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指南
中文版说明书

Bulletin 800G 组装控制盒
产品目录号 800G-1x-EX, 800G-2x-EX, 800G-3x-EX
注意：为了帮助避免发生电击事故，在安装或
维修之前必须先断开电源。遵循 NFPA 70E 要求。
安装在合适的机壳中。远离污染物。
只有经过适当培训的工作人员才可根据适用
的操作规程安装、调整、调试、使用、组装、
拆卸以及维护本产品。如果发生故障或损坏，
请勿尝试修理本产品。
重要事项

当在危险区域工作时，工作人员与设备的
安全取决于是否遵守相关安全规定。负责
安装和维护的人员必须承担特定责任。他
们必须熟悉适用的规则和规定。
本指南对最重要的安装方法进行了概述。
使用本产品的任何人员都必须阅读本指
南，以便熟练掌握产品的正确操作方法。
由于在产品的预期使用寿命内会一直用到
本指南，请妥善保管以备将来参考。

产品说明
组装控制盒解决方案提供多种款型和配置。所有组装控制盒
配置均采用单孔 (800G-1x-EX)、双孔 (800G-2x-EX), 或三孔
(800G-3x-EX) 机壳搭配各种板前操作元件和板后组件。
可以垂直排列方式拼接多达三个任意尺寸的机壳，以构成组
合式组装控制盒，其中最多可容纳九个操作元件 ( 共三个机
壳，每个机壳含三个操作元件 )。组装控制盒提供使用塑料
或金属电缆接头的多种导线入口配置，辅以丰富多样的附
件，例如锁定盖板、锁定防护装置和自定义图例板。组装
控制盒必须直接从罗克韦尔自动化订购，才能确保符合危险
性场所的标准与认证；不允许进行现场组装。
组装控制盒
认证
ATEX
IECEx
NEPSI
INMETRO
防爆等级
防尘等级
机械与电气额定值
区域等级
环境温度范围
防护等级
机壳材质
机壳规格
拼接机壳

CML 15 ATEX 3024
IECEx CML 15.0014
GYJ17.1200X
UL-BR 17.0366
II 2 G Ex db eb IIC T6 Gb
II 2 D Ex tb IIIC T80°C Db
区域 1、区域 2、区域 21、区域 22
-55…+60 °C (-67…+140 °F)
IP64/IP66
热塑
单孔、双孔或三孔
最多三个机壳

组装控制盒
电缆接头夹持范围
塑料 M20/ 塑料 M20x2
塑料 M25
金属 M20
金属 M25
金属 M20x2
金属电缆接头 Armor™ 线规
金属 M20
金属 M25
金属 M20 x 2
触点块组件
最大额定绝缘电压
R 额定电压 (Ue)
使用类别 (AC)
使用类别 (DC)
约定发热电流 (Ithe)
触点选项
导线 / 电缆规格
电源模块组件
额定绝缘电压
功率消耗
额定电压 (Ue) Ta < 50 °C (122 °F)
额定电压 (Ue) Ta < 60 °C (140 °F)
导线 / 电缆规格
电源模块与触点块组合组件
额定绝缘电压
功率消耗
额定电压 (Ue) Ta < 50 °C (122 °F)
额定电压 (Ue) Ta < 60 °C (140 °F)
触点选项
使用类别 (AC)
使用类别 (DC)
导线 / 电缆规格

电缆直径 7…13 mm (9/32…33/64 in.)
电缆直径 12…17 mm (15/32…43/64 in.)
电缆直径 8.5…14.5 mm (21/64… 37/64 in.)
电缆直径 12…20 mm (15/32…25/32 in.)
电缆直径 6…12 mm (15/64…15/32 in.)
Armor 线径 0.8…1.3 mm (1/32…3/64 in.)
Armor 线径 1.0…1.6 mm (3/64…1/16 in.)
Armor 线径 0.7…1.2 mm (1/32…3/64 in.)
690 V AC
AC 250 V 和 400 V、 DC 24 V 和 110 V
AC-12：16 A， 400 V、 AC-15：10 A， 400 V
DC-13：1 A， 24 V、 DC-13：0.5 A， 110 V
16 A / 40 °C (104 °F)
11 A / 60 °C (140 °F)
1 个常开 /1 个常闭、 2 个常开、
2 个常闭
0.75…2.5 mm2 (18…14 AWG)
300 V
≤1 W
12…250 V AC， 12…60 V DC
12…24 V AC/DC
0.75…2.5 mm2 (18…14 AWG)
300 V
≤1 W
12…250 V AC， 12…60 V DC
12…24 V AC/DC
1 个常开、 1 个常闭
AC-15：1 A， 230 V
DC-13：0.25 A， 24 V
0.75…2.5 mm2 (18…14 AWG)

