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Flex 7000 中壓交流變頻器的安全性
有助於保護人員和設備安全

符合安全高標
廣大工業使用者都需要提高設施的安全等級，進而加強對人員和資產的防護。全球標準也在
不斷地改變，以因應這些日益變更的規定。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對安全採取全方位回應，提供
創新安全解決方案來改善機器的運轉功能，同時有助於提高安全性、效率及生產力。我們在工
業自動化和安全以及技術創新領域居於世界領導地位，歡迎您瞭解我們的中壓安全解決方案
如何幫助您提高生產力和人員安全。

助您降低運作全程會產生的風險
Allen-Bradley® PowerFlex® 7000 交流變頻器以能為
重工業要求最為嚴格的應用提供有效且可靠的馬
達控制而聞名全球。
運用全新方法和技術，能夠提升對人員和設備的安
全防護，進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作場所的危險。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配備變頻器組態和控制選項，
例如採用Direct-to-Drive™技術的主動前端 (AFE)以及
高效能扭矩控制，以符合對於性能要求更高的應用
需求。此外，安全關閉扭矩控制選項、ArcShield™ 耐
電弧機殼選項以及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恰能組成
一套全方位的解決方案，助您提升性能，以對重要
資產提供更為嚴密的安全防護。

我們的創新中壓變頻器可以改善機器的運轉
功能，同時有助於提高人員安全性、效率及生
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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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關閉扭矩有助您增加功能安全性
從實際的功能安全工程經驗中研發出可靠的安全措施，以符合嚴格的國際安全標準。這些
實踐不僅將安全功能直接整合進機械設計中，進而增加使用者安全，更能降低系統複雜性。

採用安全關閉扭矩技術的 PowerFlex 7000 中壓交流變頻器可助您簡化功
能安全設計
安全關閉扭矩技術可以讓您在不切斷變頻器電源的情況下切斷馬達電源，讓系統能在達到
安全狀態後更快速地重新啟動。
在變頻器控制中直接加入安全關閉扭矩設計，無需附加機電元件或進行接線，並且有助於
降低硬體庫存及安裝成本。
具有安全關閉扭矩設計的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經過 TÜV 認證，適用於物料輸送帶和研磨
機等工業應用方面。PowerFlex 7000 變頻器也通過 IEC 61508 安全整合等級 (SIL) 3、效能等級
e (PLe)、ISO 13849-1 第 3 類（變頻器可達成最高等級）認證。
• 可防止變頻器將旋轉能量傳送給馬達
• 有助於減少反覆重新啟動造成的磨損
• 達到 IEC 61508 SIL 3 和 ISO 13849-1 第 3 類 PLe 的規定
• 經過 TÜV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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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7000 變頻器系統採用 ArcShield 技術
中壓變頻技術的顯著進步有助於減少電弧閃光危險並且盡可能地降低風險
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首次推出耐電弧中壓變頻器系統，不但幫助客戶降低電氣設備運作與維
護的相關風險，同時也能滿足客戶的需求。有鑑於我們在耐電弧中壓和低壓馬達控制器設計
與實作方面超過十年的成功經驗，PowerFlex 7000 變頻器系統採用 ArcShield 技術，其設計旨在
保護人員安全並且盡可能地減少意外斷電和停機事件。
ArcShield 是一種耐電弧設計理念，由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研發並取得商標權，這種技術將耐電
弧機殼與我們的智慧型控制系統相結合，改善安全功能，同時也具備遠端操作和監控功能。

符合安全標準的有效設計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系統採用 ArcShield 技術，完全整合 Allen-Bradley® CENTERLINE® 啟動器
與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 這種變頻器完全整合的單機系統設計，特別適合搭配現有 AllenBradley 中壓啟動器系列，提供 40 kA 或 50 kA 電弧故障分級。

本系統符合以下
全球標準：
IEEE C37.20.7
CSA C22.2 No. 22-11
EEMAC G14-1
IEC 62271-200
IEC 62477-2

用於重導電弧閃光事件所產生的能量，使其從機殼頂部排出並且遠離人員，2B 型的無障礙設
計有助於在發生電弧故障事件時，保護位於機殼前方、側邊或後方人員的安全。此外，2B 型可
在為維修而開啟低壓門板控制時，仍然維持防護功能。

