今是奥地利最先进的啤酒厂之一：

位于下奥地利州 (Lower Austria) 的Zwettl私人啤

酒厂。

二合一：PG型全电子接触式压力计将压力传感器

与压力计显示屏集成在一个单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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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氏瞬间灭菌系统中的自监控温度传感器

混合饮料生产过程中的温度监测

Zwettl私人啤酒厂 – 全自动化流程

位置反馈：IFT203型电感式接近开关监控阀杆位置，并在阀门

打开时发送信号到控制器。

典型的储罐监控：LMT点液位传感器和储罐底部的液体静压测

量PI压力传感器。

为了杀死微生物并保存啤酒，啤酒将被加热到预

定的温度下进行巴氏瞬时杀菌处理。这个应用合作

中，最关键的是温度传感器的精度高和反应时间快。

为此使用了一种特殊传感器：易福门TAD991型温

度变送器使用两个不同的传感器元件，它们在过程中

进行相互监控。这种自监控系统可确保立即检测到并

进行可靠的诊断传感器的温度漂移。

压力传感器采用卫生齐平式设计，可选配G1锥螺

纹或Aseptoflex Vario过程连接。该过程连接还可以使

用可选适配器实现卫生齐平式安装。

结合ecolink EVT系列M12插座，防护等级可达IP 68/IP 

69K，从而确保在潮湿区域内最高的防侵入性能。由于

具有耐温性，全电子接触式压力计也非常适合CIP（在

线清洗）/ SIP（在线灭菌）过程。

大型指针显示、集成的数字过程值显示以及用于

开关点和趋势显示的LED条形图为操作人员提供了用户

友好的读数。凭借其高达0.2%的总精度，该压力计还

可以用于敏感性过程。

除了纯啤酒外，Zwettl还生产混合饮料，例如畅销

的 “Radler”，柠檬味啤酒。在混合站，来自不同储罐的

添加剂被混合到一起。为了确保最优混合过程，需要确

定的介质温度。

在储罐处，TA34型温度变送器通过模拟信号 

(4...20 mA) 将温度值传输到设备控制器。

“凭借多年的专业知识，传感器专家易

福门提供了全面的产品组合。”

G 1/2卫生型过程连接和高级不锈钢 (316L/1.4404) 外

壳材料意味着可以毫无问题地接触介质。高精度Pt1000

测量元件（精度等级A）提供了准确的测量结果。带G 

1/2卫生型过程连接的TM4501型测温探杆被集成到管道

中。传感器信号通过单独的TP3231型温度插头评估和传

输。

该温度插头非常紧凑，配备两个标准M12连接，可

用于传感器和输出连接。相比于常见的头部/DIN导轨变

送器，TP型温度插头可将安装复杂性降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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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泵保护：

LMT点液位传感器（顶部）检测管道是满载还是空载。PI压力

传感器（底部）监控输送压力。

小巧、紧凑、高性价比：

TP温度插头将传感器信号转换成标准的模拟信号 (4…20 mA)。

因此，如果其中一个测量元件发生故障，可以使

用第二个测量元件继续完成该过程（备用功能）。

TAD温度传感器的电子元件会计算所测温度的平

均值，并提供与温度成比例的4...20mA模拟输出。在

运行期间，两个温度间的差值会与两个可调阈值进行

比较。第一个阈值被称为漂移警告限值，第二个阈值

被称为漂移报警限值。

为了确保断线监控，正常运行期间诊断输出为

24V信号。如果超出漂移警告限值，则诊断输出时钟

频率变为2 Hz。通过计时器，该信号可以在任意控制

器内评估。如果还超出了漂移报警限值，则诊断输出

切换并持续提供0 V信号。

优点：相比于常用的定期校准温度传感器，使用

TAD温度传感器可提高过程可靠性。

虽然通过定期校准可以检测出发生的漂移，但是

已漂移的传感器已经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一段无法确

定的时间。由于TAD温度传感器可在超过设定的漂移

阈值时立即生成信号，而无需等到校准间隔结束，因

此在要求严格的巴氏瞬间灭菌过程中，可显著提高过

程可靠性和产品质量。

传感器精度的下降被称为漂移。漂移是由热应力

引起的。

特别是在食品行业中，定期清洗过程（CIP，SIP）

会产生极端温度冲击，对传感器造成热应力，从而不

可避免地导致漂移。

检测到温度漂移的发生，是温度自动补偿实现的

前提之一，而且这种自动补偿是相对于标准参考点

的。这正是免校准TAD温度传感器采用的方法。

标准温度传感器配备一个电阻测量元件，该元件

常用于食品或制药行业，符合DIN EN 60751的精度等

级A。一个电阻测量元件 (Pt1000) 被集成在TAD温度传

感器中。该电阻元件经过制造商专门测量和预筛选，

因此其精度大约比常用的精度等级A高出4倍。

为了提供比较信号，TAD的探头还额外配备一个

具有长期稳定性的NTC测量元件，该元件与传感器生

产过程中Pt元件的特性相对应（NTC：随着温度上升，

电阻值下降）。这样对同一个温度值，你可以得到两

个不同特性感应元件的测量值，并加以比较。

正常工作时，TAD温度传感器使用两个不同的测

量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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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罐的液位监控

Zwettl私人啤酒厂 – 全自动化流程

储罐被用于啤酒厂中的许多地方：例如，在清酒单

元中用作过滤和灌装之间的缓冲容器，以及在纯化水和

中央CIP系统中。设备控制需要知道这些储罐的精确液

位；此外，还可以检测最低和最高液位并发送信号。

PI28系列压力传感器安装在储罐底部，用于静压

液位测量。通过测量的液体静压，可以推算出准确的

储罐液位。

这些传感器采用高级不锈钢 (316L/1.4404) 外壳。

结合高达IP 68/IP 69K的防护等级和面向过程的设计，

该系列传感器特别适合用于卫生应用。

由高级不锈钢 (316L/1.4435) 制成的新型G1过程

连接Aseptoflex Vario提供了四个可靠的密封选项。金

属对金属密封以及新型PEEK密封是免维护的，因此可

在其使用寿命内节省成本。后者的特点是高耐化学性

和高耐温性。

弹性体O型圈是另一个密封选项 (EPDM/FKM)。可

选用不同的过程适配器（例如卡箍，DIN11851管件等）

作为附件，当然也由高级不锈钢 (316L/1.4435) 制成。

根据传感器的类型，它们的压力范围在100 mbar

到25 bar之间。我们的压力传感器能提供高纯度陶瓷测

量元件，集成的按钮易于使用和设置以及明亮清晰的

LED显示，非常方便客户现场维护和使用。

传感器可作为2线制、3线制或4线制单元进行电气

连接。这使得更换现有设备中的单元更加容易。此

外，PI28系列的传感器还有高总体精度 (0.2%) 和电子

温度补偿。凭借高耐温性，它们也非常适合用于CIP和

SIP过程。

储罐上的第二个传感器系统是LMT点液位传感

器，能够可靠监控最高/最低液位。不同于其他解决方

案（例如机械音叉探头），它无需任何机械组件，因

此运行时不会磨损。特殊功能：对泡沫和其他沉积物

不敏感，能够可靠抑制。除了工厂预设外，LMT传感器

也可以通过IO-Link设置不同的介质和沉积物。即使是难

以测量的介质，也可以确保可靠的液位限值检测。

各种适配器允许不同的安装选项。传感器的运行

不受安装位置的影响。

最高过程可靠性：

适合特别敏感过程的自监测TAD温度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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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应用

