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Flex 7000 中压交流变频器的安全性
有助于保护人员和设备安全

满足高安全标准
各个行业的用户都需要提高工厂的安全等级，进而更好地保护工作人员和资产的安全。全球
标准在不断的变化，以应对日益变更的要求。罗克韦尔自动化采用全方位的安全方法，提供
能改善机器的功能性运转情况的创新型安全解决方案，同时有助于提高安全性、效率和生
产力。我们在工业自动化和安全领域是世界领军企业，并且也是技术创新企业，欢迎您了解
我们的中压安全解决方案如何帮助您提高生产力和人员安全。

有助于降低整个运营过程中的风险
Allen-Bradley® PowerFlex® 7000 交流变频器因其能够
为重工业要求最为严格的应用提供高效、可靠的电
机控制而驰名于世。
凭借新方法和技术，可以更好地保护人员和设备安
全，进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作场所的危险。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配有变频器配置和控制选件，
例如采用 Direct-to-Drive™ 技术的有源前端 (AFE) 及
高性能的转矩控制，以此来满足性能要求更高的应
用需求。此外，安全断开扭矩控制选件、ArcShield™
抗电弧外壳选件以及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形成了
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借助该解决方案，可以提升性
能并提高关键资产的安全性。

我们的创新型中压变频器能够改善机器的•
功能性运作情况，同时有助于提高人员安全、
效率和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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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安全断开扭矩可提高功能安全性
功能安全工程实践形成了可靠的安全措施，可满足严苛的国际安全标准。这些实践能直接将
安全功能融入机械设计中，进而有助于提高用户的安全性以及降低系统复杂性。

具有安全断开扭矩功能的PowerFlex 7000 中压变频器有助于简化功能•
安全设计
凭借安全断开扭矩技术，可以在不切断变频器电源的情况下切断电机电源，进而在达到安全
状态后可以快速重启系统。
安全断开扭矩专用于进行变频器控制，无需使用附加机电组件，无需进行接线并且有助于降
低硬件库存及安装成本。
具有安全断开扭矩功能的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经过 TÜV 认证，非常适用于物料输送带和
研磨机等工业应用。该变频器经过相关认证，达到 IEC 61508 安全完整性能等级 (SIL) 3 以及
ISO 13849-1 类别 3 性能等级 e (PLe) 的要求（目前变频器可实现的最高等级）。
•• 可防止变频器将转动能传送至电机
•• 有助于降低重复性重启所产生的磨损
•• 满足 IEC 61508 的 SIL 3 以及 ISO 13849-1 3 类 PLe 的•
要求
•• 经过 TÜV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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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ArcShield 技术的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系统
中压变频器技术的进步有助于降低弧闪危险以及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
为了帮助客户降低与电气设备的操作和维护有关的风险，同时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罗克韦尔
自动化推出了首个抗电弧式中压变频器系统。我们在抗电弧式中压及低压电机控制器的设计
和实施方面拥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我们推出的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系统采用 ArcShield 技
术，专用于保护员工安全和最大程度地减少意外断电与停机。

该系统符合以下•
全球标准：

ArcShield 是一种抗电弧设计理念，由罗克韦尔自动化研发，属于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的商标，
这种技术将抗电弧外壳融合到智能控制系统中，改善了安全功能，同时具备远程操作和监视
功能。

CSA C22.2 No. 22-11

IEEE C37.20.7
EEMAC G14-1

借助高效设计满足安全标准

IEC 62271-200

采用 ArcShield 技术的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系统完全融合了 Allen-Bradley® CENTERLINE® 启
动器和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这种变频器提供了独立的完全集成式系统以及专用于搭配
现有 Allen-Bradley 中压启动器线路进行使用的系统（电弧故障等级为 40 kA 或 50 kA）。

IEC 62477-2

2B 类变频器的无障碍特性，能够改变弧闪事件所产生的能量的方向，使其从机壳顶部排出，
远离人员，有助于在出现弧闪故障时，保护机壳前面、侧面或者后面的人员。此外，为进行维
护而使低压控制门处于打开状态时，2B 类防护仍能发挥效用。

