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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组织如何看待工业安全？ 您是否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不仅能满足合

规要求，还可降低风险并实现生产力最大化？ 
安全不再是生产力的负担，也不再只是业务经营中的一项开支；随着无缝连接和现代控制技术 
的出现，它还可成为惠及员工、运营和盈亏底线的强大工具。

我们的人员与资产安全服务能够满足这些需求。我们可以帮您保护员工安全并遵守最新标准， 
并且可以与您一起寻找增强安全并降低风险、同时优化员工和资产生产力的方法。

全面的安全服务

我们的安全服务能够解决有害能源控制、电气安全和机器安全问题。这些服务能够保护您的安

全投资和当前计划的完整性：

有害能源控制服务为您提供适合各种不同环境的锁定/挂牌 (LOTO) 解决方案，以帮助您管理

员工安全，而不会影响生产力

电气安全服务可帮您主动计划例行维护，并识别和缓解可导致弧闪或爆炸的潜在条件

机器安全服务专注于帮您评估风险、实现合规并改善生产产能

挖掘安全潜力

提高 
员工效率

18 %
改进 

资产优化

13 %
缩短 

审计时间

80 %
降低 

机器维护、设计和 
附加安全解决方案

的成本 

$$

优势



有害能源控制

我们全面的 LOTO 支持可帮您有效地执行例行维护，

并满足所有电气、机械、气动、化学、液压或热力设备

的合规要求。

LOTO审计、服务和培训可帮您主动管理员工安全， 
同时优化生产力。

• 年度审计支持可帮您确认设备尚未变更，并且 
LOTO 流程中的每道工序都现成可用且准确无误

• LOTO 服务包括开发图解安全程序，这比基于文本

的程序使用起来更加快捷方便

• LOTO 培训面向经授权且受影响的员工，可帮您 
保持合规

电子 LOTO 计划对您的部分或所有 LOTO 计划实现

数字化，使其保持最新并帮助改善生产产能。

消除纸质程序的一个好处是可帮您改进文档控制。

并且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查看程序对员工而言

更加快捷方便，尤其在远程或扩展的应用中。

您可以使用 LOTO 软件来存储有关各场所的维护活

动和 LOTO 程序使用情况的信息。这可帮您验证员 
工是否正确使用 LOTO，并可以改善生产产能。它还 
可帮您将年度审计时间缩短 85% 之多。

一家公司对其 LOTO 计划实现现代化， 
并将平均 LOTO 时间从 30 分钟缩短 
至 8 分钟。

这使每个月的正常运行时间额外增加  
12 小时，并且每年节省成本超过 50 万 
美元。

 因未能控制有害能源而引发的事故约占众多
行业中严重事故的 10%。”

