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RECTbuilding

现代照明管理
打破流明每瓦的思维限制

极具感染力的照明场景带来全新办公体验

楼宇电气安装——更好的安装技术

创新LED照明设备成为即插即用解决方案

编者寄语
本期

亲爱的读者们：
照明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它会对我们的健康和工
作效率产生巨大影响。工作时如没有足够的自然光，就
需要通过人造光源来加以补充或完全替代，以便在各
种工作环境下构建最佳照明。同时，照明也是楼宇中最
主要的耗电设备。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良好的照明与能
源效率是相互矛盾的？为了让您更好地了解技术上的可
能性和市场动态，我们与这一领域的专家进行交流，并
从不同角度对照明管理这一课题进行了调查。

欲了解问题的答案，请阅读观点鲜明的采访报
道——照明设计师和能效专家Mathias Wambsganß专
访(24页），以及一篇针对飞利浦汉堡新总部的深度报
道(18页）。在第28至31页，我们带您走进我们公司内
部，为您呈现照明控制所带来的可能，其中以我们自身
的生产车间为例，展示了一个完全使用WAGO全新照明
管理系统的项目。
此外：我们的客户杂志也展现出了全新的外观。清
晰的线性设计和新的结构，将会带来更明确的方向和
更高的透明度。当然，我们保留了应用报道和专业文
章等多个成熟栏目，并尤其保留了我们的高品质，我们
知道这也是您对我们产品的期待与要求。衷心希望您
会喜欢杂志的新外观，也祝愿您能在阅读WAGOdirect
building时收获愉悦！
Florian Trem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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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话题
现代照明管理
照明管理——是否有这个必要？从纯数学的角度考
虑，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每一个照明系统最初都是超额配
置的，目的是在将来还能提供所需最低限度的照明。如果
没有控制器，那么节能几乎为零。从用户的角度来看，如果
缺少一些调节或控制，是没有人能够喜欢的。如果控制只
是开灯关灯，那么也显得过于落伍。尽管有这么多理由，但
无论是在新建还是改造项目中，找到适合的照明解决方案
绝非易事。除了节能目标，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会起重要作
用，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会转变成一个涵盖多个领域的复
杂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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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物联网”

思科的柏林创新中心采用物联网系统，借WAGO BACnet控制器与传统楼
宇系统通信。

“物联网”
在楼宇中取得一席之地
随着“思科openBerlin创新中心”的开放，
这个互联网和网络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正
在谱写楼宇技术的新篇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位于柏林舍恩贝格EUREF园区的一家工厂
已经转变成舒适的办公场所，成为思科的“物
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IoT)创意工厂和创新
平台，为更多创意与创新的产生创造了一个基
地。这个项目的实施也需要注重创新的合作伙
伴参与。其中包括HOSCH Gebäudeautomation
与WAGO、IoT专家relayr和很多其他初创企业。
乍看之下，思科创新中心大楼的魅力就可直抵人
心。建于二十世纪早期的这座古老砖砌工业建筑外表
温暖、迷人，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初创企业而非跨国IT
公司。而这正是策略的一部分。
“我们关注的不是楼宇
技术这种事情，而是在这里工作的人们，我们关注的
是如何才能让他们感到舒适，让他们的创造力不受羁
绊”，openBerlin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Mitko Vasilev
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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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是openBerlin的核心，其关注的是生产、运输
和物流。该项目旨在为思科的合作伙伴、初创公司及其
他企业增添一个开放平台，帮助实现全球加速发展。因
此，这个创意工厂被设想成为一个开放式结构，并设置
了100个工位。思科意图吸引来自知名机构、客户以及合
作伙伴公司（例如azeti、博世和英特尔）的研究人员、开
发人员和代表一同开发创新物联网解决方案。

BACnet/IP主干网络
大楼的前身是一家工厂，临近柏林煤气鼓，生产
一直持续到2014年才结束。因此，就时间而言，将这个
生产厂改造成创意工厂有着极高的难度。为了打造一
个鲜活的“物联网”样板，思科还设置了极高的技术门
槛。这包括给大约1000 m2的空间配备10,000多个传感
器和高科技通信单元，旨在探测楼宇内当前情况以及内
部人员活动和位置的最详细信息。数据收集的范围极
为广泛，从照明和气候条件一直到面部识别，再到智能
手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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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物联网”

BACnet控制器可以检测楼宇
内的能耗，控制所有可调节室内温
度的泵、风扇和通风孔，并且还控
制整栋建筑物内的照明。

在为楼宇选择技术时，开源标准和通信能力成为
最重要的指标。在合作方面，Vasilev强调说：
“为了能
顺利实施这个项目，我们需要合作伙伴相信我们的眼
光，乐于接受新理念，并且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能在有
限的时间内保证项目的成功完成。”这个团队只有三个
月的时间设计和安装楼宇自动化。至于IP方面的问题，
思科求助于柏林的物联网专家relayr。来自特尔托的系
统集成专家HOSCH Gebäudeautomation及其来自明登
的技术合作伙伴WAGO则提供了设计并实施了楼宇技
术。WAGO装有CODESYS的750-831 BACnet/IP可编程
现场总线控制器构成了系统的核心。作为IP传感器与传
统建筑技术之间的桥梁，它负责控制房间自动化和照明
技术。

楼宇管理系统被淘汰
作为WAGO-I/O-SYSTEM 750的一部分，BACnet控
制器具有精细的模块化设计，在编译必要的I/O模块时
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因此拥有高度的可扩展性。此外，

“为了能顺利实施这个项目，我们需要合作伙伴相信
我们的眼光，乐于接受新理念。”
使用不同协议（例如LON ®、KNX、MP-Bus、EnOcean和
SMI）的各个技术孤岛也能轻松联合成一个系统。例如
openBerlin的计量器通过M-Bus协议计算耗电量和热水用
量，而使用DALI协议控制照明设备。此外，BACnet控制器
负责控制所有的泵和风扇来调节室内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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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GO控制器可使用BACnet协议与基于物联网的控
制系统通信。整个过程都无需楼宇管理系统。大楼内安
装了大约3000个多功能传感器，每八个传感器联合成一
个设备，传感器通过wifi和Bluetooth®传输数据。随后，数
据会进行收集，经由楼宇内的fog gateway（微云），提供
给接入云端的Web应用。用户可以使用任何智能手机或
平板电脑独立控制照明场景，此外还可以在各自的工位
进行持续照明强度设置和颜色选项设置。

数据池带来无尽可能
但楼宇自动化的设计目的是自动进行照明设置和
室内气候控制，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为员工、客户
和合作伙伴带来最为理想的舒适条件。这意味着照明
强度和颜色要顺应季节和一天中的时间进行变化，进而
能使相应人员达到最佳状态，或与房间或工作站的用途
协调一致。为了达到最佳室内气候条件，传感器会检测
温度、湿度和CO2浓度，随后BACnet控制器会对这些进
行处理。例如，如果一个空间内聚集了更多的人，系统
会将其记录下来，然后自动降低室内温度。
“现在，我们每天记录26.5 GB的数据。”Vasilev
称，
“其中我们可能用到的只有大约5%。”未来这一情况
将得到改观，届时将添加人工智能，帮助结合主动性的
楼宇自动化手段等。这个项目的震撼之处不止在于其创
新水平，更关乎其投资成本和能源效率。与思科的其他
不动产相比，期初投资节省了约30%，而节能总计达60%
左右，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基于需求的温度和
照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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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物联网”
Vasilev给出了积极的总结，
“我们对这个项目的成
果十分满意。我们与合作伙伴一同开发的基于物联网的
楼宇自动化是最新颖现代的开源系统。同时，其中所使
用的都是可批量生产的组件。”此外，这个理念还成了其
他创新中心和思科项目效仿的全球典范。凭借高度的系
统灵活性，思科的投资能够获得充分的保障，并为以后
打造大量其他创意中心奠定完美的基础。
文字：Stephan Lampe | WAGO
图片：Klaus Heymach | vor-ort-foto.de

openBerlin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Mitko
Vasilev称：
“我们基于物联网的楼宇自动化是独一
无二的。我们在此使用标准化高科技组件成功实现
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

