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装指南
440G-MZ Guardmaster 安全开关
产品目录号 440G-MZS20SNRJ、440G-MZS20SNRJE、440G-MZS20UNRJ、440G-MZS20UNRJE、
440G-MZS20SNLJ、440G-MZS20SNLJE、440G20UNLJ、440G20UNLE

变更摘要
本出版物中包含以下新增内容或更新信息。该列表仅列出了主要更新，
并未反映出所有变更。

引言

图 1 - 组件概述

440G-MZ Guardmaster® 防护锁定开关可将防护门锁定在关闭位置，直
⾄防护门涵盖的危险机器功能符合安全条件才会释放防护门。安全控制
系统仅允许危险机器功能在防护门关闭且锁定的情况下运⾏。
必须由具有相关资质的人员按照以下说明安装开关。

安装

注意：在安装、配置、操作或维护本产品前，请阅读
本文档和第 6 ⻚的 “ 其他资源 ” 部分列出的文档，
了解本设备的安装、配置和操作相关信息。⽤⼾需要
了解安装和接线指南以及所有适⽤规范、法律和标准
的相关要求。
安装、调整、调试、使⽤、装配、拆卸和维护等活动
均必须由接受过适当培训的人员遵照适⽤的操作规范
执⾏。
如未按照制造商指定的方法使⽤本设备，则设备提供
的保护功能可能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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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码
更新了产品目录号列表。 1
在图 1 中添加了逃生释放型号 。 1
更新了图 4。 2
更新了开关之间的最短距离章节。 2
添加了图 9。 3
添加了辅助释放注意事项章节。 3
添加了逃生释放组件章节。 3
添加了图 12。 4
更新了技术参数章节。 5
更新了产品目录号说明章节。 6
更新了附件表。 6

注意：除⾮已学习并理解安装说明，否则请勿尝试安
装本设备。本文档可⽤作典型安装的指南，在 
rok.auto/literature 中提供了各种翻译版本。还提供
了⽤⼾⼿册 （参⻅第 6 ⻚的 “ 其他资源 ”）。

注意：本设备是机器安全相关控制系统的一部分。在安
装前，必须执⾏⻛险评估，确定此设备的技术参数是否适
合实际应⽤中所有可预⻅的⼯作和环境特性。参⻅第 5 
⻚的 “ 技术参数 ” 了解认证信息和额定值。
选⽤适当的螺丝、螺栓或螺⺟并借助相关⼯具安装开关
和执⾏器，以避免损坏⻛险。请勿对安装零件施加过大
扭矩 。

注意：请勿破坏、篡改、移除或绕过此设备。可能会
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
备⽤执⾏器的存在可能会影响安全系统的完整性。可
能导致人身伤害、物品损坏或经济损失。应采取正确
的管控⼿段、⼯作程序和其他防护措施控制其使⽤及
可⽤性。

执⾏器

开关主体

链路和设备状态
指示灯

标准型号 逃生释放型号

https://rok.auto/literature


440G-MZ Guardmaster 安全开关 安装指南
图 2 - 开关和执⾏器必需的安装硬件

图 3 - 执⾏器功能

柔性执⾏器可弯曲、旋转及滑动，从⽽适应防护门错位 （图 3）。为获
得最佳性能，应确认锁紧螺栓可从⾆⽚执⾏器进出，不会卡住。建议使
⽤单独安装的门锁，以免门错位。

图 4 - 组装开关的方向

开关之间的最短距离
如图 5 所示，为实现正确操作，一对开关之间⾄少应相隔 100 mm 
(3.94 in.)。

这一限制适⽤于任何采⽤ RFID 感应技术的 Guardmaster 安全开关对，
包括 440N-Z SensaGuard ™ 互锁或 TLS-Z 和 440G-LZ 防护锁定开关。

图 5 - 开关之间的最短距离 [mm (in.)]

