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Discovery & APS
电梯安全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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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我们了解我们的客户以及他们的处境和市场。我们广博的专业知识和对技术的无比热忱

促使我们今后能够开发出最先进的解决方案。

开拓

我们正在不断地寻求新的可能性。通过富有远见和非常规的想法，我们吸引并抓住客

户，不断地扩展我们在全球传感器解决方案领域的领导地位。

可靠

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的名字代表着一贯的瑞士品质，这使得我们全球的客户

都能够全心全意的信任我们。

CEDES致力于开发智能的安全传感器解决方

案。我们将瑞士品质与开拓精神相结合，

以加强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客户的创新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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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ES公司在过去几年中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开发与安全

相关的传感器和控制系统。我很自豪地向你们展示我们

通过努力所取得的最新成果：iDiscovery接管了电梯的

大部分与安全相关的功能，它甚至能够处理门信号，这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CEDES集团首席执行官Christian-Erik Thöny

我们每一块电路板的生产都通过厂内现代化的SMD设备

完成。我们以谨慎和专业的态度执行组装和最终测

试，当然也是厂内测试。在安全问题上，我们不会外

包给任何CEDES以外的人。

SMD测试主管Mirsada Buzimkic

保证高水平的安全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的客户需要操作

一个复杂的系统。相反，我的团队已经成功的掌握了在开

发一台PESSRAL设备和交付一个面向实践、易于操控的系

统之间的平衡。在这方面您无需多虑！

iDiscovery工程主管Marcial Lendi

扫描二维码

并找到完整的语句。

扫描二维码

并找到完整的语句。

扫描二维码

并找到完整的语句。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sJ-0mXIRZ49K0I-HBB7lrA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sJ-0mXIRZ49K0I-HBB7lrA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sJ-0mXIRZ49K0I-HBB7lrA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sJ-0mXIRZ49K0I-HBB7lrA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sJ-0mXIRZ49K0I-HBB7lrA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sJ-0mXIRZ49K0I-HBB7l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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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iscovery是一款功能强大的符合EN 81-20/50标准的轿厢位置监控单元。与CEDES的APS

（绝对定位系统）结合使用，它可以接管一部分与安全相关的电梯功能。这个高度

集成的系统消除了目前常规电梯对许多独立系统和部件的需求。APS和iDiscovery相结

合显著地降低了电梯设备的成本和复杂性，同时极大地减少了安装时间。

安全功能
iDiscovery监控电梯轿厢的位置和速度，轿厢门和厅门的状态，以及电梯的其他状态信号，如

紧急操作和检查控制开关。在不安全的情况下，iDiscovery打开安全链。此外，iDiscovery还

提供了两个额外的输出触点，触发一个额外的紧急刹车和一个电控安全钳。

iDiscovery接管的电梯安全相关功能

 X 门的监控

 X 平层、再平层和预开门操作

 X 轿厢意外运动的检测 (UCM) 

- 门区速度监控 

- 监控目标楼层的门区是否留有打开的门

 X 不同限速下的超速检测

 X 减行程控制 / ETSL

 X 最终限位开关

 X 桥接门触点进行维护（BYPASS）

 X 检查门触点是否有故障（桥接）

 X 安全钳监控

配置和自学习过程

额定速度和限位开关的安全配置是通过安装在代码条

上的配置夹来进行的。这实现了在现场进行设备安全

参数的配置，配置也可以在现场更改，设备可以重新

完成教学。配置夹和楼层指示夹的结合使用，实现了

完全自动化的教学过程，确保了配置和自学习过程的

高效直观。

电梯安全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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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井道

iDiscovery消除了目前对许多单独系统和组件的需求，包括门区功能和减速控制

系统所必须的最终限位开关、UCM检测设备、传感器、叶片和安全继电器。此

外，与电控安全钳相结合后，机械限速器（包括调速器绳索和绳索张力装置）也

将被淘汰。这为井道的整体尺寸优化提供了基础，从根本上简化了整个井道。无

需再对安全相关的机械系统及部件进行费时、复杂、精密的安装、调试和维护

简化配置过程

iDiscovery是在作业现场进行配置的。安全相关参数的安全配置，例如额定速

度，是通过安装在代码条上的配置夹来进行的。安全相关的配置也可以在现场更

改。现场配置使得以不同额定速度进行预配置的管理和存储设备被淘汰。这使得

在整个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规划、安装和操作)都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便捷性。

简化自学习过程

iDiscovery的教学过程是自动且直观的。电梯以检查速度从底部移动至顶部。额

定速度、底层、顶层、最终极限和楼层位置都从安装在APS代码条上的配置夹和

楼层指示夹中读取。这个过程简单而快速---这是提高效率的一个优势。

新的简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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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