请脱鞋：这个阁楼的设计初衷是给人带来放松。
同所有房间一样，可通过面部识别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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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流明每瓦的思维限制
现代照明管理
照明管理——是否有这个必要？从纯数学的角度考虑，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每一个照明系统最初都是超
额配置的，目的是在将来还能提供所需最低限度的照明。如果没有控制器，那么节能几乎为零。对于现代照
明设备尤为如此，因为像LED，使用寿命会很长。从用户的角度来看，如果缺少一些调节或控制，是没有人能
够喜欢的。如果控制只是开灯关灯，那么也显得过于上个世纪。尽管有这么多理由，但是无论是在新建还是
改造项目中，找到适合的照明解决方案绝非易事。除了能耗目标外，法律要求、成本、照明质量和用户使用的
便捷程度都会影响到最终的决策。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会转变成一个多个领域的复杂话题。

iStock.com/Jkitan

iStock.com/eggeeggjiew

人造光可以照亮生活空间、办公大楼和生产车
间，还可点亮夜色笼罩下的街道，并让地标建筑熠熠生
辉。欧盟委员会的研究表明，照明占如今全球电力消耗
的19%左右。对于工厂、服务供应商和商业企业来说，该
比例则要更高，达到30%左右。显而易见，照明不仅会
影响我们的舒适感，还会影响最终收益。

生态设计指令就为照明设备和传动机构等所谓能源相
关产品(energy-related products, ERP)规定了最低能效级
别。欧洲市场已禁止销售传统灯泡。不光规定了单个组
件的标准，而且规定了整体“建筑”系统的标准。在德
国，节能条例(Energy Saving Ordinance, EnEV)执行了多条
有关建筑物能源效率的欧盟指令。其中考虑了供暖、通
风、冷却、热水供应，当然还有照明的能耗值。

此外，照明所消耗的能源在环境质量方面也起着
重要作用。能源相关排放物占空气污染物的80%左右，
由此可见其对环境有着极大的破坏力。因而，提高照明
效率管理的重要性也从政治层面凸显出来。比如，欧盟

11

WAGO DIRECTBUILDING | 2016年 第1期

室内照明所能带来的节能潜力
Potential Energy Savings for Interior Lighting
#01
八十年代的老式系统
，采用3个荧光灯管，
直径为26tubes,
mm，装有低损耗的镇流器，
带有白色网格的较古老照明设备
#01 Older
system from the
80s with 3 uorescent
ø 26 mm with low-loss
ballasts, older lights with white grids

20 %

#02
新系统，
采用现代荧光灯管，
直径为16
mm，装有电子镇流器
#02 New
system,
modern uorescent
lights,
ø 16 mm with electronic ballast

55 %

#03 Modern
LED lights
#03
现代LED灯

65 %

#04 With
daylight control
#04
装有日光控件

75 %

#05
装有占位探测器和日光控件
#05 With
presence detection and daylight control

80 %

室内照明方式节能潜力的对比：参照对象是70年代的老式系统，使用标准荧光灯管，直径为38 mm，装有传统镇流器（来源：lich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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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 现代照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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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DIN EN 12464-1标准，视觉性能、视觉舒适度和视觉氛围是评定照明质量的参
数。
（来源：Fördergemeinschaft Gutes L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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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欧洲几乎三分之二的照明系统都使用了25年
以上，因此照明领域拥有巨大的节能潜力。转换到现代
照明技术能够快速、轻松减少能耗。仅仅是替换灯泡就
能产生经济意义，例如，使用带有电子镇流器的现代荧
光灯管可以少用55%的能源。加入照明管理解决方案开
启了通往其他节能潜力的大门：占位探测控制和基于日
光调节能帮助节能80%。

计划目标：质量
所有照明设计的核心都是满足人类布置工作空间
的需求。在德国，DIN EN 12464-1标准涵盖了多种室内
空间工作环境照明要求。它规定了在设计照明技术需要
考虑的各个质量特性的最低值。这些特性综合到一起
才能实现高品质照明。
然而，很难确定照明设备实际上质量如何。我们对
灯光的感觉会受多方面影响，比如入射光线、眩光、强
度或外部环境作用。因此，不能仅仅依靠影响我们视觉
功能的参数（比如亮度或眩光度等级限制）来定义照明
质量，还要考虑影响视觉舒适度和光学环境的因素。比
如说，如果能在空间内协调分配灯光并具有良好的色彩
复现性能，就能营造出舒适的视觉感觉，因而获得总体
幸福感。一盏灯的方向、阴影、颜色都会影响空间内的
照明效果。这种空间氛围对生活体验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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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照明可提高工作效率
照明是工业劳动和体力劳动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要
依靠员工的效率才能达到最佳生产业绩。恰当的照明有
助于提高积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减少疲乏感，保持健康
并防止事故发生。恶劣的视觉条件则相反，如果光线太
暗，会导致产量下跌，员工容易感到疲惫，并且会很快发
生错误。
研究已证实了照明和人类行为之间的联系。例如，
在处于可视情况较差的工作环境时，光线越充足，工作
的完成效果越好。需要多少光线还要视年龄而定。随着
年龄的增长，人类眼球的晶状体会逐渐变得模糊，瞳距
会增加反应时间，视觉敏锐度会下降。因此要在感觉上
达到同样的明亮程度，老年人要比年轻人需要更高的照
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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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通常无 法引入自然
光。高屋顶设计和货架之间的
狭窄过道给放置照明设备带来
了很多困难。

灯光的颜色也对照明质量有决定性作用，因为人类
不是在不同的灰度下看世界，而是以彩色的方式来感受
环境。高品质的照明管理会关注色温的独立调整，可根
据特定的用途进行适应，或在理想情况下在一天当中以
接近日光的方式提供照明。一旦灯光的颜色可以从暖色
调光线调整到自然白光，房屋的特性就能改变，并可在
室内模拟出自然光照的质量。这些措施之所以有效，是
因为灯光不仅是支持达到一定视觉敏锐度的必要条件，
而且也是影响内部生物钟的关键要素。
因此，现代照明设计也应考虑光线的生物效应，将
日光的动态性转移到人工照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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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 现代照明管理

iStock.com/Jkitan

持续降低成本
从企业角度，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应加以考虑，那就
是经济性。这方面最大的影响因素是能源成本，在照明
系统的总体成本中占比约为70%。无论是在升级还是采
购新产品时，每个照明系统都应达到最优的节能效果，
这对未来的成本节省有显著的作用。但同时目标也包括
降低投资成本，而不是需要降额使用高品质的硬件。关
键就在于可在调试时进行轻松灵活的配置。为了帮助实
现这一点，现代照明管理系统提供了用户友好的软件应
用程序，其中包含图形化用户界面，可轻松对系统进行
调整。因为相关功能已经得以实现，因此不再要求编程
知识。只需单击鼠标就能进行调整，将硬件组件分配到
各自的空间里，或者输入运行参数。专业的员工能够快
速进行调试，而且通常情况下会自动生成文档。