图 6 - 三个靠近方向

调试 — 特殊编码型号
出⼚时未执⾏执⾏器示教过程，因此开关⾸次投⼊使⽤时必须执⾏示教
过程。完成⾸次示教过程后，可使⽤特殊编码的替换执⾏器最多再重复
七次该过程。
调试期间，按图 7 所示连接开关。

图 7 - 接线

首次学习
在没有执⾏器的情况下为开关加电。开关完成上电顺序 （约 8 秒）后，
状态指示灯的绿灯闪烁八次，指示新执⾏器可学习的总次数。该状态指
示灯序列会重复，直⾄有执⾏器插⼊开关中 （防护门关闭位置）。

学习其他替换执⾏器
特殊编码的替换执⾏器插⼊开关后 （防护门处于关闭位置），开关会⾃
动启动新的示教过程 （表 1）。

重要信息 请勿对开关主体底座处的螺丝使⽤垫圈。使⽤垫圈会
导致塑料破裂。
众所周知，Loctite 242 防松螺纹胶会导致 440G-MZ 安
全开关塑料外壳出现应力开裂，因此不得使⽤。实验室
测试表明，Loctite 425 是一种氰基丙烯酸酯粘合剂，
不会导致开裂，如果在应⽤中可接受更快的固化时间，
则可以考虑使⽤。

重要信息 如果未遵循最小间隔距离的要求 , 则电磁场的相
互作⽤会导致串扰。串扰可能导致误报故障和
误操作。

3 x M5 

2 x M5 

最大螺丝扭矩
2 N•m (17.7 lb•in)

100 
(3.94)

100 
(3.94)

表 1 - 特殊编码开关的调试过程

步骤 状态 近似持续时间 状态指示灯

1 存在执⾏器 15 s
•绿灯闪烁 8 次，重复 (1)

•红灯常亮 （正在学习替换
执⾏器）

(1) 仅限出⼚状态。

2 验证执⾏器 15 s 红灯 / 绿灯闪烁，慢速
3 编程开关 15 s 红灯 / 绿灯闪烁，快速

4 程序终止 15 s 绿灯闪烁 （新执⾏器的可学
习次数）

5 ⼯作模式 (2)

(2) 执⾏器示教时，必须解除开关锁定才能插⼊执⾏器。完成程序终止后，开关仍处于解锁状
态，且处于安全状态。

— 红色常亮

重要信息 新执⾏器示教后，需要进⾏循环上电，以完成此过程。

重要信息 开关学习新的执⾏器后，便不会再识别之前学习的
执⾏器。

1

2

3

D
EV

IC
E

LI
N
K

棕色
白色
黑色
灰色
蓝色

+24V DC
NC
NC
NC
接地 /0V

889D-F5NC-x
或 889D-F5B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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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执⾏器编码
如果将执⾏器从开关中取出，然后在 15 秒的程序终止阶段将其重新插⼊
到开关中 （参⻅表 1 中的步骤 4），此操作会使开关锁定执⾏器编码。
此操作可在八个特殊编码执⾏器学习周期的任一周期中执⾏。

错误代码
电源关闭 / 开启循环完成前，指示灯会重复以下模式。

辅助释放
辅助释放操作将导致故障条件。
要复位开关，请循环上电或通过 GuardLink® 安全系统中的链路发出 
RESET 命令。

图 8 - 辅助释放操作 — 标准型号 [mm (in.)]

图 9 - 辅助释放操作 - 逃生释放型号 [mm (in.)]

逃生释放组件
逃生释放组件⽤于在不使⽤任何⼯具的情况下从安全防护区内部打开锁
定的安全保护装置。

图 10 - 启动逃生释放组件

操作逃生释放组件会引发故障。要复位开关，请循环上电或通过 
GuardLink 安全系统中的链路发出 RESET 命令。

重要信息 通过此方法锁定特殊编码执⾏器后，开关无法在开
关的剩余生命周期中学习其他替换执⾏器。如果执
⾏器丢失或损坏，必须更换开关。

状态 / 诊断指示灯 错误代码
红色 - 红色 - 红色 - 绿色 无法学习标准执⾏器
红色 - 红色 - 红色 - 绿色 - 绿色 已识别执⾏器
红色 - 红色 - 红色 - 绿色 - 绿色 - 绿色 RFID 不良；执⾏器超出范围
红色 - 红色 - 红色 - 绿色 - 绿色 - 绿色 -
绿色 学习执⾏器次数超出 8 次