发生弧闪时，会对附近的人员造成伤害，
并且电弧端的温度将超过 35,000 °F /
19,500 °C，这会损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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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压孔可以在发生弧闪时，将电弧气体与物质
导离机壳的前面、后面与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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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增压排气系统将相关气体和物质从机
壳顶部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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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专利的自闭式通气板可以防止弧闪气体
通过风扇排气孔排出。

4

机柜门通过焊接通道进行加固，用于在弧闪
时保证结构的完整性。

5

坚固的机柜结构，其中包括加固的侧板、柜
门、机柜顶盖以及背板，专用于增强刚度以承
受电弧故障所产生的能量。

6

高强度铰链、锁以及螺栓可以牢固地将柜门
连至机柜，以实现额外保护。

7

获得专利的自闭式通气板可以防止弧闪气体
通过前端进气通风口排出。

在全面提升安全性计划中，人们越来越关注的一
点是，降低与弧闪事件有关的潜在严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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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于针对弧闪事件提供额外保护，进而营造更安全的工作环境
配有 ArcShield 机壳的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系统已经过加
固，可以承受弧闪事件所产生的压力。这种变频器额外配有支
撑件和支撑板，并且还使用 12 号钢板制作所有柜门、侧板、顶
盖以及背板，达到了加固的目的。加强型多点式锁销以及坚固

的柜门铰链进一步增强了机壳主要柜门的牢靠性。为改变电
弧排放气体的方向，机壳顶盖上的专用减压孔将打开以释放
压力。借助各种架高的增压排气系统配置，可以将过热气体以
及汽化铜和钢引向安全的受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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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ArcShield 技术且额定电流为 50 kA 的完全集成式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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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了对关键资产的远程监视过程并确保了该过程的•
安全性
借助远程监视功能，可以使工作人员在远离应用项目的情况下对变频器进行监视，
该功能专用于减少工作人员接触运行设备的几率以及降低潜在的危险。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的实用功能有助于使工作人员远离潜在的电气危险。可以通过 EtherNet/IP 通信、通过与控制系
统架构的集成，或者使用远程 PanelView™ HMI 高效地控制和监视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的运行情况。借助与变频器的
远程连接功能，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人员进入电气室的需要。
如果将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与 Allen-Bradley Logix 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配合使用，则可以精简与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的集成，同时可以扩大控制和操作范围（即可以控制和操作控制室），还可以从一个位置监视所有操作。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具有用户友好型 PanelView™ 图形终端，带触摸屏以及内置 PDF 查看器和综合型控制界面。HMI
可以远程安装，这也有助于使人员远离电气危险。

长电机电缆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支持长距离电机电缆。这有助于在出现与电机所处环境有关的操作员危险时，提高操作员安全
性。大多数竞争企业所采用的中压变频器都因高开关频率、开关装置的高 dv/dt 特性或电容耦合，而在电机电缆长度方
面有所限制，但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却截然不同，它在这方面没有限制。
借助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工作人员在不使用滤波器的情况下，能够在距离变频器 15 km (9.3 mi) 远的地方控制电
机。这尤其适用于陆地或海上平台的电动潜水泵应用，或因环境限制而需要中央电控室和分离电机位置的任意应用。

PanelView™ 图形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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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您的投资
我们充分利用全球支持中心的基础设施和专项专家，
帮助保护您的自动化投资。我们不仅能保证您的工厂
正常运营，我们还会对您的整体运营情况进行评估，
为您提供最佳服务组合建议，帮助您最大程度提高生
产力、优化工厂资产并改善整体财务状况，让您无后
顾之忧。
安全评估会提供安全关键控制方面的咨询服务，协助
您满足现行标准与新兴标准的要求。完成安全评估
后，将为您提供完整的文档和补救建议。