70
%
70%
能源
Energy
15
%
15%

维护
Servicing

15%
15
%

采集，
Acquisition,
调试
commissioning

总之，毋庸赘述，现代照明管理不仅能节约能源和
降低成本，还能为用户将经济性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与
舒适度和灵活度有机地结合到一起。而基础就是智能
控制，借此可以通过日光感应器、占位感应器以及构思
精妙的照明场景，确保在适当的时间提供适当强度的适
当光线。
文字：Julia Ockenga | WAGO
图片：iStock.com

像这样的系统在运营和维护期间还有
很多优势，因为它们不仅易于维护，而且能
提供有关系统状态的全面信息。通常能较早
检测出单个组件将要出现的故障，而且如果
确实出现故障了，也会大大简化故障检测过
程。另外的一个优势是，当空间的用途发生
更改时，照明系统可以灵活适应新的空间特
性，而且可由企业的设备管理团队来执行这些
更改。

照明系统的成本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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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 PFC 200

WAGO的照明管理
以更低成本打造最佳生产区域照明效果

创新的运营理念

WAGO照明管理是帮助在大型空间（例如生产区
域或仓库）内实现灯光控制的智能解决方案。通过将预
定义硬件和简单易用软件有机结合，WAGO照明管理不
仅可帮助设计和调试新的照明系统，而且还可带来很
多运行方面的优势。

WAGO照明管理可适应仓库和生产区域的不同灯
光需求。其基础就是：将区域按照不同功能和所从事的
活动（例如：装配生产线、运输路径或办公区）分成多
个虚拟房间。根据已设定好的功能，每个虚拟房间都能
接收传感器和执行器的信号，以便能自动产生适合各自
任务的最佳照明比率。

坚固耐用的硬件
在 硬件方面，WAGO - I/O - SYSTEM 750的新 型
WAGO PFC200控制器和DALI总线模块奠定了坚实基
础。每个模块可以在系统中集成多达64个DALI灯具、
16个DALI传感器以及16个DALI发射器。由于总线模块的
数量是可变的，WAGO照明管理不但可以用于小型生产
区域，也可用于大型物流中心。而且，可以将额外的I/O
模块连接到控制器上，例如用于测量电力的三相电力测
量模块或者适用于EnOcean无线控制的无线接收器。

现代化软件
然而，WAGO照明 管 理 之 所以能 成 为一种
强大且操作简单的照明解决方案，离不开在控制
器中使用的软件应用程序。在调试过程中和运行
期间，可以通过单击鼠标在控制器上进行所有设
置，而不需要任 何编程。由于可以使用标准浏览
器访问图形用户界面，所以无需进行本地
软 件 安 装 。基 于 HTML 5的 Web可 视 化 支
持以一种十 分简便的方式配置任 务。参 数
值可以通 过SFTP存储在SD卡或备 份服务 器
上。可使用Modbus TCP/IP将这些参数值发送给
上一级楼宇控制或生产控制中心。

WAGO照明管理的优势
• 凭借有效的照明管理可以降低整个生命周期成本
• 基于向导的配置使调试更加简单
• 无需编程即可轻松转换
• 通过标准Web浏览器操作——无需安装软件
• 连接到工业或技术建筑环境中的上一级管理和控制
系统
• 支持轻松制定维护计划
• 可扩展性——适用于从小型车间到物流中心的各种
应用
• 在调试过程中自动生成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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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利浦的新建筑采用flexROOM®方案控制创新照明设计。

极具感染力的照明场景
带来全新办公体验
科技企业飞利浦位于汉堡的DACH区域总部不但打造了一个带有多个
创意主题区域的现代办公场所，而且这栋大楼本身也成为了创新照明技术
的典范。来自WAGO的高适应性楼宇自动化解决方案flexROOM®掌管了此
六层建筑中所有房间的自动化，覆盖办公区域达到13,500 m2。

创意办公室(Work Place Innovation,
WPI)理念在设计德国、奥地利和瑞士
(DACH)的新总部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根据WPI要求，
飞利浦急需一套
面向结果且高效灵活的方法，并为更
好地平衡工作生活而创造更多空间。其
设计方案要求空间必须配有先进信息
和通信技术，从而兼具功能性、感染力
及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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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整栋大楼后，这一设计方案的
所有细节逐渐变得清晰：员工可使用开
放的团队合作区域，这些区域的周围是
多个主题房间，用于集体活动和闭门讨
论。会议室和创意空间可用于组织讨论
和头脑风暴。此外，还有所谓的“突破区
域”可为松散的聚会提供空间，因为这些
区域风格各异，海上风情、森林环境或
汉堡繁华街区等风格应有尽有。

发现之旅聚焦灯光
灯光 主 题在 这一 价 值4000万 欧
元的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项目是
由汉堡的 ECE项目管 理部门与工程公
司Plegge Plantener GmbH合 作开发、
规 划 和实 施 的。“我 们的目标 是 布置
多个充满 活力的空间，为员工提 供 舒
适的氛围和完全不同的办公环 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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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利浦照明应用专家与设计 部 LiAS经
理Rainer Barth表示。
“因此，我们为员
工和客户将大楼 设计成橱 窗式。这个
项目充满乐趣，它不仅 激发 我们继 续
探 索，还让 我 们 的 节 能 LED技 术 大 放
异彩。”
这个建设项目规划了长达三年的设
计时间。很早之前就已经定下在2015年
10月举行开幕式，同时飞利浦还在紧锣
密鼓地研发大楼专用吊灯。这些吊灯借助
重点照明和节能感应器将直接照明和间
接照明完美融合。间接照明部分的光线
会透过彩色光谱，从而在一天之中提供
暖色调光线到自然白光。这样一来，便可
更改房间的特征并在大楼内部模拟自然
光照度。该设计方案的其他特点还包括
所有用于房间和走廊内实现墙面泛光照
明的照明组件，这些组件可在各个楼层
加强区域相关的颜色配置。

采 用 flexROOM ® 的 智 能 房 间自
动化

及WINSTA®连接器）结合使用，从而形成
完整的系统配电箱。

大楼内大约安装了600个传感器用
来调节楼内照明。控制10,000多个可通
信照明元件十分复杂。与此同时，该项目
的时间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
飞利浦决
定使用WAGO的flexROOM ®系统配电箱
实现房间自动化。

flexROOM ®方案遵循空间区块原
则。区块为最小单位，代表有窗户的房
间的一部分。每个房间区块均包括照明、
防晒和温度调节等控制功能。系统软
件以分散的方式在各个控制器上运行，
可借助便于使用的图形界面，通过任何
Internet浏览器对其进行调用，并可轻松
快速地配置各个区块的参数。

f lexROOM ® 是 一 套 久 经 考 验 的
智 能 解 决 方 案，可灵 活 实 现 照明、百
叶窗以及单个房间控件（包括供 暖和
制 冷）的自动 化。支 撑 这一概 念 的 理
念是始终使用标准化的硬件和软件，
同时 提供 足够的灵活性，从而满足特
定 项目的要求。因此，基 于 WAGO - I/
O-SYSTEM 750的flexROOM®可根据具体
应用要求，与必要的组件（例如，电源、开
关、继电器、接线盒和轨装式接线端子以

