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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地提升安全性
和生产效率 
       我们为各种类型和品牌的

工业起重机和起重葫芦提供专

业化维护服务和备件。我们的

目标是提高客户运营的安全性

和生产效率。 

        实时生命周期关怀是我们

综合而系统的维护方法，帮助

客户管理设备。它将数据、设

备和人员联系在一起，实时地

提供数字化的客户体验。 

 

实时生命周期关怀 

连接 
工程师在现场将检查和维护保养结
果录入系统。TrXFRQQHFW远程监控
持续搜集起重机的状态、使用和运
行数据以及安全警报。 

洞察 
客户门户\RXU.21(&5$1(6.FRP为
您实时提供综合信息，包括使用数
据，维护保养信息以及设备详情和
历史服务信息。您可以通过观察单
台或整组设备的异常、模式和趋势
的数据来做出基于事实的决策。 

优化 
分享我们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您

提供改善建议，并针对服务活动讨

论如何优化运营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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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了解设备维护需求和性能 
       预防性维护保养对于保证起重机的良好
运行状态至关重要。758&211(&7远程监控结
合科尼“关怀”预防性维护保养方案可以为
您提供有价值的起重机使用和运行数据，与
检查和维护信息一起使用，可以全面了解设
备维护需求和性能。 

       将包括758&211(&7远程监控在内的前瞻
性维护元素纳入到“关怀”预防性维护保养
方案中，可以进一步优化维护活动，减少意
外停机时间，并提高设备的安全性、生产效
率和生命周期价值。  

       前瞻性维护保养通过状态监测、高级检
查和数据分析来更好地预测组件和设备的故
障。结合预防性和前瞻性的维护保养结果，
我们提出维修或更换组件的建议。  

      分析并识别758&211(&7数据中的异常、
模式和趋势有助于用户做出明智的、基于特
定组件的前瞻性预测，同时对建议和行动进
行优先排序。 

异常是非同寻常的状况，通常

表现为故障，需要在发生时及

时处理，比如过载。准确地了

解过载发生的时间是识别原因

并采取措施防止问题再次发生

的第一步。 

 

模式是重复出现的事件，频率

可 能 是 每 天、每 周 或 每 月 一

次，或者遵循其他规律。例如

频繁启动或急停可能意味需要

进行检查，因为这些操作可能

导致部件较快磨损。 

 

对趋势的研究可以帮助您发现

提升安全和生产效率的目标。

数据图表直观地展示了事件增

加或减少的线索。分析随时间

变化的数据走向可以支持预测

维护和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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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211(&7远程服务 
758&211(&7是一套远程服务产品和应用程序，用于支持维护保养运营并提高安全性和生产效率。
它是提供实时生命周期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前瞻性维护的基础。  

作用 益处 

758&211(&7
远程监控 

通过控制系统和传感器来收集
起重机状态、使用和运行数
据，对异常情况提供报警。 
 
远程监控数据用于维护计划和
预测可能的组件或设备故障。  
 

· 支持前瞻性维护 

· 根据部件状态，如预计剩余使用寿命来计划维护行动 

· 提供选定组件，如葫芦、制动器、钢结构和接触器的

剩余设计工作时间(DWP) 

· 提供设备使用和操作信息，用于评估状况和安全性 

· 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发出警报，包含制动器使用寿

命，超载，急停和过热，从而快速响应 

758&211(&7
制动器监控 

758&211(&7
钢丝绳监控 

758&211(&7
远程支持 

通过状态监测装置来收集电磁
碟式制动器气隙变化以及机械
和电气故障。 
 
该服务帮助了解当前制动器状
态，预计剩余使用寿命和潜在
制动器故障。  

· 在两次检查的间隔期提供制动器状态 

· 通过监测制动器故障，降低负载坠落风险 

· 避免不必要的制动器拆卸检查 

· 为制动器的前瞻性维护保养提供支持 

· 协助进一步优化维护活动，减少意外停机时间，提高

设备安全性、生产效率和生命周期价值 

揭示钢丝绳外部损坏和无法通
过目测检测到的内部损坏。 
 
专用传感器在起重机正常运行
时持续监测钢丝绳状态，当状
态值低于额定值时，将通过短
信或电子邮件发出警报。 

· 随时了解您的钢丝绳的状况 

· 发现在定期检查中无法通过目测检查到的钢丝绳问题 

· 减少负载坠落风险和其他与钢丝绳相关的安全风险 

· 无需停机便可检查钢丝绳状况 

· 优化钢丝绳更换周期-在计划停机期间更换钢丝绳 

· 远程监控钢丝绳安全性能，不会中断起重机运行 

24/7全天候登陆全球起重机专
家网络，为您提供问题解决方
案并协助故障排除，帮助减少
意外停机。 
 
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与设备和
其操作人员建立双向沟通，以
加快解决问题的进度。 

· 缩短故障排除的准备时间，减少停机时间 

· 需要专家来解决的疑难杂症 

· 快速响应，即使是非常偏远的地区 

· 支持全天候电话联系，简单方便 

· 确定正确的现场维修措施和备件需求，避免不必要的

现场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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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适用性 推荐使用 