轿厢门

厅门门

电控安全钳

安全链

紧急制动紧急操作面板

检查操作面板

电梯控制器

短路功能

配置夹

楼层位置指示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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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性能水平

自主能力

iDiscovery和APS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治系统，运行范围可达1500m，运动速度可达

20m/s。iDiscovery只需要与电梯控制器进行最少的交互。一个支持CANopen DS417

标准的CAN接口就足够了。安全功能独立运行。高度的自主能力使得iDiscovery可

以简单的集成到电梯系统中。iDiscovery及其安全功能符合IEC 61508对SIL 3的要

求，并可以在符合EN81-20的预期应用中使用，从而确保iDiscovery符合欧盟型式

试验认证。

灵活

iDiscovery以模块化的方式设计，在选择与不同电梯产品线进行功能匹配时，这保

证了最大程度的灵活性。它在选择实地安装位置时也非常灵活。由于独立于APS的

安装位置，且APS传输数据的能力高达1500米，因此iDiscovery可以安装在最合适

的位置，确保最佳的可访问性。它可以直接安装在机房的电梯控制器上，也可以直

接安装在厅门门框上的或在轿厢的控制器上。

电子限速器

iDiscovery和APS相结合的特点是采用纯电子取代限速器。如果iDiscovery检测到

超速，专用安全输出会断开安全回路，使电梯停止并启动机械制动器，或触发电控

安全钳。

非接触 

CEDES的APS（绝对定位系统）是一种用于电梯的非接触式绝对定位系统。它支持高

达20米/秒的速度和高达1500米的距离。非接触原理使系统运行无磨损，无噪音，

并将维护的限度降到最低。由于使用了导向夹，代码条即使在高速运行时也能始终

保持在适当的位置。由于采用光学非接触原理，除了绝对位置外，携带卡夹的条码

带还可以读取到楼层指示器和配置参数。这为iDiscovery现场安全高效的配置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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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位开关

减行程控制

门区监控

限速器张力装置

限速器钢绳

限速器

常规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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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控制器

电控安全钳

iDiscovery

APS

配置夹

1  顶层

2  加速 (可选)

3  减速

4  底层 

楼层位置指示和导向夹

简化后的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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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控制器

iDiscovery

新的灵活水平

安装位置 
1  门框上电梯控制器附近

2  电梯轿厢上方或内部

3  机房内

iDiscovery

电梯控制器

电控安全钳

APS

iDiscovery

APS

电梯控制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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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h x w x d) 103.6 x 56.6 x 45.6 mm

防护等级 IP65

位置分辨率 0.5 mm

速度分辨率 1 mm/s

速度测量范围 ± 0 … 20 m/s

APS传感器及APS代码条

之间的间距

105 mm

读取误差 

距离

左右

± 15 mm
± 15 mm

代码条的最大长度 1500 m

认证 CE, TÜV, CSA

安全目录 SIL 3

相关标准 EN 61508:2010
EN 81-20/50:2014
CSA B44.1-14 / ASME A17.5-2014  
ASME A17.1-2013 / CSA B44-13

外壳(h x w x d) 206.7 x 88.5 x 60.0 mm

防护等级 IP20

额定升速和降速 可通过卡夹进行配置0…16m/s

电梯控制接口 CANopen DS417

版本 有/无安全钳控制模块

认证 CE, TÜV

安全目录 SIL 3

相关标准 EN 61508:2010
EN 81-20/50:2014

iDiscovery

APS

技术规格

iDiscovery

电梯控制器

电控安全钳

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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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ter Controls公司在过去的4年里已经安装了超过3000

个APS。我们的客户喜欢APS简便的安装方式和高度的可靠

性。能与CEDES公司和iDiscovery合作，我们感到非常高

兴和兴奋。我们希望这将使我们电梯的安全性达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

Stuart Davidson 

Lester Controls总经理

iDiscovery可以很容易的集成到我们的控制系统设计中。

它简化了安全链，减少了安全链中传统安全部件的数量。

通过CANopen DS417协议的通信方式以及与MPK411前端的

完全集成，简化了现场技术服务人员的安装和验证。

Lars Kollmorgen 

Kollmorgen Steuerungstechnik GmbH总经理

扫描二维码

并找到完整的语句。

扫描二维码

并找到完整的语句。

https://youtu.be/c3sxz86k9Vw
https://youtu.be/HjnMyWJonSU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sJ-0mXIRZ49K0I-HBB7lrA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sJ-0mXIRZ49K0I-HBB7l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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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CEDES AG
Science Park
Kantonsstrasse 14
CH – 7302 Landquart
+41 81 307 23 23
info@cedes.com
www.cedes.com 00

1 
22

3 
zh

 | 
19

09
09

 | 
V 

1.
0

工业门

CEDES 的应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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