红色 - 红色 - 红色 - 绿色 - 绿色 - 绿色 -
绿色 - 绿色 设备已锁定：无法学习其他执⾏器

注意：
• 仅供偶尔使⽤。辅助释放不适⽤于例程访问或维护。

它仅⽤于特殊情况 , 例如断电且紧急释放不可⽤时。
• 辅助⼯具安装在开关上时请勿操作机器。
• 为防止开关内部堆积碎屑 , 使⽤辅助释放⼯具后立即将

在步骤 1 中拆下的螺丝放回 , 并拧紧螺丝 , 使其紧固到 
0.56 N•m (5 lb•in)。

5 (0.2)

顶视图

步骤 说明
1 拆下螺丝。
2 将辅助释放⼯具的 2...3 个螺纹接合到释放钥匙中。
3 使⽤⼯具向前拉动释放组件 , 以收回锁定螺栓。

4

将释放钥匙推回⾄原始位置 , 复位逃生释放组件。现在即可从开关上拆除执
⾏器。

5 打开防护门。如果防护门未打开 , 请重复步骤 3 和步骤 4。

6 拧下辅助释放⼯具 , 更换步骤 1 中拆下的螺丝。将螺丝拧紧⾄ 0.56 N•m 
(5 lb•in)。

注意：请勿卸下密封开关顶部开口的 M4 螺丝。

步骤 说明

1 将红色按钮按下⾄末端停机 , 启动逃生释放组件。此操作将关闭安全输出 ,
并引起故障。

2

将红色按钮拉出到原始位置 , 复位逃生释放组件。现在即可从开关上拆除执
⾏器。

3 打开防护门。如果防护门未打开 , 请重复步骤 1 和步骤 2。

重要信息 • 根据 EN ISO 13849，逃生释放组件满足目录 B 的
要求。

• 必须仅能够从安全防护区内部操作逃生释放组件。
安装时必须确保从安全防护区外部不能操作逃生释
放组件。

• 安装后以及组件进⾏任何维护或更改后 , 都需要对
逃生释放组件进⾏⼿动功能测试。

1 2 3…5

内置弹簧有助于复位逃生释放组件。

1
2

3

内置弹簧有助于复位逃生释放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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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尺寸
图 11 - 开关主体 — 标准型号 [mm (in.)]

图 12 - 开关主体 — 逃生释放型号 [mm (in.)]

图 13 - 执⾏器 [mm (in.)]

引脚分配

GuardLink 系统中的连接
440G-MZ 安全开关可通过无源分解器 （图 14 中所示为目录号 
440S-PF5D）或无源电源分接头 （目录号 440S-PF5D4）连接到 
GuardLink 系统。

图 14 - 用无源分解器将 440G-MZ 开关连接到 GuardLink 系统

(1) 最大长度 10 m (32.8 ft)
(2) 若需要标准电缆长度，将 x 替换为 0M3 (300 mm [0.98 ft])、0M6 (600 mm [1.97 ft])、

1 (1 m [3.3 ft])、2 (2 m [6.6 ft])、5 (5 m [16.4 ft]) 或 10 (10 m [32.8 ft])。
(3) 若需要标准电缆长度，将订单号中的 y 替换为 2 (2 m [6.6 ft])、5 (5 m [16.4 ft])、

10 (10 m [32.8 ft])、15 (15 m [49.2 ft])、20 (20 m [65.6 ft]) 或 30 (30 m [98.4 ft])。
(4) 最大长度 30 m (98.4 ft)

2 x Ø5.5
(0.22)

33
(1.3)

6
(0.24)

153 (6.02)
134.5 (5.3)

33 (1.3)

14.9 (0.59)

22.5
(0.89)

176.8 (6.96)

15 (0.59) 5.9
(0.23)

15
(0.59)

Ø5.1
(0.2)

22.6
(0.89)

25.3
(1)

50
(1.97) 47.5

(1.87)

39.5
(1.56)

0.3
(0.01) 153 (6.02)

134.5 (5.3)

182.7 (7.19)