因设备类型不同，收集到的数据也不同，但通常包括: 
· 关键部件的状态和预计使用寿命 
· 运行时间 
· 起升负载 
· 马达启动 
· 工作循环 
· 紧急停止 
· 若选择额外选项，还可配置起升制动和/或变频监控 

可与科尼新设备配套使用，如
&;7、&;7�60$57、60$5721、
81,721、垃圾吊、特种起重机
等，用于移动网络覆盖区域。 

远程服务硬件也可以安装在一些现
有的起重机上，包括科尼起重机、
配备6DIH&RQWURO的德马格起重机
和非科尼品牌起重机。 

可用于单台或整组起重设备。 
 
是预防性维护方案的理想搭
档，也是有效地实施前瞻性维
护的要求。 

· 间接测量制动器气隙状态和摩擦材料磨损情况 
· 电气故障警报 
· 机械故障警报 

与科尼部分新设备配套使用，如
60$5721、81,721和轮胎式门
式起重机。 

在科尼现有&;7�60$5721�81,721�

57*和部分特种起重机上做小型改
造；亦可对现有的非科尼品牌配置
了电磁碟式制动的起重机进行小型
改造来实现该功能。  

建议用于安全要求高的重级制
起重机。制动器监控信息用于
前瞻性维护保养，也可用于制
动器维护计划。 

建议用于关键生产设备，尤其
是安全要求高的起重机。 

· 钢丝绳状态 
· 断绳数量和信号灯指示的风险 
· 查看钢丝绳损坏情况和在总绳长上的位置 

适用于指定地区的轮胎式门式起重
机和指定PLC特种起重机和标准起
重机。 
  
 

科尼全球技术支持可以远程访问起重机的诊断单
元，查看故障历史和事件。 

可以预装在特种起重机新设备上，
钢丝绳直径范围22-28毫米。 
  
对于科尼60$5721起重机，可以
通过小型改造来实现钢丝绳监控功
能。 

尤其适合偏远地区使用。对于
关键生产设备的特种起重机来
说，可作为预防性维护的附加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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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U.21(&5$1(6�中 
的758&211(&7数据  

\RXU.21(&5$1(6�&20 
 
758&211(&7数据可以在我们的客
户门户网站\RXU.21(&5$1(6�FRP

上查看。如果您与我们签订了维护
保养合同，您的维护数据和设备详
细信息也可以在门户上获得，从而
使您能够在任何选定的时间内清晰
透明地查看事件和活动。 
 
758&211(&7数据以易于阅读的图
表形式呈现，详细解释了常见或可
能的问题原因、您应该关注的问题
以及建议的行动。 

\RXU.21(&5$1(6概览页中突出

显示758&211(&7的安全、生产

和状态警报，帮助快速查看需要

关注的设备。 

业务回顾中有758&211(&7警报

数据的总结，可以查看指定时间

段的设备异常，模式和趋势。 

每台连接设备都有758&211(&7�

页面，包含事件摘要、状态监

控、警报和运行统计。 

概览 

概览页面显示了每个类别中需要
重点关注的项目： 

状态： 

目前剩余使用寿命最短的组件 

警报： 

所选时段发生的警报累计数 

运行统计： 

目前对安全运行或起重机状态影
响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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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监控 

该页面显示了组件当前状态，安
全和生产风险以及根据使用历史
估算剩余使用寿命。状态监控还
可以用于检查更换组件的频率，
从而预测即将进行的维护需求和
操作人员的操作对组件的使用寿
命的影响。这些信息可以用于前
瞻性维护，并计划和安排预防性
维护，从而提升安全性并减少意
外停机时间。 

 

警报 

该页面突出显示关键安全警报和

关键生产警报。关键安全警报表

明起重机或操作存在安全风险。

关键安全风险包括急停、超载和

制动器故障。 

关键生产警报表明存在生产风

险，可能导致起重机停机或停

工。关键生产风险包括电机过

热、变频器故障和控制系统故

障。帕累托分析显示关乎起重机

安全性和运行的警报原因并按优

先级排列。 

运行统计 

该页面显示不同的起重机操作方
式如何影响起重机的安全运行、
状态以及关键部件的使用寿命。
操作模式可以显著影响单个组件
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该页面还
显示了不同葫芦的使用率差异，
和它们的剩余使用寿命的差异。
本页面旨在促进正确的起重机操
作，以实现起重机安全性、使用
寿命和维护成本方面的更好的投
资回报。  

 



科尼集团是技术先进的起重机专业制造商，业务范围广泛，包括制造业和加工

业、造船业、港口和码头。科尼集团提供各种提升您生产效率的起升解决方案

和各类起重设备维修服务。2019年，科尼集团销售总额达33.3亿欧元。集团

员工约18,000名（包括MHE-Demag），分布在50个国家。科尼集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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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科尼起重机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绥德路789号 200331 

电话：86-21-2606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