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智能、安全、可靠和便捷于一身的  
Armor™ PowerFlex® 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On-Machine™ 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适用于要求最严苛的应用场合



您为何需要  On-Machine  解决方案？  理由有很多。如果您希望缩短
安装和停机时间，On-Machine 解决方案将是您的理想之选。安装空
间有点狭小？ 从意外停机中快速恢复能否提升盈利能力？ 如果是的
话，可以试试 On-Machine 解决方案。

On-Machine  解决方案推动行业朝着无机柜的架构方向发展。此类
解决方案有助于降低安装成本并减小机器尺寸。On-Machine  解
决方案有助于提供更具可扩展性和灵活性的设计解决方案。此外， 
On-Machine  解决方案也可以帮助用户根据需求变化更快更轻松地
进行转换。

On-Machine  功能有助于在更短的时间内更快地制造更多机器。这
样您就能合理调配现有资源，确保生产正常运转，同时还能帮助您专
注于开发新一代解决方案。更快速地制造更多机器有助于增加收入
并缩短供货周期。最终成果：客户满意度显著提升。

ON-MACHINE 
解决方案

在紧凑空间中大展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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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or PowerFlex 实现无机柜设计



我们通过 Armor PowerFlex 电机控制解决方案将 On-Machine 电机控制提升至新的水平。Armor PowerFlex 
变频器集智能、安全、可靠和便捷于一身，是一种可扩展的解决方案，旨在帮助您更好地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如果保证生产业务快速投入运转对于您至关重要，
那么 Armor PowerFlex 电机控制解决方案可以提供
帮助。无论您是  OEM  还是最终用户，您的时间都很
宝贵。Armor PowerFlex 变频器和我们的 Logix 控制
平台均采用相同的用户友好型软件环境。通用平台
可以帮助用户更快更轻松地设计、集成和维护统一
系统。更高效的调试意味着什么呢？ 内置启动向导、 
灵活安装方式和快速连接电缆有助于缩短安装时间。

ARMOR POWERFLEX 为您免去繁重工作

您必须确保设备洁净无污染。Armor  PowerFlex   
变频器能够应用于直接用水冲洗的工况环境。并且
还有诸多其他优势。Armor PowerFlex 变频器集成 
安全功能，有助于简化机器设计并最大程度减少 
组件冗余。
选择 Armor PowerFlex 电机控制解决方案，您就能
更有效地保护人员和资产安全。

兼具耐用性和安全性

企业需要您帮助确保系统可靠运行。借助预测性维
护功能，您可尽早预知设备潜在故障。预测性维护功
能能够监测 Armor PowerFlex 变频器的组件寿命。
这样，您就能预测及规划维护时间表，避免因意外停
机而损失惨重。一旦出现故障，自动设备配置功能可
以帮助您在停机事件过后更快重启设备。

您能用更多的数据做什么？

新一代  
Allen-Bradley® On-Machine 变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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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安全  可靠  便捷

5...10 Hp



客户价值：

缩短上市时间

降低总成本

缩短安装时间

缩短设置和调试时间

满足特定用途

ARMOR POWERFLEX 特性

成本

安装

•  集多项控制功能于一身的一体化解决方案，例如本地
断路开关和动态制动。这样可以显著缩短设计、安装和
集成时间。

•  On-Machine 解决方案能够加快本地安装和设计变
更，无需使用定制化盘柜

•  所有现场接线使用快速链接电缆，最大程度减少因人
工接线错误导致的测试失败。

•  从设计、设置、操作到维护，智能集成提供始终如一的
用户体验，允许在全企业范围内访问数据。

•  整个 Armor PowerFlex 产品组合提供通用、简化的工
作流程，满足易用性要求。

•  网路安全功能为用户提供通用的软硬件体验，降低复
杂性并减少培训需求，确保机器安全解决方案实施过
程符合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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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 
调试时间

降低 
安全成本

预测性维护

缩短平均修复时间

易于故障排查

预防停机 
•  将实时设备数据应用于预测性维护，运用更高级别的

分析模型。

•  千兆 EtherNet/IP™ 网络集成设备级环网功能，提供
网络弹性及容错能力。

•  自动设备配置功能实现快速恢复和设备更换。

降低 
停机成本

更少的 
安装组件

减少 
错误 

更小的 
安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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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or PowerFlex

即使不通过 PLC，也可使用 HOA 
键盘进行本地控制。操作按键支
持用户自定义，以实现更灵活的

本地控制。

本地状态诊断信息有助于操作员 
快速了解设备状态并进行故障处理。

通过嵌入式用户输入和输出 
简化机器设计。

双端口千兆 EtherNet/IP 交换机 
支持高速网络。

可锁式本地维护专用断路开关
确保您安全维护电机，最大程
度减少过程中断。

嵌入式安全输入和输出接口，轻
松将安全设备连接至安全自动
化系统。

即使未连通三相电源，也可通过馈通式 
24V 直流辅助电源进行设备配置。可选
内置电源。

1..3 HP  
0.75…2.2 kW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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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个专有地址组中 
选择设置您的静态 IP 地址。