45.2
(1.78)

25.7
(1.01)

111.1 (4.37)

2 x 32 (1.26)

Ø31
(1.22)

Ø20
(0.79)

2 x
32 (1.26)

45.2 (1.78)

3.2 (0.13) REF

68.3
(2.69)

4 x
12.8 (0.5)

46.6 (1.83)
60.6 (2.39)
79.6 (3.13)

53.1
(2.09)

197.1
(7.76)

9.9
(0.39)

12.5
(0.49)

4
(0.16)

59.3
(2.33)

4 x Ø6.5
(0.26)

6 x Ø6.3 (0.25)

30
(1.18)

15
(0.59)

65 (2.56)

30
(1.18)

Ø32.9 (1.3)

50 (1.97)

7.5
(0.3)

7.3 (0.28)
25.6 (1.01)

12.8 (0.5)

10
(0.39)

14
(0.55)

14
(0.55)

20
(0.79) 10

(0.39)

23.7
(0.93)

Ø12.4
(0.49)

3 (0.12)

40
(1.57)

23.8
(0.94)

32.5
(1.28)

表 2 - 5 针微型 (M12)(1)

(1) 建议使⽤的连接线为目录号 889D-F5AC-2 (2 m [6.5 ft])。如需其他标准电缆长度，
请⽤ 5 [5 m (16.4 ft)] 或 10 [10 m (32.8 ft)] 替换 2。
建议将 2 m （6.5 ft，目录号 889D-F5NCDM-2）的跳线与 ArmorBlock® Guard 安全 I/O 配
合使⽤。若需要标准电缆长度，⽤ 0M3 [0M3 (0.98 ft)]、1 [1 m (3.28 ft)]、5 [5 m (16.4 ft)] 
或 10 [10 m (32.8 ft)] 替换 2。

引脚 颜色
功能

OSSD 模式 GuardLink 模式
1 棕色 +24V +24V
2 白色 安全 A 安全输⼊
3 蓝色 0V 0V
4 黑色 安全 B 安全输出

5 灰色 锁定命令 命令、锁定和解锁 
(CLU)

5

4
3

1

2

440G-MZ

5 线制跳线 (1)、(2)
889D-F5NCDM-x

连接线 (3)
889D-F4NE-y

4 线制跳线 (2)、(4)
889D-F4NEDM-x 

440S-PF5D

棕色
蓝色

+24V DC
0V

440R-
ENETR

440R-DG2R2T

白色 (S12) 黑色 (S22)

OSSD解锁
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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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状态指示灯

属性 值

标准 IEC 60947-5-3、IEC 61508、ISO 13849-1、
IEC 62061、ISO 14119、UL 508

安全分类

类型 4 互锁装置，配有符合 ISO 14119 要求的防护
锁，具有符合 ISO 14119 要求的低 （标准）和高

（唯一）编码
适⽤于符合 ISO 13849-1 的 PLe 类别 4、
符合 IEC 62061 的 SIL CL 3 以及符合 IEC 61508 的 
SIL3 以及更高要求的应⽤。

功能安全数据

OSSD 模式(1)

(1) 当在 OSSD 模式下使⽤ （连接到安全 I/O 或安全逻辑设备）时 , 这些是 440G-MZ 安全开关
的数据。

•验证测试间隔 = 20 年
•PFHd = 3.17E-09
•PFD = 3.67E-04

GuardLink® 模式
(2)

(2) 当在 GuardLink 安全系统中使⽤时，这些是 440G-MZ 安全开关的数据。

•验证测试间隔 = 20 年
•PFHd = 2.93E-09
•PFD = 3.59E-04

认证 通过 CE 认证，符合所有适⽤的 EU 指令，
c-UL-us，TÜV

工作特性

属性 值
开关和执⾏器安装⽀架的 
M5 安装扭矩 最大扭矩 2 N•m (17.7 lb-in)

扭矩 , 辅助释放组件接⼊螺
丝 （逃生释放型号） 0.56 N•m (5 lb•in)

锁定螺栓对准公差 X、Y、 Z 最大 ±5 mm (0.2 in.)
最小门半径 457.2 mm (18 in.)
保持力 Fmax 
(ISO 14119)