检修孔和盖板监测

结论

盖板关闭？

电感式接近开关监测

储罐盖板。

LMT系列点液位传感器也被用于管道中。它们会

检测管道是否满载/空载，因此可用作泵的干运行保

护。LMT的紧凑型传感器测头使其甚至能够集成在

DN25管道中。

为了监控管道中的输送压力，使用了上述的PI28

压力传感器。它可以将测量值转换成模拟信号发送到

控制器。

高质量的外壳材料（如高级不锈钢316L/1.4404）

和食品级PEEK传感器探头可满足所有卫生要求。标配

持久易读性的激光标签，以及适合清洗过程的高防护

等级IP 68/IP 69K。

电感式接近开关监控阀组

为了控制介质，各种不同尺寸的阀组阀门被用于

啤酒厂的不同位置。电子机械明杆阀可确保管道打开

或关闭，从而允许介质的受控分配。电感式接近开关

被用于位置检测，因为它们可通过阀杆位置检测阀门

电感式接近开关的另一个应用是检修孔和盖板的

位置监测，例如在储罐上。IIT212型接近开关提供了足

够的检测范围(15mm)，即使在出现机械公差的情况下，

也可以向控制器发出“盖板打开”或“盖板关闭”状态

信号。

基于多年的专业知识，传感器专家易福门提供了

全面的产品组合，以便可靠地实现酿造过程的自动化

并确保持续提供高品质啤酒。由于需求类似，示例的

应用解决方案可以转移到饮料和食品行业的其他领

域，以使其适应未来发展。

“LMT的紧凑型传感器测头使其甚至能

够集成在DN25管道中。”

是打开还是关闭。IFT203型接近开关采用高质量外壳材

料（高级不锈钢，PEEK），防护等级高达IP 68/IP 69K，

因此可以承受定期的高压清洗过程而不会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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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数字接口的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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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传感器的更多信息

对于我们来说，实施工业4.0主要是指建

立工厂的数字轮廓，从而方便进行过程优

化。

基本信息由许多已安装用于机器控制的

传感器提供。凭借IO-Link，这些传感器能提

供更丰富的数据，而不只是开关信号或者模

拟值。

Starrag Technology GmbH

是一家位于比勒费尔德 (Biele-

位于比勒费尔德 (Bielefeld) 的Starrag Technology GmbH所涉

及的产品领域主要是生产面向国际市场的Droop+Rein龙门铣床。

Starrag Technology GmbH的FOGS系列龙门加工中

心就是一款具备这些功能的机床。该产品被用于机械工

程以及航空和汽车工业，例如，用于制造车身外壳部

件。图中所示机床被用于加工航空工业中的底盘部件

（起落架）。

这些复杂的机床需要传感器来监测所有介质（例如

冷却液和润滑剂，液压系统，机床温度控制）。介质温

度、压力值和体积流量都必须在严格的容差范围内，以

确保机床在全自动化生产过程中具有最佳效率。

IO-Link是一种基于24V信号电平的强大数字接口，

除了提供开关信号外，它还可以通过常规传感器电缆

与控制器进行双向通信。传感器通过IO-Link将数字测

量值和诊断信息传输到IO-Link主站，例如IO模块、网

关或配备IO-Link端口的PLC。传感器使用标准M12连接

器连接。不再需要屏蔽电缆和相关接地。

Starrag Technology –
 使用IO-Link进行数字升级

feld) 的机床制造公司，他们为机床配备了大量来

自ifm electronic的IO-Link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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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Link传感器提供数据实现最佳机器控制。

如有必要，可以为每个机床分别设置过程传感器的参数。

Starrag Technology GmbH选择ifm electronic的流

体传感器。原因：传感器专家易福门提供了最广泛的

带IO-Link功能的过程传感器。

IO-Link的一大优势是能够通过IO-Link连接电缆将

所有必要的参数数据传输到传感器。当设置传感器时

或随后在传感器运行期间以及根据特定的情形调整传

感器时，可以将传感器参数数据（例如开关点、开关

滞后、显示器颜色等）从控制器发送至兼容IO-Link的

传感器。客户获益：在机器调试阶段，可以将先前设

置的传感器参数快速、简单、可靠地发送至传感器。

如有必要（例如小批量时），IO-Link可以将不同产品

的不同参数组分别存储在传感器上。此外，凭借基于

控制器的参数设置，使用IO-Link技术可以通过远程维

护轻松实现后续的过程优化。

总之，IO-Link是工业4.0应用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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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数据备份

测量值的无误数字传输

两个测量值 – 一个传感器 

用户可以从控制面板访问各个传感器。

除了基于控制器的传感器参数设置外，1.1或更高

版本的IO-Link还能确保在设备和IO-Link主站上进行双

重传感器参数数据存储。

Starrag Technologies的电子建造和调试部门经理

Dietmar Wallenstein说道：

到目前为止，模拟传感器信号通过A/D转换器进行

数字化处理，并在PLC中进行量程调整。这会导致实际

测量值不准确。

然而，IO-Link技术可以将传感器的测量值以数字

方式提供给控制器。这排除了传输错误以及模拟信号

转换问题。

数字化传输的测量值可以在控制室内直接显示。

传输的数值始终与测量值一致。本地显示与PLC基于模

拟信号推导出的数值之间不再有任何偏差。此外，

IO-Link还使得模拟信号干扰问题（例如由电磁场导致

的干扰）也不再存在。

易福门的现代过程传感器通常提供多个测量值。

Dietmar Wallenstein说道：

这节省了硬件、接线和安装成本，因为只需要安装一

个传感器，即可替代两个传感器。

“IO-Link的另一大优势是可以在后台

自动备份传感器数据。”

Starrag Technology –
 使用IO-Link进行数字升级

传感器参数设置错误将成为过去时。更换传感器

仅需要进行机械安装。客户无需任何支持即可自行更

换。维护人员无需接受关于传感器参数设置方面的培

训，因为参数设置会在后台自动进行。因此，技术问

题可以更快、更高效地得到解决。这节省了成本。

 “ IO-Link的一大优势是可

以在后台自动备份传感器数据。每个传感器（设备）

都自动将其参数组发送给IO-Link主站。参数组将在那

里映射并存储为备份。一旦传感器被更换，数据将自

动交换至新设备。然后参数数据将自动从IO-Link主站

传送至IO-Link设备。这大大简化了传感器更换操作，

并且可在发生故障时显著缩短机器的停机时间。同

时，这还减轻了维护维修人员的工作负担。”