所有组件在同一来源——仅使用四种类
型的配电箱
为了在 飞 利 浦 总 部 运 行 所 有必
要 功 能 ，WAG O 设 计了 四 个 不 同 的
flexROOM®办公配电箱型号，每个型号
均可覆盖16个房间区块。整个大楼中大
约部署了110个配电箱。此外，屋顶还

总计，WAGO提 供了10 0多 个 基 于
WAGO-I/O-SYSTEM 750的flexROOM ®系
统配电箱，旨在帮助实现楼宇自动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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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利浦的WPI概念包括多个主题区域、不同的会议
室和创意空间

装有一个flexROOM®天气配电箱，可用
于检测和处理天气数据并将其提供给
办公配电箱。
该项目的一大挑战在于合并大楼内
的不同系统。凭借flexROOM®，可轻松
设计出一套简单的解决方案：使用DALI
实现照明的同时，flexROOM ®可通过
KNX与房间控件进行通信，并通过S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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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百叶窗和遮阳板。各个办公配电箱
可通过Modbus/TCP交换数据，而管理
层面的通信则可通过BACnet/IP进行。
自2015年6月发布功能规范文档后，楼
宇自动化的安装在不到四个月后就已完
成。凭借充分的准备以及flexROOM ®方
案的诸多优点，该项目得以按计划顺利
完成。

照明：独特且可持续
照明专家Barth表示他对结果非常满
意，他说：
“我们非常自豪地创造了一个
高科技园区，它拥有极具吸引力且现代
化的办公环境，可为我们公司的流程和
未来需求提供有力支持。”在他看来，这
个项目的一大亮点就是其独特的照明设
计方案，该方案可以在吊灯的辅助下创建

20

标题 | 现代照明管理
飞利浦LiAS经理兼照明应
用专家Rainer Barth与WAGO的
Stephan Lampe交谈

多个照明场景，甚至包括办公区域内的
夜间服务场景。
“在一天的日常工作结束
后，我们可以将吊灯的间接照明部分切
换为蓝色。从汉堡机场出发，沿着主干
公路前往市中心的所有人都能看到整栋
大楼闪耀着‘飞利浦蓝’，”他开心地解
释道。

运行。这不仅可以节约能源，还可以保护
照明灯和环境。照明专家认为这些LED模
块在至少25年的生命周期内几乎不用维
护。凭借其高生态标准，该大楼已经获得
德国可持续建筑委员会(DGNB)颁发的银
级认证。
文字：Stephan Lampe | WAGO

与此同时，创新的照明方案为节能和
可持续发展设立了新标准，达到6 W/m2
左右。由于照明可通过日光和人员感知
来进行控制，因此实际能耗仅为该值的
50%左右。照明灯几乎总是以调光状态

图片：Fabian Schindler | vor-ort-foto.de
Frank von wiedling | PHILIPS

“我们非常自豪地创造了一个高科技
园区，它拥有极具吸引力且现代化的办公
环境，可为我们公司的流程和未来需求提
供有力支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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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 flexROOM®

以更高效的方式实现独立房间自动化
flexROOM ®：新版本更简单、更灵活

WAGO以其flexROOM ®系统带来标准化解决方
案，支持实现易于实施的房间自动化。为了提高配置速
度，WAGO在法兰克福Light + Building照明展2016上推出
了一款几乎全新的软件应用。新版本包括完全改版的用
户界面，极大地提高了可用性。
WAGO还在新版flexROOM®应用中融入了来自用
户的完备实用知识。因此，其不仅拥有更好的界面外
观，还加入了一些根本上的改变，例如重新设计了配置
模版的布局，并扩展了设置可能性，可确保更加一致的
工作流程。但flexROOM®的基本原理仍然是将房间分成
特定的区块。借此能够采用一套flexROOM®配置来满足
不同建筑用途的需要。如要改变用途，只需将更改的房
间区块输入到软件中，然后分别调整设置相应的照明、
百叶窗和房间控件参数。

外，房间自动化解决方案还支持WAGO的DALI MultiMaster模块。在一条线中最多能驱动64个镇流器式灯
具，最多处理16个传感器。
由 于 采 用 了 新 的 WAG O P F C 20 0 控 制 器 ，
flexROOM ®还能通 过HTTPS和 SFTP提供安 全配置和
数 据 传输。而且，由于 flexROOM ® 基于WAGO -I/O SYSTEM 750，WAGO会将这种模块化特点更好地集成
到房间自动化应用中。根据特定项目定制的解决方案逐
渐成为焦点。

改进的导航利于您提高工作效率
借助基于HTML5的 Web界面，新版flexROOM®支
持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执行这些任务。此外，通
过加入现代软件工具中常见的导航功能区，该界面
的配置更加透明且更符合人体工程学。除了方便使用

在 新版 的 flexROOM ®
中，可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
脑上调用图形用户界面并进
行配置。用户能够单独修改
各个设置并查看系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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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 现代照明管理

对更多光明的诉求
Mathias Wambsganß是罗森海姆应用技术大学
照明设计及建筑技术专业的教授，还是德国照明技术
协会(Lighting Technology Association, LiTG)的董事
会成员和3lpi（一家位于慕尼黑的照明设计工作室）
的创始合伙人。在过去的15年里，他一直参与联邦经
济部支持的能源监控项目，对建筑物的能源情况进行
“切片式”分析。在采访中，Wambsganß谈到了那些
粗心挑选使用的照明系统、错失的节能机会，以及任
何设计都应以人为本等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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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照明应尽可能高效。同时，用户还需要简单方
便。这两点是否可以兼顾？

绝对不冲突，并不是说一开始就这样，而是自从有了高
效照明之后就再也不冲突了。因此，优化照明系统不再
只有降低能耗这一条出路。在考虑能耗及其相关成本
时，还始终应结合考量其他成本因素。比如，人员成本
就是企业预算中一项更大的开支。在自然光严重不足
而且运行时间很长的情况下，实现办公照明的成本是每
年每平方米8到10欧元。相比而言，对于同样的时间、同
样的空间大小，雇主要支付给每个员工5000欧元或更
多。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必须完全停止按照能源特性
来评定照明解决方案的做法，而是应更多地关注于照明
质量。因为最终，照明会对员工的健康产生巨大影响，
因而也会极大地影响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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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设计商业建筑中的传统照明系统时，不是以照明
质量为基本衡量依据，那么又是考虑的什么呢？

但是节能条例中还包含很多规范。您想获得“更多光
明”的愿望是否与效率目标存在潜在冲突？

有针对工作场所照明的标准，规定了最低光照强度，比如
说，规定办公区最低为500勒克斯。很多人将满足这些照
明强度视为达到照明质量要求。但是，实际上照明照度并
不能反映眼睛所真正接收到的情况，而是指受照平面上
所接收到的光通量。它对人眼产生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受
照平面的材质。此外，此标准假定员工为20岁。如果对于
50岁的人，则会多需要百分之五十的光才能以同等质量
完成视觉任务。因此，我开始质疑“500勒克斯”是否真
的是合理的设计目标。考虑到生产率和对健康的影响，
显然在执行一些项目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光线。在一次
LiTG的专家论坛上，我们讨论了当前这个标准是否具有长
期可持续性。在这种情况下，将范围规定在500到1000勒
克斯可能是更好的解决方案。