动态制动开关内部集成了 
温度传感器以提供保护。

设备冲洗方便， 
有效减少尘屑积聚。

采用标准化快速断开 
电机电缆组件，消除 

安装复杂性。

执行维护操作前， 
通过测量测试点安全验证 

直流母线和电机电压状态。

馈通式三相电源和辅助电源 
可降低成本并缩短安装时间。

Armor PowerFlex1..3 HP  
0.75…2.2 kW 框架



型号 35E（标准应用）和 35S（安全应用）

功率范围 0.75…7.5 kW/1…10 Hp（11…14 kW/15…20 Hp 日后发布）

变频器控制方式 压频比控制、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SVC)、SVC 电机节能模式、闭环速度矢量控制、位置控制*

支持的电机类型 感应电机 (IM)、表面式和嵌入式永磁电机（SPM 和 IPM）、同步磁阻电机* (SynRM)

编码器 增量编码器、AqB 编码器、正余弦编码器、hyperface 编码器

电机过载 10 级，I2t 过载保护，支持掉电保持功能

专用维护断路开关 带锁定的ON/OFF 状态指示（带网络状态）

SCCR 能力 最大 100 kA

网络 星形、线性和环形拓扑结构；双端口；每个端口 1000 Gbps；静态和动态 IP 寻址 

通信 EtherNet/IP、内置交换机、设备级环网 (DLR)、CIP™

安全 CIP Security 协议；符合 IEC 62443-4-2 工业自动化系统安全标准*

配置 Studio 5000® 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支持自动设备配置，配置时无需接通主电源

DeviceLogix™ * 离散量 I/O、模拟量、计算、宏功能

安全功能
硬接线安全功能 (STO、SS1(t))
集成安全功能（STO、SS1、安全 I/O 和 SBC）
高级安全功能 (SLS、SDI、SPC)
等级：SIL2…3，Cat 3…4，性能等级 (PL) PLd…PLe，基于安全绩效和风险评估。

安全功能等级
SIL CL2，PLd，Cat 3：基于编码器的安全功能
SIL CL3，PLe，Cat 4：STO、SS1(t)
SIL CL3，PLe：安全 I/O 

安全 I/O 两路双通道输入或四路单通道输入，一路安全双极输出 

离散量 I/O 四路输入和两个配置点
使用安全输入时，最多提供十路标准输入 

快速连接 (QC) 标配 QC 快速连接能力。以馈通方式配备三相电源和辅助电源。

环境 环境温度范围：-25 C…+55 °C (-22…+131 °F)
IP54…IP66，Type 4/12，设计满足卫生要求

设备状态信息 提供完整的本地和网络状态信息。故障信息显示详实，支持预测性维护，可生成带时间戳的事件日志，配备过程变量监测 
功能。

降低安装成本 高效节能、体积紧凑、快速连接能力、集成安全功能、可选双电机配置文件、集成动态制动保护、现场控制模式、用户自定义 
键盘、集成电机和 EM 制动器、集成编码器支持、不受电机类型限制、内置电源和本地断路开关

安装方式 水平安装：0°、90° 和 180°
旋转角度（沿水平轴）：+/-60°

全球认证

• UL 认证
• cULus 认证（电机成组安装）
• CE 标志
• RCM
• EN61508
• IEC 62443-4-2 安全标准
•  ATEX，II 组 (3) 类 GD 应用（适合与 ATEX 认证

电机搭配使用）
• KCC

• EAC
• SEMI F47
• 欧盟 RoHS、台湾标准检验局 RoHS、中国 RoHS
• 设计符合 NFPA 70 标准
• 设计符合 NFPA 79 标准
• NEMA ICS 7.1
• EN61800-3 C2 和 C3 类
• EN61000-6-4 CISPR11 1 组 A 级
• ODVA

可用性 参见《Armor PowerFlex Drives Specifications》，出版号：35-TD001

*日后发布

ARMOR POWERFLEX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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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和互联企业

数据科学与分析

企业技术

前端工程设计自动化

安全与风险管理

主要自动化承包商 (MAC)

升级与移植工程设计

计划与项目管理和实施

全球推广

OT 网络与网络安全

托管服务

OT 基础架构即服务

远程支持

预测性/规范性分析

在线学习

讲师指导课程和虚拟培训

劳动力评估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资产维修、再制造和管理

安全评估和整改

现场技术支持

咨询服务 专业服务 互联服务 劳动力服务现场服务

在正确的时间，提供正确的专业知识。
我们凭借丰富的领域知识，为您的生命周期和数字化转型之旅赋能。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en-us/capabilities/lifecycle-service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