 “通常，一个传感器

不仅处理一个物理测量值。例如，除了体积流量或压

力外，还可以通过IO-Link接口读取介质温度。而在过

去，我们需要两个传感器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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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数据 结论

大量的IO-Link传感器可实现集中

参数设置。

一个传感器提供两个测量值（体积流量和温度）。

配备IO-Link技术的传感器能提供高附加值。

Dietmar Wallenstein总结了Starrag Technology的

优势：

除了过程数据之外，IO-Link传感器还可提供关于

设备状态的诊断数据。

示例：液位传感器可检测关键沉积物，并发送相

应信号至控制器。光电传感器用于检测透镜是否脏污

并自动发送相应信号。压力传感器存储过程中的最小

压力损失和最大压力峰值，并汇总超出或未达到限值

的次数。该附加功能可以在执行基于状态的维护时，

为用户提供决策支持。关于状态的扩展信息能最大限

度缩短代价高昂的停机时间，同时提高过程可靠性。

 “每个人都在谈论工业4.0，Starrag当然也注意到

了这一大趋势。在机械工程方面，我们尤其考虑到了

机器的数字升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了IO-Link。

借助低成本的强大接口，这些传感器能提供更多过程

相关信息，并在随后进行高效评估和优化。这是

IO-Link的一大优势，同时也是一种有助于实现工业4.0

的传感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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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me
高质量真空吸尘器喷嘴

用于真空吸尘器吸嘴生产的装配机。

透明的安装监控

现代化生产工厂中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

高越来越信赖标识系统的支持。例如，它们

被用于生产步骤的控制或发布，或者每个产

品相关信息的分配。如果RFID组件通过AS-i现

场总线进行通信，那么这就特别容易实现。

Wessel-Werk – RFID与AS-i的完美配合

在组装技术方面，吸尘器吸嘴开发和生产的全球

领先企业Wessel-Werk信赖ifm electronic的解决方案，

后者是自动化技术的全球领导者，也是全球第一家基

于AS-i的RFID系统的供应商。最终结果是对吸嘴生产进

行精益和透明的安装监控。

高质量真空吸尘器吸嘴至少包括十几种不同的组件。

这家全球市场领导者开发和制造了自己的装配

机，以便能够快速灵活地实施创新技术。在这些装配

机内，工件托盘会经过多个装配工位。在这些托盘

上，通过底架、毛刷条、轮子和其他部件组装成不同

的真空吸尘器吸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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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 AS-i
带AS-i的RFID系统

“设置系统比预想中容易

得多。”

Wessel-Werk位于Reichshof- Wildberger-

hütte。该公司是真空吸尘器吸嘴开发与生产的

全球市场领导者。

Wessel-Werk采用混合加工灵活地生产多种不同型

号的吸嘴。输送机将工件托盘输送到不同的装配站。

根据吸嘴的型号，采用不同的装配步骤和输送路线。

每个工件托盘都可以通过特殊的RFID编码进行清

楚识别。该编码会在每个装配站处读取，并通过AS-In-

terface发送到控制器。根据吸尘器吸嘴型号，将执行

相应的装配步骤，并设置输送路线上的分配闸。清楚

的识别能够可靠防止混合加工中的装配故障。

易福门适用于工业应用的DTS125 RFID系统被用于

无故障工艺流程。该系统是一种紧凑而简单的选择，

例如对于因环境条件而无法使用光学识别的应用。

它还是全球首个AS-Interface RF识别系统。该系

统可以读写编码载体（ID标签），并具备AS-Interface

的各种优势。它可以轻松整合到现有AS-i网络中，并且

可立即投入使用。

简便的布线是AS-i解决方案的最大优势。一根100 

m长的AS-i电缆可连接多达31个读写头。AS-i电缆还可

以根据具体需要进行分支，并按照生产线的布局进行

布线。它尤其适用于模块化结构，因为只需一根电缆

即可传输数据和供电。

在读取时，RF识别系统使用常用的AS-i模拟协议

7.4进行数据传输。无需使用特殊的软件模块。读写头

可存储传输错误，并可以被检索进行针对性故障分析。

天线、电子元件和AS-i接口被集成在一个紧凑的

外壳中。通过可旋转M12连接器接入AS-i网络，并进行

供电，无需额外的工作电源。这有利于安装和最大限

度地减少布线。

ID标签可选用不同版本，为工件托盘、储罐等提

供灵活的安装选项。

通过使用简单的绝缘分接，AS-i模块可以与黄色

的AS-i扁平电缆连接。为此，电缆可以横向或纵向穿过

模块布置。AS-i模块安装无需任何工具 – 只需使用螺丝

刀即可拆除模块。

不仅是RFID读写头，而且其他传感器（例如光栅

或电感式接近开关可以通过AS-i模块与控制器连接。这

甚至可以进一步减少布线。

作为前端，AS-i主站可采集所有常用现场总线的

所有数据。由于集成了PLC功能，它可以预处理数据，

从而支持工厂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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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安装这套系统比预想

中容易得多，因为读写头在安装和寻址后会立即将数

据发送到PLC。不再需要进一步配置！”

Wessel-Werk的控制工程师Gerhard Feyerabend

介绍了AS-i RFID系统的简单性：

对于易福门来说，RFID与AS-i相结合非常适合用于装配

技术的识别任务，因为它们易于实施。

易福门适用于工业应用的DTS125 RFID系统被用于

无故障工艺流程。该系统是一种紧凑而简单的选择，

例如对于因环境条件而无法使用光学识别的应用。

它还是全球首个AS-Interface RF识别系统。该系

统可以读写编码载体（ID标签），并具备AS-Interface

的各种优势。它可以轻松整合到现有AS-i网络中，并且

可立即投入使用。

简便的布线是AS-i解决方案的最大优势。一根100 

m长的AS-i电缆可连接多达31个读写头。AS-i电缆还可

以根据具体需要进行分支，并按照生产线的布局进行

布线。它尤其适用于模块化结构，因为只需一根电缆

即可传输数据和供电。

在读取时，RF识别系统使用常用的AS-i模拟协议

7.4进行数据传输。无需使用特殊的软件模块。读写头

可存储传输错误，并可以被检索进行针对性故障分析。

天线、电子元件和AS-i接口被集成在一个紧凑的

外壳中。通过可旋转M12连接器接入AS-i网络，并进行

供电，无需额外的工作电源。这有利于安装和最大限

度地减少布线。

ID标签可选用不同版本，为工件托盘、储罐等提

供灵活的安装选项。

通过使用简单的绝缘分接，AS-i模块可以与黄色

的AS-i扁平电缆连接。为此，电缆可以横向或纵向穿过

模块布置。AS-i模块安装无需任何工具 – 只需使用螺丝

刀即可拆除模块。

Wessel-Werk – RFID与AS-i的完美配合

不仅是RFID读写头，而且其他传感器（例如光栅

或电感式接近开关可以通过AS-i模块与控制器连接。这

甚至可以进一步减少布线。

作为前端，AS-i主站可采集所有常用现场总线的

所有数据。由于集成了PLC功能，它可以预处理数据，

从而支持工厂控制器。

在不同的工作站完成真空吸尘器吸嘴的全自动化组装。ID标签芯片被安装在工件托盘的底部。

该芯片最多可存储224位数据。

传感器可以通过扁平电缆绝缘分接头连接到AS-i电缆的任何位置。



自动化专家

保修

年

易福门产
品

适用于所有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创新解决方案：

位置传感器和物体识别，流体传感器和诊断系统，以及识别、总线和控制系统。

针对行业特定要求进行量身定制，例如食品行业中的卫生应用，或者移动机器领域中特

别坚固的应用。通过IO-Link技术，这些传感器为工业4.0做好了准备。

我们非常乐于回答您的自动化问题，ifm – close to you！

让自动化更加容易

电话：400 880 6651电话：400 880 6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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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传感器的更多信息