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这样的。尽管如此，还必须要着
眼于总体关系，并且从不同角度加以考虑。例如，可以对
比已装的照明输出和实际使用情况，因为能源平衡表最
终会计算那些实际上消耗的能源。为了收到理想效果，
我认为采用一个双重过程会更合理：首先，我们应该思
考何种照明条件能够最大程度地支持工作。在这个位
置工作的人非常关键。然后通过必要措施来配置最高
效的照明解决方案。除了选择高效产品外，还要考虑控
制或调节灯光方面的问题。尽管据已有记录显示，安装
的照明输出更多会带来经济意义，但照明管理系统可
带来的节能潜力将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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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照明系统的验收程序还不够成熟，这是因为电气
工程师还不够了解视觉工效学的特性吗？

在选择照明系统时，成本起到的作用越来越低。取而
代之的是，立法机构颁布的指导纲要获得更多重视，而
且它们已经规定了员工健康和生产率的相关问题。

这里的关键是“在恰当的时间提供恰当的照明”，因此当
然与照明质量、适用场所以及所用的光谱有关。这意味
着必须进一步开发照明控制的类型和手段，让“恰当的”
照明与效率相结合，从而带来更大的意义。

那么在您看来，具体应该是怎样的？

如果考虑到眼睛反应的灵敏度和直接程度，要实现对
灯光的控制或调节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在我看
来，还要对此进行充分描述。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如何
才能让技术参数符合人眼的人体工程学要求。例如：如
果一个办公室内安装了基于日光的照明控制，亮度不应
从100%开始，然后再逐渐降到设定值。这样用户会感
觉很暗，因为人眼虽然可以迅速作出调整以适应更高
的亮度，但是却要花较长的时间来适应光线减少。这必
然会传递给用户这样一个信息：他/她原本需要更多光
线，但现在还没得到。为了能在控制器中正确设定这些
值，编程人员需要了解适合每个功能的值有哪些，以及
用户启动系统时期望获得哪些系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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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很多专家对这方面不敏
感。一般而言，他们不了解眼睛是如何工作的，因而在
运行或验收时无法充分考虑相关因素。我们可以依此
得出结论：研究出更好的方法来运行和验收照明系统
是十分合乎逻辑的。这不一定非是立法机构确立的标
准，也可以根据照明控制器制造商提供的信息来判断，
了解系统及其组件如何能在特定的应用中发挥出最大
的人体工程学效果。虽然我们已掌握一定的知识，但只
有在有人真正利用这些信息，用其来获取改进的方法
时，才能对运行商带来益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人
来推动最佳实践。

那么您认为，通过良好的照明控制来提高照明质量是
否会给传感器的选择带来一些影响？

这是必然的，因为现有的传感器除了进行占位 探
测外，一 般 只能测量亮度。根据时下的热门话题
“照明与健康”，传感器需要对眼睛的非视觉功能
所接收到的光进行评估，以及对灯光的光谱组成进
行测定。慕尼黑大学“照明与健康”领域讲座教授
Herbert Plischke教授目前正在研究传感器，可推动这
方面的进展。但我觉得要在有大规模的应用后，这种
传感器的价格才会更为经济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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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会做会避免与用户之间的不愉
快，而这几乎是无价的。”

从投资角度来看，运行良好的系统与运行不那么好的
系统会有所差别吗？技术的应用常常是大同小异的...

试想一下，假如您是运营商，而且有权决定安装何种系
统。如果您自己的员工能够亲手替换损坏组件或在空
间重建时调整系统，是不是会带来优势呢？

在硬件方面没什么区别。我看到过许多照明解决方案
都使用昂贵的硬件，但却发挥不出更多的功能，或者功
能非常有限。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显然有多种，例如所
选传感器的特性与安装位置不匹配等。但如果设计者
找到了正确的组件，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即使执行得当，
即尺寸合适且参数设置正确，是否也会在调试过程中产
生更多费用。针对这种情况，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我
认为，这笔费用是十分值得支付的。如果将设计部分的
难题都妥善记录，那么这些就不应被视为业主所承担
的“额外”成本。

很多系统几乎都是专有的，因为他们都带有编程人员的
印记。即使是选择开源系统，也会在调试过程中产生一定
的依赖关系...根据这一背景，您所描述的就像是一个梦想
的情景。如果实现的话，其工作方式应类似于：在改变空
间用途时，我可以让自己的员工来分配灯和开关，而不必
花重金聘请经过训练的编程人员。作为运营商，我当然不
愿意被迫与系统编程人员绑在一起。

如果已经审慎执行调试，是否就意味着运行期间能够
实现节能？

不一定。但这样做会避免与用户之间的不愉快，而这几
乎是无价的。如果马马虎虎地调试系统，最后再需要处
理几乎无法运行的情况，这时运营成本自然会增加。因
而节能潜力也就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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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DALI和WAGO照明管理系统高效且灵活地为生产区域照明

优良环境支持卓越生产
生产车间的照明系统需要满足非常高的要求：它必须可靠、高效，还必须能够营造适合工作的氛
围。借助强大的自动化技术，它还能实现更多用途：在调试过程中，它能减少技术人员的部件编程工
作，而在转换和维护过程中，它能为技术人员提供相关支持。WAGO在其德国Minden-Päpinghausen
的新冲压车间引入了这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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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5000平米的面积提供照明，这对建筑自动化程度有很高的要求。一个I/O模块可控制多达64个
DALI灯具。十个DALI模块可由一个WAGO控制器控制。

WAGO的新冲压车间占地25,000平方米，面积接近三
个足球场大小，投资近2000万欧元。在2014年末之前，这
座建筑用于生产家具，最近几个月来，我们对其进行了全
面改造。
“我们更新了全部技术，只保留了自动喷淋灭火系
统”，WAGO设施管理经理Marcus Kübler表示。在改造过
程中，这位经理和他的同事们共同设计了生产车间的照明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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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技术作为照明控制的基础
新一代PFC200控制器可采用WAGO-I/O-SYSTEM
750系列I/O模块进行扩展，构成WAGO照明管理解决方
案的基础。这一交互中最重要的要素是DALI总线模块，它
可将多达64个DALI灯具和多个16个DALI传感器集成到系统
中。除了可由控制器驱动的十个DALI总线模块外，系统中

28

标题 | 现代照明管理
设 施 管 理 经 理 Kü b l e r 表
示，
“WAGO照明管理解决方案
突出了相关主题：效率、可靠性、
可操作性。”

还连接了额外的I/O模块，用于各个任务或信号，如用于三
相电网中的电力测量、无电池EnOcean无线控制系统或数
字量输入/输出信号等。
考虑到WAGO Päpinghausen生产车间的空间范
围，总共安装了四个用于照明的自动化系统。
“基本上，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考虑DALI最大线长，也就是说，采
用300米横截面积为1.5平方毫米的导线，”Kübler解释
说。因此，我们将四个PFC200控制器安装于单独的控
制机柜中，而控制机柜位于大楼中心位置的维护平台
中。这些控制器彼此之间通过Modbus TCP进行通信并
借此与控制中心进行通信。

