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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物联网产品介绍 P2物联网产品介绍

为制造厂家搭建专属物联网平台，建立

电梯到厂家的唯一数据链路，所有数据

均存储在厂家私有云，保障数据安全。

完全满足国家及各地地方标准，提供统

一的 API 接口，便于接入各地方监管平

台。

加装物联网设备的电梯具备了人工智能，

能够及时发现并上报故障信息、困人信

息以及安全隐患信息。平台提供基于位

置的服务，就近安排售后服务人员快速

有效地处理与干预，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降低电梯故障率，由传统的事后救援革

新为事前预防，防患于未然，提升用户

满意度，建立企业优秀的品牌效应。

星辰物联网平台记录电梯的关键运行状

态，所有故障记录，日常维护保养情况，

配件更换情况，年度检验情况等。关注电

梯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核心数据，基于《特

种设备安全法》提供最有效的落地解决方

案，为电梯后市场服务提供有力的数据支

持与保障。

全新的星辰物联网 V2.0 硬件，采用现在

最先进的物联网接入技术，全面支持

2G/3G/4G 全网通、LAN/WLAN、光纤、

LoRa、NB-IoT 等制式，实现网络信号无

死角、全覆盖。与移动、电信、联通建立

战略合作，使用工业级物联网数据通信卡，

为用户提供更加低廉的物联网接入服务，

降低后期运行使用成本。

星辰物联网提供多平台应用支持，能够

在 PC/MAC 访问基于 WEB 平台的物

联网服务，同时提供安卓 / 苹果移动终

端 APP，做到随时随地查询物联网智慧

电梯状态信息。物联网平台还具有专用

的监控中心页面，相关企业或使用单位

能够建立自己的物联网监控中心，搭建

物联网监控电视墙，满足应急事件处理

和客户参观需求，提升企业形象。

全面的电梯大数据平台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电梯

以制造单位为核心

多平台应用支持

真正的“全网通”接入

NB-IoT

4G 2G

光纤

RoLa

WLAN

LAN

3G



P4物联网功能特点P3 物联网功能特点

实时监控

查看电梯运行状态、开关门信息、楼层信息、

指令信息等内容；

故障判断

包含困人故障、故障停梯、停电、通讯中断等

故障；

作业时间抓取

急修维保到场、离场时间记录；

安全隐患预警

基于电梯历史运行记录和故障的大数据分析，

计算出电梯未来有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的几

率，并予以预警；

信息自动提醒

电梯维保，电梯年检信息到期自动提醒；

一梯一档

详细记录基础数据、电梯参数以及整个生命周

期历史故障、急修、维保、更换配件等数据；

统计分析

基于故障、维保和急修的数据，提供内容丰富

的统计报表，便于分析产品运行情况；

24小时数据/视频监控

支持电梯轿厢视频本地存储，方便事后调取回放；

语音及视频安抚乘客

发生困人故障时会自动播放安抚视频，同时提

供轿厢与监控中心语音视频远程对讲，及时安

抚乘客；

同时兼容垂直升降梯和扶梯

根据不同电梯类型，提供不同的监控视图与数

据信息；

基于位置的服务

提供基于位置的服务，实时显示电梯运行状

态，语音报站。发生困人故障时，自动播放

安抚视频，显示救援人员行动路径以及实时

位置信息。

多平台APP

提供安卓和 iOS 平台 APP，使用人员可以随时

在移动终端完成工单接警，查看急修工单，查看

电梯运行状态，查询电梯档案记录等内容，并能

够记录人员位置信息。

24

预



P5 物联网解决方案 P6物联网解决方案

标准版——全网络版 解决方案
型号 名称 选择项 数量

星辰e盒

星辰e盒

后备电源

电梯主控板 电梯主控板

RKP220/12

ESDT400/SGW200

功能特点：
隔离CAN、RS485、RS232采集电梯数据。

支持4G全网通、以太网、WiFi等网络接入方式。

