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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TIFIKAT 

  Die Zertifizierungsstelle 
der TÜV SÜD Management Service GmbH 

bescheinigt, dass das Unternehmen 

 

ESA Elektroschaltanlagen Grimma GmbH 
Broner Ring 30, 04668 Grimma 

Deutschland 

für den Geltungsbereich 

Projektierung, Entwicklung, Fertigung, 
Montage, Inbetriebnahme und Service von 

Niederspannungs-, Mittelspannungs-, MSR-Anlagen, 
Melde- und Bedientableaus 

ein Qualitätsmanagementsystem 
eingeführt hat und anwendet. 

Durch ein Audit, Bericht-Nr. 70003756, 
wurde der Nachweis erbracht, dass die Forderungen der 

ISO 9001:2008 
erfüllt sind. Dieses Zertifikat ist gültig vom 2014-04-29 bis 2017-04-28. 

Zertifikat-Registrier-Nr. 12 100 5988 T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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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ünchen, 2014-04-29 
 

 

  

 
  

ZERTIFIKAT 

Die Zertifizierungsstelle 
der TÜV SÜD Management Service GmbH 

bescheinigt, dass das Unternehmen 

 
ESA Elektroschaltanlagen Grimma GmbH 

Broner Ring 30, 04668 Grimma 
Deutschland 

für den Geltungsbereich 

Projektierung, Entwicklung, Fertigung, Montage, 
Inbetriebnahme und Service von 

Niederspannungs-, Mittelspannungs-, MSR-Anlagen, 
Melde- und Bedientableaus 

ein Managementsystem für 
Sicherheit, Gesundheitsschutz und Umweltschutz 

eingeführt hat und anwendet. 
Durch ein Audit, Bericht-Nr. 70003756, 

wurde der Nachweis erbracht, 
dass die Forderungen an das Normative Regelwerk 

Sicherheits Certifikat Contraktoren 
(SCC** Version 2011) 

erfüllt sind. Dieses Zertifikat ist gültig vom 2014-05-04 bis 2017-05-03. 
Zertifikat-Registrier-Nr. 12 106 5988 TMS 

  

  

  

  

  
Product Compliance Management 

München, 2014-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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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场所

关于公司

ESA Elektroschaltanlagen Grimma GmbH 是一间来自
德国萨克森州的电气开关设备制造公司,也是一家规模
正在不断扩大的中型公司。我们自身的研发部门是我
们创新产品制造的基石。今天，在德国格力玛工厂这
里拥有400多名员工。人力和技术的基础，让我们能用
最短的时间处理重大的项目。

■ 自有技术创新

■ 产品持续开发

■ 技术专长和经验

■ 质量、可靠性

■ 服务

形成了面向未来的技术解决方案的基础，塑造着我们
的企业理念。

我们的产品

■  符合DIN EN 61439-1/-2 要求、通过型试验的低压
开关柜和控制柜组件

■ IT系统控制柜及绝缘故障检测系统

■ 符合DIN VDE 0100 710 部分和 IEC 60364-7-710 
要求的调节和控制系统

■ BSV ——电池支持的电源供应

■ 使用触摸和滑动科技制造的信号面板和控制面板

■ 绝缘、剩余电流和工作电流监测系统

■ 消耗数据采集和运行能源管理评估

经认可的医院质量

我们的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 

■  遵循最新的标准和准则，尤其包括DIN VDE 0100 
710部分和 IEC 60364-7-710

■ 且经独立测试实验室测试和认证

我们的工作是以质量管理体系为基础，且通过DIN ISO 
9001:2008 的认证。
如您在医院和医疗机构的安全电源供应方面仍有特殊
要求，我们的多年经验还能供您所用！

服务

■ 咨询和规范标准

■ 网络分析

■ 规划、配置和项目管理

■ 员工培训和指导

■ 热线服务 
■ 维修和保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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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中央配电