基于HTML5的现代Web可视化
硬件可以满足技术前 提条 件；但 是，硬件并不
是WAGO照明管理解决方案既强大又便利的唯一原
因：WAGO在每台控制器中都部署了专门的应用程序，
帮助降低用户编程的复杂性。在调试和运行期间，只要
轻点几下鼠标，就可以完成所有设置。图形化用户界面
使用标准的Web浏览器即可访问，因此无需在PC本地
安装软件。Web可视化基于HTML5开发，可以非常方便
地配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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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的第一步中，要为DALI涉及的所有设备，
如灯具、传感器、开关和变送器等分配初始的DALI地
址。然后，将它们与EnOcean无线开关或数字输入输
出值相关联。此外，灯具还将分入所谓的虚拟房间；在
Päpinghausen的生产车间，虚拟房间包括交通路线或生
产机械所在的区域等。由于对用户没有任何限制：因此，
标记为属于特定虚拟房间的灯具可能位于网络内的任
何计算机上。

多种功能
WAGO照明管理解决方案中的控制软件提供多
种途径来改善效率、舒适度和操作过程中的作业安全
性。除了亮度调节和开关等标准功能外，结合相应的传
感器，还可以实现一些复杂的功能：例如日光控制根据
当时的环境亮度调节照明，而占位传感器确保灯具只
在其照明区域确实有人活动时才会点亮。此外，还可以
利用调度器，为每一周的每一天，每一天的任意时段定
义详细的照明方案，例如，在工作日结束时集中关闭照
明。
WAGO照明管理解决方案与DALI相互配合，可为维
护等作业的整个照明控制提供多种优势。例如，每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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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都配有工作时数计数器，便于按照预定时间间隔提前
规划维护作业。此外，若发光部件发生故障，灯具会报
告相应的信息。而且，还会将更多信息存储到软件中供
技术人员使用，如发光部件类型或更换所需的工具等。

开发为标准产品
WAGO在为Päpinghausen新冲压车间设计照明控
制的过程以及客户其它项目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
也为其他客户带来诸多益处。PFC200及其软件将很快
作为标准产品提供。届时客户即可订购带有相应I/O模
块的控制器，直接支持DALI、EnOcean、电力测量和输入
输出。
“WAGO照明管理解决方案非常适合生产车间和
仓库的照明控制，因为它突出了相关的主题：效率、可靠
性、可操作性，”设施管理经理Kübler最后总结道。
“此
外，降低编程成本也是一个显著优势。”
文字：Dirk Röscher | WAGO
图片：WAGO

WAGO照明管理解决方案非常适合生产车间和仓库的照明控
制，因为它突出了相关的主题：效率、可靠性、可操作性。”

WAGO
照明管理的中心组件：
仅需点击几次鼠标，即可通过图形
化用户界面启用所有的照明功能——无需任何
编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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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unus Tower被视为法
兰克福市中心最美的摩天
大楼之一。

应用 | 租户的装配施工“快”字当头

Linect®支持照明的快速安装

租户的装配施工“快”字当头
法兰克福市中心的Taunus Tower被认为是这个美茵河畔金融大都会
最美的摩天大楼之一。跨国房地产公司Tishman Speyer在2014年初建造了
此大楼，随后将其大部分空间出租。
“绿色建筑”的概念当时是由合资伙
伴Tishman Speyer和Commerz Real AG共同提出的。最初就已设定且一直
坚持的战略重点是：对资源的高效利用，快速实施所有的调整措施。为了
支持在建筑中快速安装照明，大厦采用了支持各制造商产品的Linect®照明
系统。

Tishman Speyer主营一流不动产，
是全球领 先的开发商及资产所有者、
运营商和管理者，业务遍及南北美、欧
洲和亚洲。全 球 许多著名公司都仰赖
于Tishman Speyer来提供合适的办公空
间。截止到2014年6月30日，该公司共
购买、开发或管理了逾1217万平方米的
资产组合，总价 值超过681亿美元。最
著名的建筑包括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和
克莱斯勒大厦、圣保罗的Terre Norte、里
约热内卢的温图拉双塔、和法兰克福的
Opera Tower。Tishman Speyer还指导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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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利亚、成都、法兰克福、古尔冈、海
德拉巴、巴黎、里约热内卢、三藩市、圣
保罗、上海和苏州等多个项目的不同开发
阶段。法兰克福市中心的Taunus Tower则
在2014年初为其卓越成 就再添精彩一
笔。此摩天大楼共有办公区域60,000平方
米，Tishman Speyer在两年内将其建成，并
将德国总部迁入其中。对于房地产公司而
言，生态建筑施工和节能运行尤其重要，
因此在设计Taunus Tower的时候就考虑了
重要的框架条件。该建筑获得LEED的最高
认证——白金（见补充资料）。

建筑物料的物流运输面临挑战
2012年 初，随着 仪 式性的第一铲
土，Taunus Tower的建造正式启动。由于
施工地点位于法兰克福市中心，这为所
有参与者带来了巨大挑战。例如，物料的
交货时间必须十分精准地进行安排。总
承包商在Tishman Speyer的要求下必须
尽快竣工。因此，在高楼层还在建造时，
低楼 层的装修工作已经 启动。电力系
统由Salvia Elektrotechnik GmbH负责安
装。该中型公司在慕尼黑、法兰克福、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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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ct®插头具有反极性保护，安
装错误几乎可以完全避免。

斯林根和施科伊迪茨四个地点拥有约
180名员工。来自Salvia Elektrotechnik
的高级现场工程师Steffen Bergert负责
Taunus Tower项目。
“我们设计了整栋建
筑的供电系统，从中压变压器一直到各
个楼层的插座和灯。”一个母线系统将
电力从变压器分配至各个楼层。楼层
配电箱安装在每层的技术部，以支持
配电。在装修工作中，通常会在每个楼
层中为每 个租 户添加一 个配电 箱。

使用LED技术照明
在照明方面，Taunus Tower中只采用
了现代LED技术。理由很充分：和传统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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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相比可节能约20%，这也是LEED认证
内容中是十分重要的参数。
“LED灯的使
用寿命长得多，”Salvia Elektrotechnik负
责Taunus Tower电力照明的项目经理Sven
Käppler表示。虽然灯具的采购成本较
高，但可快速收回，并且在使用过程中还
可节省更多。
“LED灯也可获得更长的保
修期，由制造商担保。”

快速接线
为与灯具相配合，大厦的电气装置
也同样选择了初始成本较高的产品。虽
然初始成本高，但此通用的Linect.照明
连接系统可带来绝对的长期优势。它
独立于灯具制造商，基于可插拔式连接
系统，可显著减少安装过程中的人工成
本。由照明和电气领域知名公司组成的
德国电气与电子制造商协会(ZVEI)工作
组Linect ® 创建了该标准系统，使快速
便捷的安装成为现实。Taunus Tower中