發生電弧閃光時，會造成設備附近人員
受傷，且當電弧端溫度超過 35,000 °F /
19,500 °C 時，也會損壞設備

在大型安全性計劃中，人們越來越關注的一點是，
降低與電弧閃光事件相關的潛在嚴重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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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洩壓口可以在發生電弧閃光時，將電弧氣體
與物質從機殼前後和側邊導離。

2

氣體與物質可藉由增壓排氣系統，向上由機
殼頂部排出。

3

獲得專利的自動關閉排氣板可以防止電弧閃
光氣體由風扇排氣孔逸出。

4

機櫃門使用焊接通道加強，此通道是為了在
發生電弧閃光時維護結構的完整性。

5

堅固的機櫃結構，其中包含加固側片、櫃門、
機櫃頂蓋以及背板，專為提升承受電弧故障
能量的堅硬度而設計。

6

使用高強度絞鍊、鎖扣及螺栓將櫃門牢
固地安裝於機櫃上，以增加防護性。

7

獲得專利的自動關閉排氣板可以防止電弧閃
光氣體由進氣口逸出。

專為針對電弧閃光事件提供額外保護，進而營造更安全的工作環境而設計。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系統採用 ArcShield 機殼強化，足以承受電
弧閃光事件所產生的壓力。這種變頻器還外加支撐元件和接入板，所
有櫃門、側板、頂蓋及背板都是使用 12 號標準規格的鋼板製成的。
加強型多點式鎖扣和堅固的櫃門絞鍊，進一步加強機殼主要櫃門的
牢靠性。

機殼頂部特殊洩壓口的開口設計，可以重導入電弧排出氣體以釋放
壓力。各種架高的增壓排氣系統組態，能將過熱氣體以及汽化銅和
鋼引向安全的受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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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ArcShield 技術的完全整合性 50 kA 額定電流 PowerFlex 7000 變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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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對重要資產的遠端監視過程並確保此過程的安全性
遠端監控功能可以讓工作人員從遠處控制變頻器並監控應用端，此設計旨在減少
人員接觸運行設備的機會並且降低潛在的危險。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所提供的實用功能有助於保護人員避免潛在的電氣危險。可以透過 EtherNet/IP 通訊、與控制
系統架構整合或使用遠端 PanelView™ HMI 的方式有效地控制與監控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的運作情況。藉由與變
頻器遠端連線的方式，盡可能地減少人員進入電氣室的需要。
若將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搭配 Allen-Bradley Logix 可程式化自動控制器，則可簡化與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的整合，同時能擴大控制室的控制與操作範圍，並從單一地點監控所有的運作情況。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採用使用者易懂的 PanelView™ 圖形人機介面，帶有觸控式螢幕和內建 PDF 檢視器以及綜合
式控制介面。 HMI 可於遠端安裝，這也是另一個能讓人員遠離電氣危險的選擇。

長距離馬達電纜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可使用長距離馬達電纜。此特色能在馬達所處環境會對操作員造成危險時，提高操作員的安
全性。大多數競爭同業所採用的中壓變頻器都因為高開關頻率、開關裝置的高 dv/dt 特性或電容耦合，而在馬達電
纜長度方面有所限制，但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卻截然不同，在這方面沒有任何限制。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不需濾波器便能控制與變頻器相距 15 公里 (9.3 英里) 遠的馬達。 這最適合陸上或海上平台
式電動潛水幫浦應用，或是因環境因素而需要設置中央電子控制室和分離馬達地點的任何應用。

PanelView™ 圖形人機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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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您的投資
我們充分利用全球支援中心的基礎設施和專門領域專
家，幫助保護您的自動化投資。我們不僅能助您維持
廠房正常運作，還會評估您的整體運作情況，為您提
供最佳服務組合建議，協助您盡可能地提高生產力、
最佳化廠房資產並且提升整體財務效能，讓您無後顧
之憂。
安全評估提供安全關鍵控制方面的諮詢服務，協助您
遵循現行標準與新興標準的規定。安全評估完成後，您
即會收到完整的記錄和補救建議。