医疗场所

低压主配电板和主楼配电板

医院内的一般电源(GS) 和安全电源(SS) 供应的基础网
络结构均建立在这些开关柜的基础上。供电安全方面
的最高标准也建立在这些开关柜的基础上。因此，这

些开关设备均是遵照DIN EN 61439-1/-2 要求设计、通
过型试验的低压开关柜和控制柜组件。

我们的产品

■  低压主配电板和主楼配电板

■ 开关柜系统GNS 5.1 (ESA-Grimma) 或 Sivacon 
（西门子）

■ 符合DIN EN 61439-1/-2要求、通过型试验的标准

■ 调节和控制系统 HospEC®

■ 转换模块 UEGL

■ 显示面板输入输出集成系统 FolioTec

■ BMTI 5系列操作和报警器终端 
■ RCM系列剩余电流和工作电流监控装置 
■ MPM系列数字 I/O 设备

■ CPM系列电流和消耗监控装置 
■ HospEC® 经由标准现场总线(CAN)的调节控制系统的

数据接口 

产品优势

■  工业生产的最高质量标准 
■ 符合DIN EN 61439-1/-2要求、通过型试验的版本

■ 模块化设计的配电、功能系统和装置

■ 每个应用的单独规划、配置和执行

■ 母线、装置、和接线盒之间配置耐电弧屏障

■ 操作安全性、人身安全性和可用性

■ 通过剩余电流和工作电流监控对维护进行优化，提
升操作和投资的安全性

■ 用于能源管理的消耗数据采集

开关柜系统GNS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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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场所

其他区域的电源供应

用于0类、1类区域，以及一般设施电源供应的子配电板 

我们为0类和1类医用区域以及全部公共区域的电力供
应生产子配电板，例如以下房间：

■ 功能诊断室(CT, MRT, EEC等)
■ 病房处

■ 走廊、管理室、实验室和技术室

■ 实验室和服务器机房(电脑IT)

尤其在医院领域，必须满足大量特殊功能条件。包括
例如：中央和分散式照明控制，为及早检测错误、最
小化停机时间而进行的剩余电流和工作电流监控，从
外部系统获取信号及其与现场总线(CAN)的连接、用于
进一步评估，集成到大楼管理系统。

我们的产品

■ 使用开关柜系统GIV的子配电板，搭载以下具体项
目

■ 调节和控制设备系统HospEC®RCM系列剩余电流和工
作电流监控装置 MPM系列数字 I/O 装置，具备调光
功能 BMTI 5系列操作和信号器终端 CPM系列电流和
消耗监测装置 

■ HospEC® 经由标准现场总线CAN的调节控制系统和数
据接口 

产品优势

■ 稳定、安全、高品质的GIV开关柜系统

■ 高度高达2300mm，在低压开关房间中占地面积小

■ 功能齐全，具备医院及相关区域所需的全部典型功
能 

■ 综合控制和监控功能

■ 可以根据需求定制，易于改装和转换

■ 操作安全性、人身安全性和可用性

开关柜系统 GIV 开关柜系统GIV 具备 
4个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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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场所

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的电源供应

用于2类区域的IT系统配电板

IT系统配电板为最敏感的区域——2类区域进行供电，
包括手术室、重症监护室等。这些区域必须配备保护
隔离和绝缘监测。我们的IT系统配电板能与绝缘故障
检测系统同时安装，用于自动故障检测。具备一系列
特定应用的功能，使其同时满足操作的安全性和舒适
性。

我们的产品

■ IT 系统配电板 IPS-OP-710 
- 转换及监测组件 UEI-710，配有功率组件和IT系统隔
离变压器 

■ IT 系统配电板 IPS-ICU-710 
- 转换及监测组件 UEI-710，配有功率组件和IT系统隔
离变压器 
- 绝缘故障检测系统 IFS

■ HospEC®系统的附加组件 BMTI 5系列操作和外接报警终
端 FolioTec系列控制面板 

产品优势

■ IT 系统配电板的紧凑设计，配有隔离变压器、电源
切换功能和IT系统监控功能

■ 绝缘故障检测系统的优化维护

■ 独立的变压器室，最佳散热的效果

■ 高度高达2300mm，在低压开关房间中占地面积小

■ 每个应用能单独规划，配置和执行

■ 操作安全性、人身安全性和可用性

IT 系统配电板 IPS-ICU-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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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场所