 – OSHA：有害能源的控制 (锁定/挂牌)，2017 年



电气安全

我们详尽的弧闪分析和服务旨在让您直观地了解危

险情况，以便您就保护员工做出明智的决策。不仅 
如此，我们的服务还可帮助您保持设备按预期运行。

分析

我们可以对您的现有系统、改装后的设备或新设备 
执行弧闪研究。1 这可帮助您：

降低风险

• 我们的工程师会提供一份详尽的分析报告，其中 
包括保护装置协调 (PDC) 研究和短路电流研究

• 我们为您提供建议，帮助减少弧闪危害并纠正过 
载设备，并提供数据以帮助改进保护装置的协调

提高业务能力

• 我们可以为员工或承包商提供安全培训和通电 
工作许可

改进文档

• 我们绘制线路图，为您提供一个准确且最新的 
电气系统模型

合规运行

• 我们的服务旨在满足或超越 CSA Z462、IEEE-1584 
和 NFPA 70E 的要求

翻新

我们可以对现有的弧闪研究执行服务更新，也可以对

过时的研究进行全面审查。

维护

一份针对新的或现有弧闪研究的年度维护协议可帮

您监控并维护任何影响研究的系统变更。

矫正

为帮助您达到可接受的风险等级，我们针对需要改装

的设备提供缓解解决方案。

每年约有 2000 名员工被送入烧伤中心 
接受进一步的弧闪损伤治疗。

弧闪内容说明书，IEEE，2017 年

1  中低压电机控制中心 (MCC) 系列现在还提供有限的 
固定范围服务。



机器安全

我们的机器安全服务可满足您在整个功能安全生命

周期内的需求。我们可以帮您保护员工安全并实现 
合规，还可改善生产产能。

可扩展的安全评估可识别并评估各级风险，无论是

一台机器，还是一座综合工厂。这可帮您围绕保护员

工安全制定明智的决策。

• 符合性审计可对机器进行高级安全分析，并可显示

预定义属性的合规或不合规情况

• 安全防护评估可识别危险并提供安全防护建议 
以便立即采取行动

• 基本安全评估是由我们的一位安全工程师或顾问

执行，其中包含安全改进建议

• 基于团队的风险评估不仅具有基本安全评估的 
特征，还包含对特殊或关键机器的深入分析，并为

团队提供增加知识的机会

设计服务支持开发全面的安全系统。我们可以审查您

的安全电路设计是否符合指定的性能等级，并帮助确

保合理使用安全设备来保护员工。我们也可以执行设

计审查以帮助减少危险。

安装和验证服务可帮助证明您的机器安全系统已正

确安装，并且操作符合定义的参数和标准。我们还可

通过适当的安全产品、标准和员工培训来支持您的 
安装和验证过程。

58% 的设计建议采用 成本更低的方法

1 评估

2 安全功能需求规范 (SFRS)

3 设计和验证

4 安装和验证

5 维护与改进

符合标准 缓解风险 优化生产

安全生命周期

评估危害

首先强调改进

安全生命周期方法



集成和启动支持旨在帮助您提高机器生产率，同时 
确保工作场所安全。这些服务可能包括以下内容：

• 电路/逻辑设计

• 安装

• 弧闪矫正

• MCC 弧闪升级

合规咨询可帮您遵守行业和全球标准，并针对功能

安全而设计系统。此类专业技术在风险评估、标准 
识别、系统工程设计、评估以及自我认证期间至关 
重要。

我们可以帮助您的具体合规方面包括： 

• 功能安全 (ISO 13849-1 和 IEC 62061)

• ISO、ANSI、IEC、CE、OSHA、NFPA 和 CSA 合规

• CE 规范

由我们业界领先的专家提供的培训可让您的员工熟

悉当前和新兴的行业标准，并为其提供何时应用安全

部件的示例。培训计划根据您的具体需求而定制，可

在现场提供，也可在对您方便的罗克韦尔自动化场地

提供。

• 安全产品培训为员工讲解有关安全产品基础和应

用的知识

• 安全标准培训可帮助员工熟悉全球、地区和本地

标准 

• TÜV 认证培训由 TÜV Rheinland 认证，旨在为员工

讲解当前的功能安全最佳范例 罗克韦尔自动化提供最完整的机器 
安全产品、服务和电子工具... 聘用的 
TÜV Rheinland 认证专家多于任何其他

公司。”

ARC 咨询集团：机器安全防护解决方案 
全球市场 2015-2020 报告



客户成功案例

全球电池制造商

挑战

• 200 多台机器的安全状态未知

• 预算/优先化问题

罗克韦尔自动化交付的解决方案

• 安全审计

• 基于团队的风险评估/危害评估

• 安全功能要求规范 (SFRS)

结果

• 所有机器均已评估

• 制定了风险缓解规范

• 符合客户时间表

对于在安全方面进行投资的一流制造商，其整体 
设备效率提高了 5-7%，非计划停机时间缩短了 
2-4%，并且受伤率不到平均水平同行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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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有关我们如何帮您解决特定业务难题的更多信息，请联系当地的授权 Allen-Bradley 分销商或罗克韦尔

自动化销售分公司，或者访问：rok.auto/indmaintenanceZH

Allen-Bradley、LISTEN. THINK. SOLVE. 和 Rockwell Software 是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的商标。 
不属于罗克韦尔自动化的商标是其各自所属公司的财产。

罗克韦尔自动化服务
最小化风险。最大化生产率。

服务项目因地区而异。

应需求提供支持 集成式支持 有管理的支持

产品与应用生命周期支持

基础设施开发和管理

资产性能

信息基础设施与安全

资产现代化

资产性能

资产与设备优化

库存服务

劳动力支持和培训 人员与资产安全

启用

补充

优化

矫正

电气安全

有害能源控制

机器安全

http://rok.auto/services
http://rok.auto/indmaintenanceZ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