挖掘机铲斗边缘与距离最近土方的高度

一目了然，这使得Gritzke公司的挖掘机挖掘

深度控制系统成为可能。

特殊功能：它可以改装到任何液压挖掘

机上，而无需篡改其控制器。

安装在挖掘机和插头上的易福门高精度

倾角传感器使之成为可能。

BasicController有助于计算参考高度。

高精度倾角传感器，紧凑的BasicController，可

编程的对话显示器以及专门为此开发的软件，共同构

成了一个高效的系统，使得挖掘机操作人员可以完全

控制自己的任务。

Gritzke – 适用于液压挖掘机的深度控制系统

Gritzke Lasertechnik位于Lemgo。除了其

他业务外，该公司专门从事挖掘深度控制系统。

通过与移动应用传感器和自动化解决方案的

领先制造商之一的ifm electronic合作，双方共同

开发了一种用于精确测量挖掘机铲斗相对高度的

创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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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倾角

首先，参考高度可以通过旋转激光器和挖掘机可

调机臂上的激光接收器进行调平。然后，可以在土方

工程的任意位置确定计划高度。

六个易福门JN型倾角传感器（分布在挖掘机动

臂、上部结构和倾斜铲斗上）用于准确测量X轴和Y轴

倾角。

智能软件根据所有六个倾角传感器的测量结果和已

知的挖掘机臂长，计算出铲斗边缘至土方的高度位置。

特别重要的是铲斗左右边缘之间的三维直线，通

过铲斗上的倾角传感器，这些直线可确保土方作业精

确的平面高度和任意角度。

信号处理和复杂计算在对话模块中进行，该模块

包括显示器、操作键和功能强大的控制器。显示器可

以图形化方式为挖掘机驾驶员显示铲斗刃的当前高

度。如果已达到所需深度，则清晰可见的指示灯还会

向挖掘机驾驶员发出信号。

不再需要设置高度标记，测角器和直接目视。这使

得在夜间或者视线被遮挡的情况下进行作业成为可能。

Dipl.-Ing.Gritzke Lasertechnik的总经理Rolf 

Oschatz说道： “我们解决方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可以

轻松适应不同厂商的各种挖掘机，只需进行简单的参

数修改。”

倾角传感器测量每个挖掘机动臂的精确角度。



适用于坚固应用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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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福门的对话模块 (CR1082) 可作为显示器和数据入口。

此外，集成的PLC可计算高度。

位于挖掘机驾驶员视线范围内的红绿灯可指示铲斗是否

过高或过低。

计算时还考虑了挖掘机铲斗的横向倾角。

建筑机械控制器方面的多年经验和第一手的自动

化专业知识：客户获益于独有挖掘深度控制装置的卓

越质量和可靠性。简而言之：当能力优势互补时，就

可以正确地完成挖掘工作！

系统的其他优点：室外传感器专为宽温度范围 

(-40…85 °C) 而设计。主动温度补偿功能可确保JN型

倾角传感器的精确测量值 – 不受环境温度影响。它们在

0…360度的整个测量范围内具有0.1°的高测量精度，

而且没有跳跃特性。它们通过耐振动和密封的M12连

接器连接。

对话模块配备操作键和图形显示器，挖掘机驾驶

员可随时查看最重要设置的概览。通过按钮、触摸屏

和控制旋钮可以方便、准确地进行相关设置，例如所

需的相对深度。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即可更改基本坐标

系（正交/Euler/万向角）。

Gritzke – 适用于液压挖掘机的深度控制系统

“带操作键和图形显示器的对

话模块可随时提供最重要设置

的概览。”



分布式信号检测和处理

ioControl模块既可作为分布式控制系统中可配置的I/O CAN从站使用，也可以用作

现场的紧凑型PLC。

高防护等级和坚固的外壳使其适合安装在移动机械的潮湿和脏污区域。使用CODE-

SYS编程。

实用的自动化解决方案，ifm − close to you！

专为集成PLC的移动应用而设计的I/O模块保修

年

易福门产
品

电话：400 880 6651电话：400 880 6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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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自动化水平水平

适用于平地机的GRi-P1自动调平系统

没有任何其他行业的竞争压力像建筑行业一样严重。为了保持市场地位，必须不断提高经

济效率。换句话说：通过加快工作速度和改善质量来提高效率。

通过激光水平监测和自动铲刀跟踪功能，

可以实现毫米级的平整。

用于平地机的独有GRi-P1 Gritzke自动校平系统可

显著提高平地机的灵活性和生产率。这有助于节省土

方作业和精细平整所需的材料成本。

该系统可以配备多个传感器；不仅便于操作，还

配有简单自明的用户界面。

例如，当需要将正在建设的数英里的路段平整到

同一水平高度时，每毫米都是十分重要的。仅仅比要

求的高度高出一毫米的平整都很容易导致消耗几卡车

的额外材料。

Gritzke – 适用于平地机的自动调平系统

Gritzke Lasertechnik OHG位于Eastern 

Westphalia的莱姆戈 (Lemgo)。他们的主要业务

之一是开发、生产和销售建筑机械的定位系统。



激光调平

需要灵活的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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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台具有以下设置选项：“门架装置”，

例如“搜索激光”或“停放门架”，

左右门架的自动模式“开/关”，

“两侧门架调节”以及当前高度指示 (1/10 mm)。

只有通过应用高效的现代技术，

才能实现毫米级精度的长距离调平。

在该领域，激光系统已被证明是特别

精确、经济和可靠的。功能原理：一

个固定在三脚架上的激光器绕其自身

轴线旋转以创建激光水平面。该水平

面可以调节至与所需平面平行。安装

在平地机铲刀上的垂直光电接收器可

接收激光束。

智能控制器将跟踪激光接收器和

平地机铲刀，以确保它们始终处于与

“与易福门的合作充满热情和

成功。”