支持掉电检测并可告知云平台。

双网口，一路可入网，一路可接网络传输设备。

支持12V-24V宽电压输入。

支持手操器调试参数。

云平台

基础版 —— GPRS版 解决方案
型号 名称 选择项 数量

GPRS

ESDT200

RKP220/12

星辰e盒

后备电源

必选

可选

1

1

云平台

星辰e盒

必选

可选 1

1

应用场合：
机房具备以太网或 WIFI 网络时可直接通过该设备入

网，机房 2G 信号较弱时，可通过该设备 4G（支持移

动、联通、电信）入网。

4G/以太网/WiFi入网

功能特点：
隔离CAN、RS485、RS232采集电梯数据。

支持GPRS网络接入方式。

支持掉电检测并可告知云平台。

支持12V-24V宽电压输入。

支持手持操作器调试参数。

应用场合：
    适用于基础数据采集传输。

    适用于不需要语音视频传输场合。

安装位置

机房

控制柜

安装位置

机房

控制柜



旗舰版——基于位置服务版 解决方案
型号 名称 安装位置 数量

功能特点：
星辰 e 盒支持 4G/ 以太网 /WiFi 多种方式入网。

提供基于位置的服务，实时显示电梯运行状态，语音报站。发生困人故障时，自动播放安抚视频，显示救援人

员行动路径以及实时位置信息。

一键救援，集成麦克风、摄像头及触摸呼救按键，可实现一键与远程监控中心实时高质量音视频对讲。

支持外接监控摄像头，可利用轿厢内现有摄像头信号。

多媒体智能终端具备 WIFI 热点功能，轿厢被困乘客手机可通过此热点进行救援呼叫。

星辰 e 盒与多媒体智能终端通过随行电缆进行数据传输，可采用照明线或备用线，无需额外布线。

轿顶多媒体智能终端可存储本地视频 72h。

多媒体智能终端支持多路开关量输入，可外接传感器。

应用场合：
需要基于位置的服务。

需要音视频对讲。

P8物联网解决方案

旗舰版——音视频对讲版 解决方案
型号 名称 选择项 数量

功能特点：
星辰 e 盒可 4G/ 以太网 /WiFi 多种方式入网。

多媒体智能终端置于轿顶，集成扬声器，可支持监控摄像头、远程呼救装置接入。

远程呼救装置安装于轿厢，集成呼救按键、麦克风、摄像头，乘客被困轿厢时通过按下呼救按键与远程监控中

心人员进行音视频对讲。

轿顶多媒体智能终端具备 WIFI 功能，可以为轿厢被困人员提供可用的 WIFI 网络。

星辰 e 盒与多媒体智能终端通过随行电缆进行数据传输，可采用照明线或备用线，无需额外布线。

轿顶多媒体智能终端可存储本地视频 72h。

音频对讲可保证清晰音质。

多媒体智能终端支持多路开关量输入，可外接传感器。

应用场合：
需要音视频对讲。

P7 物联网解决方案

后备电源RKP220/12 机房/轿厢顶端 1

多媒体智能终端SVABOX100 轿厢顶端 1

控制柜 1

多媒体传输设备(轿顶端)GL-PI10N 轿厢顶端 1

多媒体传输设备(机房端)GL-PI10M 机房 1

监控摄像头 DS-2CE56C3T-IT3 轿厢 1

12V电源适配器GFP181C 机房/轿厢顶端

安装位置

轿厢

机房/轿厢顶端

轿厢顶端

控制柜

轿厢顶端

机房

轿厢

机房/轿厢顶端

选择项

可选

必选

必选

必选

必选

可选

必选 1

远程呼救装置(集成呼救
按键、麦克风、摄像头)

SRKA100 必选 1

后备电源RKP220/12 可选 1

多媒体智能终端SVABOX100 必选 1

必选 1

多媒体传输设备(轿顶端)GL-PI10N 必选 1

多媒体传输设备(机房端)GL-PI10M 必选 1

监控摄像头 DS-2CE56C3T-IT3 必选 1

12V电源适配器GFP181C 必选 1

星辰e盒ESDT400/SGW200 星辰e盒ESDT400/SGW200

4G/以太网/WiFi入网

多媒体传输设备(机房端)

多媒体智能终端

基于位
置的服
务

监控
摄像头 可选

多媒体传输设备(轿顶端)

电梯主控板

云平台

4G/以太网/WiFi入网

多媒体传输设备(机房端)

多媒体智能终端

远程呼
救装置
( 集成呼
救按键、
麦克风、
摄像头 )

监控
摄像头

多媒体传输设备(轿顶端)

电梯主控板

云平台

星辰e盒星辰e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