采用的天花板LED灯由Zumtobel Lighting
和 Siteco Beleuchtungstechnik设 计 制
造。
“所有灯具均带有Linect ® 接口，其
中 配 备 有 WAGO的 T型 接 插 式 连 接
器”，Käppler表示。作为Linect ®成员，
WAGO为可插拔照明连接提供了一个
完备的计 划。首先，同样自于WAGO
WINSTA®配电箱安装在天花板上的不
同位置。之后，只需借助预置Linect ®连
接线将灯具插入到配电箱中即可。如需
额外增添一同开关的灯具，可轻松使用T
型连接器或额外的Linect®连接线进行连
接。在Salvia Elektrotechnik，他们非常看重
Linect ®系统在安装过程中所带来的省时
特性。然而，当在按照“准时制”原则收
到订购产品时，他们才真正意识到由之
带来的时间节约潜力是多么可观。
“对我
们来说，WAGO可提供的较短交付时间
尤其重要，”Bergert强调，
“如果施工和
装配时间均缩短，那么一切都需要快速
进行。漫长的交货时间是不可接受的。
除了加 快 照明 接 线 的 安 装 速 度
外，Linect ® 还有另外一 个显著 优 势，
错 误 的 连 接 或 反向连 接 基 本不 可能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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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I可随时启用
如果Taunus Tower中的灯具需要单独
开关或调光，那么Linect ®也可与DALI（数
字可寻址照明接口）结合使用。DALI协议
的控制管线已广泛敷设。
大厦的大堂已经使用了DALI。根据
日光强度，可采取不同的照明场景。使
用预配Linect ® 导线连接的LED灯也已安
装在大堂中。目前，Salvia Elektrotechnik
已在Taunus Tower中安装约6,000条柔性
Linect ®导线。在其他租户施工过程中，随
着更多的楼层可用，这个数量将只增不
减。
文字：MICHAEL DEWALD | WAGO
图片：Klaus Ohlenschläger | vor-ort-foto.de

可持续性解决方案在Taunus Tower的应用
可持续性理念在该建筑的设计和建造阶段就已
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在未来的运营中，还将继续发挥
作用。该建筑采用了低能耗设计，在所有领域里都应用
了可持续性解决方案。以制冷制热天花板功能为例，
由于采用了非常节能的系统，与传统系统相比可以节
省约30%能源。遮阳玻璃、天然石材外墙、节水科技和
雨水利用、智能电梯设计和节能 LED 照明系统——这
幢建筑里采用的节能措施不胜枚举。Tishman Speyer
的目标是获得美国LEED标准认证（能源与环境设计先
锋认证）。他们计划达到最高的“白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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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新型固定支架，可根据
相关标准在导轨上使用WAGO
广受欢迎的221系列紧凑型导线
连接器。这确保了连接器的正
确安装，并能够提供额外的标
记功能。

更好的安装技术
轻松装配、便捷操作、结构透明等等，所有这些特点都符合相关标准。通过新型固定支架，可以在配电柜中
使用WAGO备受欢迎的221系列紧凑型导线连接器，同时保证符合VDE标准。这款固定支架特别适合配电柜改
造或扩展项目。对于新构建的配电柜，WAGO还提供了电气安装用轨装式接线端子，与使用N/PE导轨相比，该
款产品能够提供诸多优势。通过使用这项安装技术，可确保所有建筑中的安装都不惧未来升级。

如何在越来越小的电气柜中集成更
多功能，这是建筑技术领域始终都面临
的挑战。尤其在需要扩展现有的电气装置
时，每一毫米都要“斤斤计较”。WAGO的
221系列产品为电气工程师提供了带有操
作手柄的导线连接器，其设计格外紧凑，
整个尺寸较其上一代产品缩小了40%。

装人员即使在安装完成后也可操作导线
连接器的操作手柄。因此，接线拆线操
作在连接器安装到固定支架之前或之后
均可完成。其外形设计也可始终保证连
接器其中一个测试插孔可供使用，并且
能够轻松对接线单元进行标记。

新型配电柜质量可靠
借助新型固定支架，WAGO成功将
221系列导线连接器的重要优势应用于
配电柜。此固定支架适合所有连接器类
型。其能够确保维护、检查、保养的简易
性，还可根据VDE 0100-510标准方便地
对所接导线进行分配和测试。同时该固
定支架可以水平或竖直安装在DIN导轨
上，或通过螺钉固定在安装板上。由于固
定支架的一侧采用开放式设计，因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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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21系列导线连接器和固定
支架的组合能够对现有布线进行符合标
准的扩展，那么对于新的安装项目来说
还有更优的解决方案：采用轨装式接线
端子进行接线，例如WAGO的TOBJOB ®
S系列。在此类安装中，接线端子直接装
在DIN导轨上，让电气系统的接线更加快
捷。更重要的是，WAGO 经过验证的直

插型笼式弹簧连接技术（Push-in CAGE
CLAMP ®）连接技术不仅能够节省时间，
还具有安全可靠的特点，这是因为接线
端子能够持续保持良好的电气连接。展
望未来，采用轨装式接线端子的楼宇电
气安装在降低安装复杂程度的同时，还
能为以后电气系统的扩展和变更带来更
多选择。作为一项实用特性，与采用PE/
N导轨的安装方式相比，电工可以迅速
断开连接，布线配置也更加清晰，能够显
著提高电路配置的灵活性。

建筑安全
除了透明度和灵活性外，建筑内部
电气装置的安全性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
领域，就这一问题而言，哪怕出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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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错误也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
果。为保证正确执行安装和维护，有非常
全面的规则。其中一个安全措施就是所
谓的绝缘电阻测量。由于每个绝缘故障
下都隐藏着潜在危险，在易发生火灾的区
域（根据建筑规定DIN VDE 0100-482）和
公共建筑（根据DIN VDE 0100-718）内，
该测试必须强制执行。根据标准要求，必
须能够在不拔出导线的情况下方便地对
横截面积小于10 mm2的导线进行绝缘电
阻测量，所以在实践中，几乎毫无例外的
使用电气安装用接线端子。
除了法定要求强制实施外，绝缘电
阻测量也是许多自发测试的固定组成部
分。例如，通过E-Check，私人或商业地产
的出租人可在出租空间转让前，根据相
应规定为电气系统的状态提供证明。一
些保险公司同样认识到了进行该测试的
益处，并且如果客户定期进行测试，还会
为客户降低保费。

多层电气安装用接线端子的绝缘
电阻测量
此测试会测量两条带电导线与接地
PE导线之间的绝缘电阻。测试期间可能
会将N和L连接起来，从而避免对人类、
动物造成危害，或破坏财产和设备。只
有满足相关标 准的要求，测量才能迅
速、安全且准确地进行。即，判断在不断
开接线端子连接的情况下，是否可通过
集成在接线端子中的机械装置断开中
线。因此，WAGO的2003和2005系列
TOPJOB ® S多层电气安装用接线端子还
配备了一N线分断滑块或内部N线刀型分
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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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电气系统线路敷设
使用WAGO的轨装式接线端子在展
现企业形象上也有着积极的作用。由于配
电柜的外观对于电气安装服务企业而言，
相当于一个有形的名片，因此，结构规整
的配电柜也能带来真正的竞争优势。通过
易于辨认的标识对每个接线单元进行标
注，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专业。在
TOPJOB ® S系列中，WAGO提供能够快
速、整洁标记轨装式接线端子的解决方
案，支持多达3行标记，即使接线完毕依
然清晰可见。