流动健康护理中心、门诊诊所和医学实验室

完全基于电池的IPS系统

病人的急救和治疗不仅在医院内进行，也会在流动的
健康护理中心或门诊诊所中进行。这导致对这些区域
电气系统设计的需求也有所增加，尤其是在故障安全
和人身安全两个方面。由于电气医疗设备的依赖性导
致了风险的增加，所以故障安全的电源供应设计上必
须考虑到这一点。对于医院来说，这就是标准。而在

流动的健康护理中心和医疗实践中，安全连续的电源
供应是绝对必要、且至关重要的，病患的安全是重中
之重！

我们的产品

■ AP-BSV-IPS-Serie 710 中的IT 系统配电板，
配有电池供电的等效电源

■ 可选配绝缘故障检测系统 IFS

■ BMTI 5系列操作和报警器  
■ 医院的等效电源供应系统具备更高性能 

单相等效电源供应装置，最高可达80 kVA 
三相等效电源供应系统，最高可达150 kVA

■ 等效电源供应OPL系统，用于手术室照明的直接供
应(24 V DC)

产品优势

■ 绝对符合标准

■ IT系统配置标准化IPS完整配电板

■ 最小外壳尺寸

■ 备电时间1-3小时

■ 密封铅酸蓄电池 (Eurobat 持续时间 > 12 年)
■ 性能：1.8 kVA - 4.5 kVA
■ 可选连接手术室照明(24 V DC)
■ 可选绝缘故障检测系统 IFS

■ 完全兼容 HospEC® 系统设备

AP-BSV-IPS-Serie 710 中的IT 系统
配电板

操作和报警器 
BMT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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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监控系统WeVisEC®进行剩余电流和操作电流监控 

使用我们的剩余电流和工作电流监测系统，电源供应
故障可以通过早期预警的形式予以避免。此外，也增
强了设备安全和火灾的保护。
配电板上的监测装置与故障安全总线系统相连接，捕
获系统和用户的全部相关电流。无论何时何地，全部
电流都可以被显示出来。在设备发生故障之前，维护
人员就能通过电脑或电子邮件收到通知。

该系统用于故障安全系统——例如在医院中。无需更
多人员、电工知识或额外软件！符合BGV A3 § 5 事故
预防规则的要求。

我们的产品

■ 工作电流和多通道的剩余电流监测装置 RCM-W8-AB

■ 多通道剩余电流监测装置 RCM-W6，配有集成变压器 
■ 多通道剩余电流和工作电流监测装置RCM-W8、RCM-

W24 
■ BMTI 5系列操作和报警器

■ 用于建立 WeVisEC®监控系统的MPG-ETH系列数据节
点

产品优势

■ 线下即可查找错误

■ 系统错误能通过早期预警和信号的方式显示出来

■ 避免设备故障——增加设备的可用性

■ 通过定位单个故障的输出或消耗，降低故障查找和维
修的成本 

■ 使用标准网络浏览器和易于操作及监控的系统，提供
舒适的监控和配置解决方案 

■ 无需增加工作人员

DW系列电流互感器示例

剩余电流监测装置 RCM-W6

剩余电流和工作电流 
监测装置 RCM-W8

剩余电流监测装置 
RCM-W8-AB (通用电流敏感)

剩余电流和工作电流 
监测装置 RCM-W24

监控系统 WeVi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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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数据采集——能源管理

消耗数据采集和运行能源管理评估

德国关于能源服务和其它能效措施的现行法律（EDL-
G）为审计公司在§ 8 第 3 段第 1 项中对能源管理系
统进行了介绍。 
德国格力玛为您提供经过认证的整套能源管理系统。
其核心产品(就是我们CPM-W20类型的电流和消耗监测
装置。这一装置具备20个通道，能计算消耗、测量电
压。可连接的铰链电流互感器能在不打开变压器回路
电路的情况下，测量高达600安培的电流。因此，该系
统也适用于改装项目。
对较大电流来说，则应使用经验证的测量设备Janitza.
其也可用于首站(Modbus®-TCP/IP 执行) 及相关软件。