安全评估服务包括：
•• 风险评估
•• 弧闪分析
•• 安全风险评估
•• 危险评估

培训
除了服务外，罗克韦尔自动化还提供了有关电气安全、
美国国家消防协会 (NFPA) 70E 以及弧闪合规性的培训
课程。这些课程旨在帮助您提高员工对电击、弧闪和
电弧冲击危险的认识，并使您的培训计划符合 OSHA
和 NFPA 70E 2015 要求强制执行的电气培训要求。
罗克韦尔自动化提供了各种课程，其中包括以下几个
主要主题：
•• NFPA 70E 2015® 电气安全要求
•• 安全电气实践

Virtual Support Engineer™
要优化运营状况以及避免发生成本高昂的停机事件，深入
了解自动化机器的性能至关重要。
凭借我们的虚拟支持工程师服务，可轻松且安全地监视设
备以及收集有价值的性能分析数据。现在，您能深入了解
机器的工作情况，如果性能低于您预先定义的下限，会发
出警告。
为监视 PowerFlex 7000 中压变频器，我们在该变频器内部
部署了虚拟支持工程师网关设备。虚拟支持工程师会连续
监视变频器的关键变量，并且会将可能影响变频器性能的
事件通知给罗克韦尔自动化。
借助虚拟支持工程师，您可以获得与您的机器有关的大量有
价值数据以及分析资料。虚拟支持工程师会将所有数据发
送至云端，以便查看归档、性能分析以及历史数据/趋势。

•• 计算弧闪保护边界

可以对虚拟支持工程师进行配置，以监视变频器中任意数
量的参数，其中包括：

•• 个人防护设备

•• 转速

要了解有关罗克韦尔自动化培训课程的更多信息，请
联系当地授权的 Allen-Bradley 分销商或销售/支持办
事处。

•• 电流

有关相关课程的完整列表，请访问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training

•• 电压
•• 电源
•• 变频器警告队列
•• 变频器故障队列
•• 变频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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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韦尔自动化服务与支持
全球支持、服务到家、专业放心。
罗克韦尔自动化拥有高度集成的全球网络，该网络将经过 ISO 认证的维修•
中心、交流平台、现场服务专员、IACET 认可的培训中心、取得认证的电话技•
术支持中心和在线工具等整合在一起，可随时随地为您提供所需的•
资源。
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o/services

满足日常技术需求
远程支持与监控

培训服务

现场服务

维修服务

•	
实时产品、系统以及应•
用级支持

• 讲师主导式课程以及基•
于计算机或网络的课程

• 嵌入式工程设计

• 产品再制造

• 丰富的在线资源和工具

• 虚拟课堂

• 预防性维护

• 在线交流与支持论坛

• 培训评估

• 迁移和改造

• 面向所有工业自动化品•
牌及产品的维修服务

• 安全的设备监控、报警•
以及诊断

• 工作站和工作助手

• 年度维修协议

• 启动与调试

最大化您的自动化投资回报
MRO 需求管理

生命周期延长和迁移

网络与安保服务

安全服务

• 全面资产管理规划

• Installed Base Evaluation™

• 控制系统生命周期服务

• 安全评估和补救

• 可靠性服务

• 明确淘汰风险

• 管理网络融合

• 质保跟踪

• 工具和生命周期支持服务
协议，可以降低生产风险

• 安全技术、政策和程序•
服务

• 安全设计、集成和验证•
服务

• 快速获取全球备件库存

访问罗克韦尔自动化支持中心 www.rockwellautomation.com/knowledgebase 获得技术信息和帮助，以及：
• 查看技术/应用说明

•• 订阅产品/服务电子邮件通知

• 获取软件补丁

•• 提交问题、在线聊天和支持论坛等

访问“立即获取支持”
（网址为 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o/support)，选择您的国家/地区并查找您当地的支
持信息。

Allen-Bradley、ArcShield、CENTERLINE、Direct-to-Drive、Listen. Think. Solve、PanelView、PowerFlex、Rockwell Automation、Rockwell Software、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和 Virtual Support Engineer
是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的商标。不属于罗克韦尔自动化的商标是其各自所属公司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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