过去，Gritzke使用来自不同制造商的编程控制器

来控制调平系统。缺点：作为系统集成商，Gritzke无

法进行根据客户或机器要求进行特定的调整或软件修

改。软件的所有权属于硬件制造商。单独调整或修改

是非常耗时且成本高昂的，甚至可能被拒绝。

Dipl.-Ing.Gritzke的总经理Rolf Oschatz说道：
激光投影水平一致的精确高度上。因此，驾驶员可以

专注于平地机的水平运动，而铲刀则自动以毫米级精

度保持在参考高度。

如要平整坡面，只需将激光器调整至与所需坡度

平行。根据平地机相对于坡面是纵向、横向或对角运

动，将需要不同的铲刀横向倾角。通过激光系统，可

以自动控制铲刀的倾角。为此，第二个激光接收器被

安装在平地机铲刀的一侧。或者，也可以在铲刀上使

用倾角传感器和/或超声传感器。

Gritzke Lasertechnik OHG位于Eastern Westphalia的

莱姆戈 (Lemgo)。该公司专门从事工程机械控制和定位

系统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他们的客户可以获益于其系

统的卓越品质和可靠性，以及该公司的服务标准。

核心信条：规避市场领导者的产品垄断，即：即使

已经预装电缆，Gritzke系统也可以安装在任何机器上。

为了从常用系统中脱颖而出，Gritzke在将他们的

想法付诸实践的同时，考虑了所有系统的优缺点。

 “大

约2年前，我决定针对工程机械开发我们自己的激光校

平系统。目的是为我们的客户同时提供用户友好性、

高精度和最具竞争力的价格。在我们的开发过程中，

基本上我们并没有从头开始，而是将竞争系统的所有

优势与我们的想法和要求结合在一起。”



合作伙伴易福门

实施

应用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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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在户外测试机器的软

件和硬件，一直持续到深夜。”

应用专业知识是一回事，但是当涉及到系统核

心，即控制器及其软件时，Gritzke或多或少偶然地找

到了他们当前的合作伙伴，易福门集团公司。

Dipl.-Ing.Rolf Oschatz表示：

这是Gritzke与易福门紧密合作伙伴关系的开始。

通过与自动化专家易福门（硬件）合作，Gritzke 

Lasertechnik开发、制造和销售了德国第一台基于

CANbus的GRi-P1调平系统。

随后几个月双方进行了紧密合作。

易福门控制技术的销售专家Dipl . - Ing.Dennis 

Blume，负责大部分的项目支持。该项目是通过与

Gritzke紧密合作完成的，因为新系统的一项重要要求

是拥有Gritzke的内部软件专有技术。安装的核心是适

用于移动应用的易福门CR0033 CAN型控制器。具有图

形显示功能的CR1084对话模块被用作操作单元。

Dipl.-Ing.Rolf Oschatz表示：

该调平系统是同类产品中第一个仅由一家供应商

开发、编程和制造的。

Gritzke – 适用于平地机的自动调平系统

 “与早期硬件供应商

的共同开发是相当缓慢的。最初承诺的支持非常犹

豫，他们更关心销售数量而不是技术支持上。2013年

4月，在BAUMA（全球最大的建筑机械贸易展览会，

编者注）的易福门展位上，我在一次对话中被问到我

们是否需要帮助。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尤其令我印

象深刻的是：他们并没有询问可能的数量，但是承诺

提供全面的项目支持。”

 “与易福门的合作充

满热情和成功。我们经常在户外测试机器的软件和硬

件，一直持续到深夜。这方面非常感谢Hiddenhausen

的Stork Tongruben und Transportunternehmen公司，

该公司为我们提供了一台推土机 (Cat D6T)，并且提供

了一个粘土坑作为测试场地，以进行全面测试。最终

我们得到了回报：18个月之后我们可以实施该系统并

准备好上市。如果没有Mr Blume出色的个人工作，我

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

该系统的核心是易福门适用于移动

应用的32位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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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 – 得益于CANbus

核心：控制器

客户可以从改造、客户特殊要求或者改进的快速

实施中获益。

由于采用模块化概念，GRi-P1 Gritzke系统可用

于不同应用以及建筑机械中任何基于激光的高度监测

和控制。这意味着该系统还可以用于挖掘机的深度监

测，以及轮式装载机、打桩和钻探设备、农业机械或

集装箱升降机的高度和/或摆动角限制。优点：客户无

需进行昂贵的软件更新，因为已经存储了不同的应用

程序并且可以通过一个软件程序选择。如果需要，控

制器也可以用在不同机器上。客户可省去购买双重部

件的费用，例如操作单元、中央处理器或传感器。

通过将可选的应用程序集成到模块化设备中，开

发和硬件成本可以被降到最低。结果：Gritzke系统的

成本约比常用系统低三分之一。

这是第一个使用CANbus接口进行数据传输的系

统。数据从激光接收器或者倾角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

传送到控制器的速度最多可提高五倍。

为了确保从激光接收器到控制器、再到推土机铲

刀的阀门控制器的快速信号链，这种控制器中的快速

数据传输和处理是必须的。这是实现毫米级精度作业

的唯一方法，即使在高速下。

它具有多达16路多功能输入和输出，以及4个CAN

接口。控制器的核心是先进快速的32位处理器，封装

在紧凑的IP67金属外壳中。它的监测和保护功能即使

在极端工作条件下也能够可靠运行。大量的多功能输

入和输出允许使用应用软件（带CODESYS的 I EC 

61131-3）轻松地精确调节各个应用。根据输入类型，

既可以配置为带诊断功能的数字、频率或模拟输入，

也可以配置为电阻测量的输入。

Gritzke与易福门合作开发和构建了可销售的系统。

此外，还会工程机械的操纵杆、开关和按钮都会

被采集，并通过CANbus传输到过程控制器。

如有必要，用户可以在图形操作单元上手动更改

自动调零。开关可以在操作单元上轻松完成，例如开

关倾角传感器或超声波传感器（按照地面参照物进行

平整，如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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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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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成功得益于多年的应用专业知识，强大

的硬件以及最重要的将特别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意

愿。再一次，“德国制造”设立了新标准。

Gritzke – 适用于平地机的自动调平系统

符合ISO 11898标准的4个CAN接口支持所有重要

的总线协议，不同的波特率，以及透明或预处理的数

据交换。新型控制器专门设计用于车辆移动应用和移

动自动化，能够可靠地执行复杂的比例功能。

得益于防护等级达IP67的密闭铸铝外壳，PDM360 

NG对话模块既可以用在驾驶室内，也可以用在户外，

通过表面和面板安装。

耐刮擦的7英寸TFT彩色显示屏，800 x 480像素的

分辨率和18位的色深提供了出色的图形表示。PDM360 

NG提供了9个带触觉反馈的背光功能键用于操作。此

外，根据型号还可选用带按钮或导航键的编码器。

功能强大的32位控制器可使用符合IEC 61131-3标准

的CODESYS系统进行编程。除了1 GB的内部存储器外，

用户还可以通过集成的USB 2.0端口连接外部媒体。

符合ISO 11898标准的4个CAN接口支持CANopen、

SAE J1939或自由协议。通过结合100 Mbit以太网接

口和Linux操作系统，可构建一个用于与其他车辆部件进

行联网和通信的通用平台。连接通过安全可靠的M12连

接器进行。

易福门公司的Dipl.- Ing.Dennis Blume在现场工作：

控制器在推土机上进行测试，现场一次又一次的调整编程。

客户只会获得功能完美的产品。

用于可视化和数据输入的易福门CR1084
对话模块。



可靠的移动机器控制

现代车辆和移动机器需要强大的控制电子设备。

新型ecomatController带有2个独立且强大的32位PLC，其中一个是独立的安全控

制器 (SIL2/Pl d)。

除了众多可配置的I/O端口外，还配备2个以太网口以及4个支持CANopen、

CANopen Safety和J1939协议的CAN接口。

坚固、可靠而强大。ifm – close to you！

集标准和安全控制器于一身

电话：400 880 6651电话：400 880 6651

保修

年

易福门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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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柜中的热量是非常昂贵的！