3250 N

保持力 Fzh 
(ISO 14119) 

2500 N

输出电流最大值 （每一输
出） 200 mA

静态功耗，已锁定或已解锁 1.5 W
锁定信号电流 1 mA
打开时或锁定 / 解锁操作后
的峰值电流和持续时间 锁定 / 解锁操作后 150 mA，持续约 800 ms。

最大稳态电流 •OSSD 模式：40 mA
•GL 模式：50 mA

⼯作电压 Ue 24V DC +10%/-15% 2 类 PELV
最大⼯作循环频率 0.2 Hz
连续锁定 / 解锁之间的停顿
时间 2.5 s

响应时间 （关）
(IEC 60947-5-3) 275 ms

启动时间 （可⽤性） 8 s
使⽤类别
(IEC 60947-5-2) DC-13 24V 200 mA

绝缘电压 Ui 
(IEC 60947-5-1)

75V

冲击耐受电压 Uimp 
(IEC 60947-5-1)

1 kV

污染等级 
(IEC 60947-5-1) 3

辅助释放 内置
逃生释放组件 内置 （选择型号）
保护等级 
(IEC 61140) II 类

机械寿命 500,000 次循环

输出 （防护门已关闭并锁定）

属性 值
安全输出 2 x PNP，最大 0.2 A / 开 (+24V DC)

环境

属性 值
⼯作温度 0°C – 55 °C (32°F – 131°F)
存储温度 -25…+75 °C (-13…+167 °F)
⼯作湿度 5 95%，无冷凝

机壳进⼊防护等级 

•IP65
•IP66
•IP67
•IP69
•IP69K

抗冲击性和抗振性 •IEC 60068-2-27，30 g (1.1 oz)，11 ms
•IEC 60068-2-6，10 55 Hz，1 mm (0.4 in.)

射频 /EMC IEC 60947-5-3，FCC-1 （第 18 和 15 部分），RED

常规

属性 值

材料

开关

•外壳：ABS
•前⽀撑架和逃生释放组件：

SS304 （机加⼯）、
SS316 （铸件）

执⾏器

•外壳和外壳盖：SS304
•弹簧：SS302
•密封圈：丁腈橡胶
•螺丝：不锈钢
•⾆⽚：SS410

⽀架 高强度低合金钢

附件

•挂锁：SS410
•按钮：铝 , 粉末涂覆
•辅助释放⼯具：带 SS201 钥匙

环的 SS304
•螺丝：钢

重量 [kg (lb)]

•开关：0.75 (1.7)
•带逃生释放组件的开关：1.59 (3.5)
•执⾏器：0.27 (0.6)
•执⾏器 L 型安装⽀架：0.27 (0.6)
•执⾏器 Z 型⽀架：0.54 (1.2)
•开关 L 型⽀架：1 (2.2)
•按钮：0.025 (0.06)
•辅助释放⼯具：0.018 (0.04)
•螺丝：0.014 (0.03)

防护类型

•短路
•电流限制
•超载
•反极性
•过电压 （最大 60V）
•热保护停机 / 重启

表 3 - 输出状态和发光二极管 (LED) 指示灯

防护状
态

锁定命
令

锁定状
态

设备指
示器 (1)

(1) LINK 状态指示灯在 OSSD 模式下熄灭，在 Guardlink 模式下根据其他设备的状态亮起或熄
灭。有关 GuardLink 安全系统操作的信息，请参⻅出版物 
440R-UM015 第 6 ⻚的 “ 其他资源 ”。

输出状态

状态OSSD 模
式 （安全 
A 和 B）

Guardlink 
模式 （安
全输出）

打开或
关闭 解锁 已解锁 红色常

亮 关 熄灭 安全

打开 锁定 已解锁 琥珀色
闪烁 熄灭 熄灭 准备就绪 关闭防

护门可锁定。

闭合 锁定 锁定 绿色常
亮 开 点亮 ⼯作

打开或
关闭

锁定和
解锁

已锁定
或已解

锁

红色闪
烁 熄灭 关

存在故障。循环
上电或通过 

GuardLink 安全
系统中的链路发

出 RESET 命令 (2)