结束语
在楼宇电气安装领域，无论是改造
亦或新建，使用PE和N导轨的传统连接技
术正越来越多地被采用轨装式接线端子
的安装方法所替代。WAGO的系统可以
灵活进行改装，从而使改造和扩展工作更
加省时。对于现有系统，WAGO新型221
系列紧凑型导线连接器可帮助同时节省
空间和时间。并且可借助固定支架牢固地
固定在导轨上。
文字：Andreas Brettschneider，WAGO
图片：W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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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插 即 用 ：富 昌 电 子 针 对
Intematix线形远程荧光粉光源元件
专门研制了标准LED模块。只需将元
件滑到LED模块上，完整灯具便组装
完毕。

创新型LED照明设备提供即插即用解决方案

独有的均匀一致
电子产品经销商富昌电子针
对Intematix线形远程 荧光粉 光
源元件研制了标准LED模块。该
设计为照明制造商 提 供了完整
的LED照明设备，不仅非常高效，
还能 发出非常均匀一致的光
线。WAGO SMD接线 端子为此
提供了便捷接线。
灯光设计师在描述其产品的灯光
效 果时，会使用诸如温暖、柔和、舒
适、素净甚至厚重之类的词语几乎每
一种氛围都能找到合适的照明方案，
换句话说：精巧完善的照明系统可以
创造出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氛围。伴随
着LED技术的到来，传统方法终被搁置
一旁。
“当LED被视为点光源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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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照明应用中就成为了阻碍。发
光均一而没有明显LED点的照明系统
更受到人们青睐，”Marcel Nierhoff，
电子产品经销商富昌电子的照明集成
项目经理解释说。为了让LED照明能像
使用灯丝灯泡 或荧光灯管的相关照
明系统一样发出温暖、统一的光线，
需要使用光学漫射体技术，如箔涂层
等。
“远程荧光粉提供了一种不同方
法，”Marcel Nierhoff说。

通过‘远程’荧光粉实现，即在距离LED
一 段 距 离 的 位 置 处 应 用 荧 光 粉，
”Marcel Nierhoff解释说。这一技术具
有明显优势。
“由于LED和荧光粉在空
间上被分开，因此，产生白光的效率相
比传统白色LED而言更高。同时使用扩
散器造成的损失也得以消除。当然另外
决不容忽略的一点是光源的绝对一致
性，”照明专家Nierhoff解释说。

接线方便
通常将荧光粉应用于蓝色LED，通
过在蓝色LED中混入额外的黄色荧光
粉产生白光。而美国制造商Intematix
推 出 的 创 新 性 设 计 引 起 了业 界 轰
动。
“Intematix是不直接在LED上应用荧
光粉技术的开拓者。期望的光线效果

但是，要实现这一解决方案还存在
一个小障碍：尽管照明制造商可以通过
这家电子产品经销商（在全世界有数千
名员工）购买所需的 Intematix产品，但市
面上没有适合线形荧光粉的品蓝色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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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也就是说，市面上的品蓝色LED模
块均不能使用线形远程荧光粉。让客户
自行生产所需部件也行不通。作为对众
多反馈意见的回应，富昌电子主动承担
起了这项工作。
“为了能向客户提供合适
的产品，我们自主进行了LED模块的开
发，”Nierhoff说道。凭借其在集成LED解
决方案领域的多年经验，总部位于加拿大
蒙特利尔的富昌电子，得以对客户的需求
做出更具针对性的响应。
富昌照明解决方案的照明专家们忙
碌在世界各地的工厂中。他们花了半年
时间来开发相关部件和生产工艺。最终
设计出了配有LED模块的铝型材，标准长
度为560和1,160毫米，这种模块能够和
Intematix的线形光源元件完美匹配。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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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元件滑到LED模块上，完整灯具便组装
完毕。由于Intematix为其线形光源元件使
用了不同的混合荧光粉，照明设计人员可
以选择不同的CC（相关色温）和CRI（显
色指数）值。
为确保高品质的接线设计，也为了
方便客户，Marcel Nierhoff将目光转向了
WAGO。
“我们很高兴能够成为他们第一
个联系的公司。通过合作我们很快找到
了正确的解决方案，”WAGO PCB 应用
和照明市场经理Patrick Schirrmacher说
道。WAGO公司总部位于Minden，自2011
年起就一直提供专为LED板设计的PCB
接线端子。此类接线端子非常平整，可
以使用回流焊接工艺进行焊接。作为表
面安装设备(SMD)，它们专门用于安装

在PCB板表面。2060系列SMD接线端子
采用直插型笼式弹簧连接技术（Push-in
CAGE CLAMP®）连接技术。它们非常适合
单股和细多股导线；其中单股导线可直接
插入。借助接线端子上的推压键可以打开
接线单元以轻松连接或拆除所有类型导
线。。Patrick Schirrmacher描述其最重要功
能：
“这一接线端子之所以如此成功，是
因为其具备多个特征：可以并排组装，又
不损失极数；集成的推压键可支持导线
的直观连接和拆除，还有最突出的紧凑
型设计。”WAGO的整个SMD系列包括
1、2和3极式接线端子，分别对应三种
型号（2059、2060和2061系列），适用
导线截面积从0.14到1.5 mm²。2060系
列同时还提供高电压版本。另有LED连
接用跨接器，支持将多个LED板安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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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产
品 范 围：除了适 用 于
线形远程荧光粉的LED模块外，
富昌电子的产品还存在更多的内部研发成
果。包括天花板灯具LED模块、高电压型号和专门为高
功率LED设计的型号等。所有这些均可以使用WAGO的
SMD接线端子轻松连接。

一起。另一个 特征是接线端子的输入
端采用斜面设计。
“因此，质量监控摄像
机可以更好地从上方查看和检查进线
孔，”Schirrmacher解释道。

新一代，新特征
富昌电子选用2060系列2极接线端
子（高度仅4.5毫米）生产其线形LED模
块。
“通过使用WAGO产品，我们为客户
确保了接线设计的灵活性，并能够满足
苛刻的要求，”Nierhoff说。2060系列产
品经过了最新优化，被用于模块的批量
生产。新款接线端子采用了纯白色和非
常坚固的设计，非常适合手动自动布线。

通过该项目，富昌电子再一次证明了
其在照明领域的专业实力。
“通过将各种
技术智能化地结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照
明解决方案，从而为客户提供了迈入LED
照明领域的快速通道。未来，我们将继
续扩展这一途径，”Marcel Nierhoff总结
道，
“一个明显的想法是，如何能够通过
控制和调节LED灯来提高效率。”而这一
领域正是WAGO所专长的。
文字：Dirk Schäfer | alphadialog
图片：Bernd Hergert | vor-ort-foto.de

“WAGO的产品给予顾客安全感，让他们可以灵活地
设计接线并能满足苛刻的要求。”

除了线 形 远 程 荧 光 粉模 块 外，富昌电
子还提供其它内部研发的LED模块。名
为“SimpleLED”的系列产品新近才进行了
升级，由于采用了WAGO的SMD接线端
子，接线非常方便。该产品组合中包括了
三款符合Zhaga标准的LED，长度分别为
280、560和1,120毫米，另外包括用于街
道和工业照明的灵活模块化设备。同时
还提供能够直接连接交流电源的高压模
块。
“在某些领域中，我们已看到了这款
产品的需求，因为产品内置电子设备，无
需起辉器，”Nierhoff 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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