低温 = 长使用寿命

纤薄
且低热耗
控制柜中高效的新电源

为了消除细菌和真菌，必须严格控制环境

参数，例如空气中的颗粒物数量、环境温度和

空气湿度。

洁净室中的最佳环境温度为21°C。如果温

度过高，则需要使用冷水机降低室内温度。

生产、包装和消毒医用服装时，优先级最

高的是卫生。

为了降低空调的能源成本，该公司规划和建造其

生产设备时，尽可能减少了洁净室中所用组件散发的

热量。

NOBA技术经理Michael Rohe说道：

在控制柜中，电源是主要的热源。相比于过去使

用的变压器电源，传统的电子开关模式电源非常高

效。但是，它们永远无法达到100%的理想效率。实际

效率与100%理想效率之间的差值将转换为热能，从而

加热控制柜。

在许多工业设施中，控制柜中的热量可能是微不

足道的。然而，在NOBA这样严格限定的洁净室条件

下，热损耗的成本要高出一倍：一方面会产生能源成

本，另一方面必须通过高能耗的空调来补偿热损耗。

因此，NOBA选择使用易福门的新型电源。它们以

高达94%的超高效率而著称。该效率值要比其他制造

商的同类开关电源高出1%到2%。

NOBA Verbandmittel –
控制柜中高效的新电源

 “在洁净室中

使用低功耗设备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洁净室内的热量

必须用冷水机再次冷却以保持温度恒定，而这是非常

昂贵的。此外，控制柜中的低功耗设备通常不再需要

使用通风机来冷却控制柜，因此可以消除洁净室中由

控制柜通风机等装置导致的紊流。”

非常凉爽：ifm新一代电源拥有高效率等级，不会提升控制柜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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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福门的新电源

强大的附加功能

结论

基于易福门多年的应用专业知识，我们清楚地知

道自动化技术对电源的要求。因此，我们的新一代电

源集成了许多附加功能，以确保在所有运行阶段均具

有可靠的功能。

易福门新型开关电源的电容器充电是由微处理器

控制，而非使用简单的NTC电阻来限制浪涌电流。电

源的这种“软启动”可确保电源上游的保险丝无需按

照更高的浪涌电流设计。这样可在电源初级侧提供额

外的安全性。

次级侧的额外功率储备可确保电源在发生短路的情

况下仍然提供足够的电流，以可靠触发下游断路器。

易福门电源具有20%的额外功率储备，允许设备

可以在稍后的某个时间扩展。

电源可补偿数毫秒的短暂电压骤降（例如由供电

网络的开关操作所导致）。

数据表中通常不被注意的内容可能会对设备的寿

命和可靠性产生重大影响。NOBA意识到了新型易福门

电源的优势。因此，他们可以节省运行成本并创造理

想的气候条件，以可靠地满足高生产要求。

初看起来，这似乎并不是很多。但是计算结果表

明，1%或2%的效率差异将在一年内造成明显的能源

成本增加。特别是在本应用中，补偿性空调需要额外

的成本。

实际上，这种热损耗可能导致控制柜中的温度额

外升高10度。而对于某些电子元件（例如电解电容

器），这个10度的温差可能会导致使用寿命减半。

机器控制器通常直接安装在电源旁边。因此，更

高的效率水平尤其会影响控制柜中安装的PLC的使用寿

命。简而言之：控制柜中的温度越低，设备控制器的

使用寿命就越长。

2013年，易福门重新设计了其电源系列。新一代

电源产品包括输出电流为3.3至20 A的24 V DC开关电

源，以及输出电流为2.8至8 A的AS-i电源。所有这些设

备都集成了具有最高效率、长使用寿命和强大性能的

组件和电路。

这些新电源的核心是高效紧凑的电路设计。因

此，相比于其他制造商额定功率相同的电源，易福门

的电源更加纤薄，并且在控制柜中所需的空间更小。

通过新一代电源，易福门为要求控制柜越来越小的机

械制造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紧凑性是以牺牲组件尺寸和

降低功能为代价的。但是研发人员却证明了完全相反

的事实：组件的尺寸设计使得电源可以在额定上限下

永久运行。它们几乎在整个温度范围内都能提供规定

的标称功率。因此，对于易福门电源，通常无需电源

“超尺寸设计”来提供功率储备，实现更长的使用寿

位于鲁尔区 (Ruhr) Wetter的NOBA Ver-

bandmittel公司为世界各地的医院、医生诊所

和药房生产各种类型的绷带和服装。

命。这节省了空间和成本。高达0.89至140万小时（取

决于型号）的MTBF值，相当于100至160年的使用寿

命，证明了这一点。仅在环境温度为60°C时，才会发

生小幅降额（功率下降）。



清洁适用于清洁
水的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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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过滤的过程控制

水净化正日益成为重要的

生产要素。现代化流体传感器

可确保高效节能的净化过程。

流量传感器监控泵下游清洁剂的进料流量。

横流过滤的工作原理是特别高效的：废水被压入

回路中流过薄壁多孔毛细管。只有纯净的水才能穿过

该滤膜。而被污染物渗入的水会继续循环，直至也被

逐渐净化。

数百根这种毛细管被集成在一个高度约为1.5米的

过滤模块中，这可以获得75平方米的过滤面积。根据

要求的吞吐量，多个模块可以并行运行。该系统配有2

行各9个模块。每个系统对应1,350平方米的过滤面

积，每小时可净化300,000升废水。

现代传感器有助于监控设备的各种处理过程并确

保它们在最佳范围内运行。这是以最低能量输入实现

最高过滤性能的唯一方法。Romfil的设备完全依靠于易

福门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已被证明是特别可靠的。

Romfil – 水过滤的过程控制

Romfil GmbH的Aquacross W675横流过

滤系统每小时可过滤最多300立方米的水 – 相当

于大约100平方米公寓的体积。

该系统可以将经过预处理但仍受污染的水

过滤成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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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流量监控