消耗数据采集应覆盖所有相关消耗。此处显示的系统
能监测任意规模的系统。 
CPM-W20的电流监测通道还具备一项特殊功能，能够用
于剩余电流的测量 (RCM)。

我们的产品

■ 此处显示的数据包含任意规模的系统

■ 使用 CPM-W20型电流和消耗监测设备进行用于成本
效益对比的消耗数据采集

产品优势

■ 精通ESA系统、获取工厂专业知识

■ 高达600安培的铰链电流互感器，始于简便快速的改
造

■ 每台CPM-W20 设备配备20 个电流测量通道 
■ 可为不同电流测量(RCM) 或消耗数据采集自由选择

通道 
■ 独立来源的认证能源管理系统

电流和消耗监测设备 CPM-W20

铰链电流互感器

中央监测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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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场所

报告与控制

显示和操作系统

我们为您提供整个系统的信息——包括医疗技术和设
备方面的信息，中央式、分布式、以及分配到各个区
域的信息。这些信息被开放后，操作人员可以连接到
这些节点读取数据。
尤其对于医院来说，医护人员总是要接触到海量信
息。我们的显示和操作系统能将操作的状态显示由繁

化简，使操作行为能够快速，直观，一目了然。
我们为您提供的显示和操作系统，能够包含所需的全
部监测，满足医院的典型需求。

我们的产品

■ 操作和信号器终端BMTI 1

■ 操作和信号器终端BMTI 2

■ 操作和信号器终端BMTI 5 及 BMTI 5 s
■ FolioTec 系列大型情报面板

■ 报警器和控制面板Tocuh Control

■ 报警器和控制面板Kombi

产品优势

■ 专为医疗领域使用而设计

■ 能够快速获取全部所需信息

■ 操作简单、清晰、直观

■ 封闭、多层、永久稳定的箔膜表面，耐清洁剂、消毒
剂、抗紫外线

■ 无忧集成到楼宇控制技术之中

■ 具备连接到控制和监测功能的可能性，例如实现整个
楼宇智能化技术

报警器和控制面板Kombi

LCD 面板FolioTec ，配有充电站，用于手术台的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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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控制和外部系统连接

HospEC®系统使得全部区域的照明控制都能得以舒适安
装。因此可以使用正常照明开关和按钮。我们MPM系
列的多通道数字输入/输出设备能用于控制功能和调光
功能。该技术允许中央和终端操作员的连接。集成了
控制、自然光调节、时间显示、计时和出勤等功能。
满足一般和安全电源的光电路和供电电源的特殊标
准。
此外，这些设备还被用于和外部系统的连接。在这种
情况下，建筑技术信号必须经过评估、彼此连接、予

以显示，并能够在不同点处均可使用，以便进一步的
流程控制。 
具备以上功能、且符合必须的安全标准（“单故障安
全”）MPM系列设备取代了传统的奢侈型装备，这一
点在医疗领域尤其突出。

我们的产品。

■ MPM 系列设备 
■ MPG 系列（协议转换器）设备 
■ 操作和报警器终端 BMTI 5 和 BMTI 5 s

■ FolioTec系列报警器和控制面板

产品优势

■ 将整个建筑技术的信号集成到现有总线系统中

■ 使用MPM 12-2常规调光（1-10 V – 接口）为安全和
一般照明 （SS 和 GS 电路）提供控制功能

■ 简单舒适地控制手术室环境照明

■ 以具备成本效益的方式实施多功能照明控制、同时
具备调光功能

■ 重置后能够定义输出状态的记忆功能

■ 无需接线或改变安装情况即能简单实现逻辑功能的
重编程，为规划和随后的功能变化提供高度灵活性

■ 降低安装成本、缩短装配时间 

数字 I/O 设备 MPM 12-2

数字 I/O 设备 MPM 16-8

数字 I/O 设备 MPM 32-V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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