(2) 更多关于诊断和故障代码的信息，请参⻅出版物 440G-UM004 第 6 ⻚的 “ 其他资源 ”。
罗克⻙尔⾃动化出版物 440G-IN018C-ZH-P -9 月 2021 年 5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um/440r-um015_-zh-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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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命令

产品目录号说明

附件

其他资源
如欲下载出版物 , 请访问 rok.auto/literature, 并搜索以下出版物编号。

表 4 - 锁定命令功能 （OSSD 模式）

锁定类型 OSSD 模式 产品目录号

上电释放 24V = 解锁 
0V = 锁定 440G-MZS20*NR*

上电锁定 0V = 解锁 
24V = 锁定 440G-MZS20*NL*

重要信息 在 Guardlink 模式下，会通过 GuardLink CLU 信
号发送 LOCK 和 UNLOCK 命令。对于上电释放和
上电锁定型号，此功能完全相同。

440G-MZS 20 S N R J E
a b c d e f

a b c
输出 （安全 / 辅助） 执⾏器编码 辅助类型

编码 说明 代码 说明 代码 说明
20 两个安全 / 无辅助 S 标准编码 N 无辅助

U 特殊编码

d e f
锁定类型 连接类型 特性

编码 说明 代码 说明 代码 说明
R 上电释放 J M12 5 针 空白 无
L 上电锁定 E 逃生释放组件

说明 产品目录号
标准编码执⾏器 （EN ISO 14119 低能级） 440G-MZAS
特殊编码执⾏器 （EN ISO 14119 高能级） 440G-MZAU

执⾏器安装⽀架

L 型 440G-MZAM1

Z 型 440G-MZAM2

开关安装⽀架 440G-MZAM3

挂锁附件 440G-MZAL

辅助释放⼯具 440G-MZAT

替换螺丝 440G-MZRSC

替换按钮 440G-MZRBU

资源 说明
440G-MZ Guard Locking Switch User 
Manual，出版号 440G-UM004

提供有关安装 Rockwell Automation® 防
护锁定开关的通⽤指南。

Guardmaster DG 安全继电器和 
GuardLink 系统⽤⼾⼿册，出版号 
440R-UM015

提供配置罗克⻙尔⾃动化 Guardlink 安
全系统的准则。

Industrial Automation Wiring and 
Grounding Guidelines，
出版号：1770-4.1

提供有关安装罗克⻙尔⾃动化⼯业系统
的常规指南。

产品认证⽹站：rok.auto/certifications 提供符合性声明、证书和其他认证详情。
出版物 440G-IN018C-ZH-P -9 月 2021 年
© 2021 年 罗克⻙尔⾃动化公司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美国印刷。

Allen-Bradley、ArmorBlock、expanding human possibility、GuardLink、Guardmaster、Rockwell Automation 和 SensaGuard 是罗克⻙尔⾃动化公司的商标。
不属于罗克⻙尔⾃动化的商标是其各⾃所属公司的财产。

您的意⻅将有助于我们改进文档，更好地满足您的要求。如有任何关于如何改进本文档的建议，请填写 rok.auto/docfeedback 上提供的表格。
请访问 rok.auto/support，以获取技术⽀持。

联系我们。

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 (WEEE)

罗克⻙尔⾃动化在其⽹站 rok.auto/pec 保留最新产品环境合规信息。

使⽤寿命到期后，应将本设备与任何未分类的城市垃圾分开，单独进⾏收集。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um/440g-um004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um/440r-um015_-zh-p.pdf
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in/1770-in041_-en-p.pdf
https://rok.auto/certifications
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du/ra-du002_-en-e.pdf
https://rok.auto/docfeedback
https://rok.auto/support
https://rok.auto/pec
https://rok.auto/literature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
https://www.facebook.com/ROKAutomation
https://www.instagram.com/rokautomation/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rockwell-automation
https://twitter.com/ROKAutomation
https://www.instagram.com/rokautomation/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rockwell-automation
https://twitter.com/ROKAuto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ROK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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