过滤器中的液位

横流过滤系统每小时最多可过滤300立方米的废水。

一个易福门LMT100型点液位传感器被安装在第一

个过滤器模块的底部。它可以监测过滤器内实际上是

否有要过滤的水。

LMT系列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对沉积物不敏感。

传感器的PEEK探头具有Ra <0.8 μ的超光滑表面，

几乎不可能粘附污垢和介质残留物。即使是泡沫或粘

性介质，也可以可靠地检测液位。

为了使过滤毛细管达到其最佳效率，需要精确的

压力值来驱动废水在过滤器中循环。

因此，易福门PF2654型压力传感器被安装在过滤

器滤芯的进水管路中。这款嵌入式安装传感器的额定

测量范围为-0.5至10 bar，并具有0.6%的极高精度。

结合无O型圈的密封概念、过载保护和无漂移的陶瓷测

量元件，可确保传感器长期免维护运行。

压力传感器有两路开关输出。第二路输出也可以

配置为模拟输出（4…20 mA或0…10 V）。字母数字

LED显示屏可帮助进行参数设置，也可以作为测量值的

显示器。

除了压力外，还可以在进水管路中监控系统温度。

TA3437单元是一种通用温度变送器，具有4...20 mA

模拟电流输出。通过使用A级精度的Pt传感器元件和内

部校准，该单元可达到很高的精度。此外，成熟可靠

的易福门膜片技术可确保出色的响应时间，T05 = 1 s

和T09 = 3 s。除了高达IP 69 K的防护等级外，完全密封

和焊接的不锈钢外壳还确保了高机械稳定性。外壳设

计可减少污垢堆积，并允许进行全方位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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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空

清洁剂的流量监控

压力变送器监测使用压缩空气的设备清空过程。

设置也十分容易。无需根据介质进行调整，因为传

感器已经在工厂预设。液位检测不受方向影响。LMT的

紧凑型传感器测头使其甚至能够集成在DN25管道中。

采 用 高 质 量 外 壳 材 料 ， 如 高 等 级 不 锈 钢 

(316L/1.4404)和PEEK的传感器满足卫生领域的所有要

求。该传感器还有激光标签和高防护等级IP 68/IP 69K。

有时，必须排空整个设备，例如在清洗操作前后。

使用压力变送器测量压缩空气来监控这个排空过程。

PP7554传感器的特点是高达0.5%的总精度、紧凑

的不锈钢外壳和0.5%的开关点精度。

使用陶瓷电容式测量元件的压力感应原理可确保长

期稳定的可靠测量值。用户可以选择两路开关输出，或

者一路开关输出和一路诊断输出。传感器还具有

滤膜必须定期清洁以确保长使用寿命。这是使用

精确计量的不同清洁剂完成的。在自动清洗过程中，

易福门流量传感器被用于流量监控。

SI5000型传感器采用量热工作原理，因此无需机

械活动部件。即使是难以测量的介质，也可以确保长

时间的可靠监控。该传感器采用微处理器技术，易于

操作。流量和开关点只需通过按钮即可设置。多色LED

柱状图可显示测量值和开关点。可选用各种适配器作

为附件，以确保快速可靠的过程连接。

Romfil – 水过滤的过程控制

“Romfil使用易福门传感器

已经有很长的时间。”

IO-Link功能。这不仅确保了数字过程数据的传输，还

可以确保通过控制器或PC的参数设置或诊断。

过滤模块中的液位监控：即使有沉积物或泡沫，

LMT100也能够可靠地检测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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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进水流量监控：进水管路中的温度变送器和压力传感器。

许多过程参数对于水过滤是十分重要的。针对这

些应用，易福门提供了完整系列的传感器。精确且免

维护的传感器具有长期稳定性，可确保设备的高效可

靠运行。因此，Romfil使用易福门传感器已经有很长的

时间。

监控气动系统

设备中的所有阀门都是气动操作的。阀门控制所

需的6bar系统压力通过安装在控制柜中的易福门

PQ3834型压力传感器监控。压阻式硅元件测量范围为

-1到10 bar。该元件对于系统中可能出现的液体（例如

冷凝水）和沉积物不敏感。此外，它还确保了非常高

的精度。

显示器颜色可选：红色或绿色。例如：在可接受

的范围内时，测量值显示为绿色，当超出或未达到选

择的开关点时，测量值变为红色。这提供了最佳的可

视性。两路可编程开关输出或者一路开关输出和一路

诊断输出提供了灵活的使用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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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第一的隧道衬砌

几乎所有人都曾经在电视中看到过这样

的场景：从山脉深处的岩石中爆破出隧道断

面，或者使用巨大的隧道掘进机将其挖空，

就像令人难以置信的长达57公里的Gotthard

隧道一样。

然而，真正的工作实际上是在爆破或钻

探之后开始的，因为开始危险的衬砌工作

时，管道已被压入岩石中时。

为了实现最高的安全性和效率，适用于

最恶劣环境的绝对可靠的移动控制系统是至

关重要的。为了完成这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并满足所有要求，这家成立于1979年的中型

公司主要依靠来自埃森 (Essen) 的自动化专

家ifm electronic的系统和产品。

GTA Maschinensysteme –
安全第一的隧道衬砌

安全
不是
魔法

车辆的功能

为了处理更大的隧道横截面，GTA开发了特殊的

车辆，例如NormLifter 1600 T，该车辆的前部配备了三

个灵活的伸缩机械臂。外面的一对伸缩臂可扩展，带

有供操作员使用的独立工作平台，覆盖范围广。中间

是一个带伸缩机械手的工作臂。它可以将重达1200公

斤的各种钢制支撑件举升到隧道顶面上，以承受巨大

的压力。矿工可以使用这两个工作平台安装拱形件和

完整的支撑结构，以便在需要的地方精确地支护岩壁

和岩顶。然后将安装钢垫和电缆桥架。作为一个“团

队”，三个伸缩臂可以轻松覆盖最大12 m高和16 m宽

的工作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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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SafetyController执行控制任务以确保安全

可扩展的独立工作平台。

必须特别注意监控转动范围，因为根据覆盖范围

和提升高度，在特定车辆负载下可能会发生危险的倾

覆力矩，这可能会导致车辆翻倒。

因此需要持续的稳定性监控。车辆的这些综合监

控功能不能只由机器操作人员执行。最新技术必须确

保机器在功能安全方面遵守所有安全相关的欧洲标

准，以确保随时保护操作人员。

GTA依靠 ifm electronic公司成熟可靠且经过认

证的ecomatmobile安全控制器以及防故障传感器来执

行协调和监控任务，例如车辆的稳定性、升降平台和

伸缩臂的作业范围以及整个机器的动态负载。这些强

大而坚固的传感器是专为在移动机器的极端工况下使

用而设计的。即使面对恶劣应用条件下的复杂要求，

易福门的整个安全和控制技术之间的相互配合也能完

美发挥作用。

 GTA设计

部门的机电工程师Benedikt Klump说道。

“所有安全相关组件

都来自于易福门。”

哈明克尔恩 (Hamminkeln) 的GTA Maschin-

ensysteme GmbH公司专门生产用于衬砌隧道的

多用途车辆，其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使用。

“所有安全相关组件都来自于易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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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稳定器 – 安全的基础

两个SafetyController协同

伸缩臂、工作平台和机械手控制

GTA Maschinensysteme –
安全第一的隧道衬砌

稳定器在增强车辆的安全运行方面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每班开始时，操作人员应首先取消车辆的安