安全評估服務包括：
• 風險評估
• 電弧閃光分析
• 安全風險評估
• 危險評估

訓練
除了服務項目之外，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也提供電氣
安全、國家消防協會 (NFPA) 70E 及電弧閃光合規等訓
練課程。 這些課程旨在協助提高員工對於電擊、電弧
閃光以及飛弧危險等方面的認識，並讓您的訓練課程
符合 OSHA 和 NFPA 70E 2015 所要求的電氣訓練規定。
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提供包括以下幾個主題的多種
課程：
• NFPA 70E 2015® 電氣安全規定
• 安全電氣實踐
• 計算電弧閃光防護邊界
• 個人防護設備
若要瞭解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訓練課程詳情，請洽當
地授權的 Allen-Bradley 經銷商或銷售 / 支援辦事處。
請至以下網址查詢完整課程清單：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training

Virtual Support Engineer™
深入瞭解自動化機械性能，是讓操作最佳化並避免發生成
本昂貴的停機事件的重要關鍵。
Virtual Support Engineer 服務能提供簡單安全的方式來監
控設備，並且收集寶貴的效能分析資料。現在，您能更加瞭
解機械運作狀況，並在效能降至預先定義的界線以下時收
到警示。
我們在變頻器內部署 Virtual Support Engineer 閘道裝置，
用以監控 PowerFlex 7000 中壓變頻器。Virtual Support
Engineer 會持續監控變頻器的關鍵變數，並將可能會影響
變頻器效能的事件通知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
您可以使用 Virtual Support Engineer 來存取與您的機器相
關的大量寶貴數據和分析資料。Virtual Support Engineer
會將所有數據傳送至雲端，以便檢視歸檔、效能分析及歷史
數據 / 趨勢資料。
您可以設定 Virtual Support Engineer 監控變頻器中任何數
量的參數，其中包括：
• 轉速
• 電流
• 電壓
• 電源
• 變頻器警告佇列
• 變頻器故障佇列
• 變頻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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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服務和技術支援
全球技術、在地服務、專業放心
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擁有高度整合的全球網路，包括通過 ISO 認證的維修中心、
交易中心、現場服務專員、IACET 認可的訓練中心、取得認證的電話技術支援中心
以及線上工具等，可以隨時隨地為您提供所需的資源。

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o/services

符合您的日常技術需求
遠端支援與監控

訓練服務

現場技術服務

維修服務

• 即時產品、系統及應用層
級支援

• 講師引導課程和電腦式或
線上課程

• 內嵌式工程設計

• 產品重製

• 豐富的線上資源和工具

• 虛擬教室

• 預防性預防性維護

• 對所有工業自動化品牌及
產品提供維修服務

• 線上客服和支援論壇

• 訓練評估

• 遷移與轉換

• 安全的設備監控、警示及
診斷

• 工作站和工作輔助

• 年度維修合約

• 啟動與調試

讓您在自動化設備的投資獲得最大的報酬
MRO 需求管理

生命週期延長與遷移

網路和保安服務

安全服務

• 全面資產管理規劃

• Installed Base Evaluation™

• 控制系統生命週期服務

• 安全評估與補救

• 可靠性服務

• 指出陳舊過時風險

• 管理網路整合

• 保固追蹤

• 降低生產風險的工具和生
命週期服務協議

• 安全技術、政策及程序
服務

• 安全設計、整合與驗證
服務

• 快速取得全球備用零件
庫存

請至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支援中心網站 www.rockwellautomation.com/knowledgebase 查詢技術資訊並尋求協助，以及：

• 檢視技術 / 應用註記

• 訂閱產品 / 服務電子郵件通知

• 取得軟體修補程式

• 提出問題、即時聊天、支援論壇等等

造訪 Get Support Now（網址為 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o/support）選取您的國家後找到您當地的支援資訊。

Allen-Bradley、ArcShield、CENTERLINE、Direct-to-Drive、Listen. Think. Solve.、PanelView、PowerFlex、Rockwell Automation、Rockwell Software、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Virtual Support Engineer
皆為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的商標。凡不屬於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的商標皆為其各自所屬公司所有。

www.rockwel lautomation.com
電力，控制，
資訊解決方案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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