全状态。首先，所有伸缩臂和稳定器都已经缩回。

NormLifter的支撑系统由四个稳定器组成，每个角各有

一个；其中前两个稳定器还可以水平延伸以加宽支撑

底座。

安装在每个前部水平和垂直稳定器中的四个

IGS204型电感式接近开关将发送信号到小型CR0403 

BasicController，并指示所有液压缸是否完全缩回。相

同型号的接近开关也被安装在只能垂直伸缩的后部稳

定器中。这些接近开关可以通过CR2033 I/O模块将稳

定器的位置发送到CR7032主控制器。除非已收到所有

信号，否则车辆不会移动。在稳定过程中，水平液压

缸的末端位置通过两个安全相关电感式位置传感器 

(GI701S) 和一个32位安全控制器 (CR7032) 检测。它们

将发出一个安全信号，指示前部支撑已经水平伸出。

只有位置传感器指示水平液压缸的终端位置正确时，

才能降下外部垂直稳定器。

前部稳定器的液压使用ifm electronic的压力传感

器检测。如果超过了规定的压力增量，则稳定器的下

降状态和两个称重传感器的信号会反馈到32位安全控

制器（CR7032，带有ecomatmobile系列的32个输入/

输出）。这样可以确保安全关闭各种阀门和继电器，

例如紧急停车阀或驻车制动器。此外，前部稳定器的

动态作用力通过SafetyController中的功率测量系统进

功能强大的CR7032 SafetyController确定所有稳

定器的安全状态后，才可以操作伸缩臂。在车辆安装

过程中，系统备用控制器会妥善检查“稳定”安全功

能是否正确激活。它可以控制车辆并通过其80个多功

能和可配置的输入 /输出与其他SafetyContro l le r 

(CR7132) 进行持续通信，控制工作平台和机械臂。如

果出现严重错误，两个32位SafetyController都可以紧

急停车，并使车辆进入安全状态。如果出现不太严重

的错误，则车辆提前定义的部件仍然可以运行。并非

所有部件都必须关闭。为此已设置预定义功能。

NormLifter的两个升降平台可以执行八种运动功

能，例如提升、降低、旋转、伸出和缩回伸缩臂以及

倾斜。具有打开和关闭夹爪功能的机械手以及工作平

台都固定在一个伸缩臂上。三个伸缩臂上均配备了一

个 IM5124抗磁场干扰电感式接近开关（校正系数

K=1）。由于加强拱的部分分段是焊接在一起的，焊接

电弧形成的巨大磁场可能会干扰传感器。这种耐磁场

的接近开关尤其适合用于这类环境。它将提供一个开

关信号指示低于三米的提升高度。此外，用于检修平

行评估，以确保支撑腿充分承载并且没有伸展到孔洞

或者不平坦地面上。

台的两个伸缩臂还配备了一个IFM204接近开关，每个

接近开关会在伸缩臂到达其中心位置时发出一个开关

信号。此外，两个伸缩臂中还安装了一个GM504S型无

磨损防故障电感式接近开关，可发出信号确认伸缩臂

是否已缩回。

直至两个伸缩臂完全缩回之后，CR7132 SafetyCon-

troller才将下部稳定器的控制权交给CR7032 SafetyCon-

troller。这确保了稳定器仅在工作机械臂处于其运输位

置时才能缩回，并确保了车辆的稳定性。

CR7132 SafetyController还提供总共32个比例阀的

PWM控制，以控制三个伸缩臂的功能。此外，工作平

台在运行期间会自动调平。工作平台上的操纵杆通过

CANbus连接到上级PLC。

ifm electronic ecomatmobile系列强大的CR7
型SaferyController确保移动应用的安全。

CR2033坚固型分布式I/O模块通过CANbus
向控制器传输信号。

安装在驾驶室顶部的CR1083触摸屏

提供了快速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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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紧凑型模块支持分布式布置

结论

前部的垂直升降液压

缸和两个水平伸缩臂

确保了车辆所需的稳

定性。

GTA使用易福门特别坚固的CR2033 IO紧凑型模

块，通过CANbus对传感器和执行器进行分布式处理，

该模块可将液压油液位和温度、柴油液位、驱动油压

和驱动温度传输到控制器。该模块还会接收后部稳定

器中电感式接近开关 (IGS204) 的输入。由于其灵活的

输入/输出配置，该模块被广泛使用。NormLifter 1600 

T驾驶室中还安装了ifm electronic紧凑强大的24路输

入/输出CR0403微型控制器。它可以执行多种功能，

例如评估仪表板上的各种操作和显示要素。它还可以

作为CAN网关，通过J1939协议控制柴油发动机。

GTA完全依靠ecomatmobile系列可靠的智能传感

器和系统，这些传感器和系统专为与安全相关的移动

应用而开发，可用于高要求的隧道衬砌工作，并且可

实现很高的安全水平。即使在极端的工作条件下，它

们也可以毫无问题地执行监控和保护功能。

Benedikt Klump总结了易福门的产品以及与易福

门的合作：

NormLifter的两个升降平台可以执行八种运动功

能，例如提升、降低、旋转、伸出和缩回伸缩臂以及

倾斜。具有打开和关闭夹爪功能的机械手以及工作平

台都固定在一个伸缩臂上。三个伸缩臂上均配备了一

个 IM5124抗磁场干扰电感式接近开关（校正系数

K=1）。由于加强拱的部分分段是焊接在一起的，焊接

电弧形成的巨大磁场可能会干扰传感器。这种耐磁场

的接近开关尤其适合用于这类环境。它将提供一个开

关信号指示低于三米的提升高度。此外，用于检修平

台的两个伸缩臂还配备了一个IFM204接近开关，每个

接近开关会在伸缩臂到达其中心位置时发出一个开关

信号。此外，两个伸缩臂中还安装了一个GM504S型无

磨损防故障电感式接近开关，可发出信号确认伸缩臂

是否已缩回。

直至两个伸缩臂完全缩回之后，CR7132 SafetyCon-

troller才将下部稳定器的控制权交给CR7032 SafetyCon-

troller。这确保了稳定器仅在工作机械臂处于其运输位

置时才能缩回，并确保了车辆的稳定性。

CR7132 SafetyController还提供总共32个比例阀的

PWM控制，以控制三个伸缩臂的功能。此外，工作平

台在运行期间会自动调平。工作平台上的操纵杆通过

CANbus连接到上级PLC。

运行数据显示和诊断功能

CR1083是最新一代的PDM NG过程数据监控器，

用于为车辆驾驶员清晰可见地显示大量过程和诊断数

据。所有相关数据都显示在7英寸的彩色触摸屏上。这

个用户友好的装置还提供了带触觉反馈的背光功能

键。这有助于NormLifter的安全操作。

 Benedikt 

Klump说道。

“CR1083中集成了一个带实时时钟的控制器，以

便为安装人员和操作人员提供合理的诊断。”

 “所有设备都来自同一个供应商，它们可以

协同工作并且完美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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