安全说明
安装不当会导致故障和防爆性能丧失。
所有组装控制盒仅可在指定的环境温度范围 ( 取决于电压、
电流和危险区域分类 ) 内使用。
不得用于非指定区域或由制造商以外的任何人员改动本产
品，否则罗克韦尔自动化概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产品缺陷责任
或其他任何责任。
必须遵守与工作场所安全、事故预防和环境保护相关的适用
法定条例及其他约束性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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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试或重新启动之前，请确认是否符合所有适用法律和
指令。
所有机壳、面板前操作元件和面板后模块使用时都必须处于
清洁完好状态。请勿以任何方式改动这些组件。

对于塑料电缆接头，需要完成以下步骤：
\

重要事项

必须通过接地支架为带塑料电缆接头的机
壳接地。

1. 将接地支架放置在
塑料电缆接头安装
处 ( 顶部或底部 )。

遵循的标准
• EN 60079-0

• EN 60079-1

• EN 60079-7

• EN 60079-31

• IEC 60079-0

• IEC 60079-1

• IEC 60079-7

• IEC 60079-31

2. 将接地支架安装在
机壳的肋拱与内壁
之间。
3. 打开接地支架的端
子笼并插入导线。

组装、安装和调试
注意：组装、安装与调试不当会导致重伤
风险。
• 只有具备相应资格的人员才可组装、拆卸、安装与
调试装置。
• 保护装置以免发生机械损坏或静电放电。
• 使用合适的工具进行安装。请勿以任何方式改动组装
控制盒或组件。
• 使用额定工作温度范围适用于相应应用的电缆。

接地支架
(800G-AEB)

0.7…1.0 N·m
(6…9 lb·in)

4. 以 0.7…1.0 N·m (6…9 lb·in) 的扭矩范围拧紧接地支架
端子。

触点块和电源模块
要安装触点块和电源模块，需要完成以下步骤：
1. 将组件槽口对准机壳导轨的开口。
2. 将触点块或电源模块卡接到机壳导轨上。
3. 检查并确保组件已固定到机壳导轨上。
要拆除触点块和电源模块，需要完成以下步骤：

• 必须遵守 IEC/EN 60079-17 的规定。

1. 将螺丝刀放入组件基座上的黑色卡舌内。

安装与拆卸
重要事项

2. 将黑色卡舌轻轻地推离机壳导轨。
图中所示的组装控制盒作为所有组装控制
盒配置的代表性示例。

保护性接地组件

必须通过接地导板为带金属电缆接头的
机壳接地。

1. 将接地导板放置在
金属电缆接头安装
处 ( 顶部或底部 )。

0.7…1.0 N·m
(6…9 lb·in)
接地导板
(800G-AEPx)

2. 将接地导板安装在
机壳的肋拱与内壁
之间。

触点块 / 电源模块
1. 剥除长度
(800G-XBx-EX, 800G-DBx-EX,
为 40 mm
(1.575 in.) 的 和 800G-DBxXx-EX)
电缆绝缘层。

2. 剥除长度约
6 mm (.236 in.)
的导线绝
缘层。

0.4…0.7 N·m
(4…6 lb·in)

0.75…2.5 mm2
(18…14 AWG)

3. 露出细绞线
和多股绞线末端。使用合适的压接工具压接电线端头。
适用的连接端横截面为 0.75…2.5 mm2 (18…14AWG)。

3. 打开接地导板的端
子笼并插入导线。

4. 打开端子笼并插入导线。

4. 以 0.7…1.0 N·m (6…9 lb·in) 的扭矩范围拧紧接地导板
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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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点块和电源模块接线
按照以下步骤连接电缆至触点块或电源模块时请务必小心：

对于金属电缆接头，需要完成以下步骤：
重要事项

3. 提起组件，将其拆离机壳导轨。

5. 以 0.4…0.7 N·m (3.5…6.2 lb·in) 的扭矩范围拧紧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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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元件

维护

要安装操作元件，需要完成以下步骤：
1. 将操作元
件上的四
个卡舌对
准机壳盖
板内的
槽口。

2.8…3.4 N·m (25…30 lb·in)

注意：维护不当会导致重伤风险。

安装环扳手
(800G-AW1)
安装螺母
(800G-AMN1)

2. 通过顺时
针转动安
装环扳手来固定操作元件。

3. 以 2.8…3.4 N·m (25…30 lb·in) 的扭矩范围拧紧安装环
螺母。
4. 如果安装更换操作元件，确认操作元件撞针已对准触
点块针脚。

• 仅允许具有相应资格的工作人员执行维护和故障排除。
• 必须遵守 IEC/EN 60079-17 的规定。
您必须使所有组装控制盒组件处于良好状态，确保正确操作
它们，并予以监控和定期清洁。
• 定期检查所有操作元件、模块、触点块、密封件、
接头和电缆是否存在断裂、损坏以及物理缺陷。确认
它们安装正确。
重要事项

要拆除操作元件，需要完成以下步骤：
1. 通过逆时针转动扳手来拧松安装环。
2. 拆除操作元件，并安装同等的替换操作元件 ( 相同
零件号 )。

维修和更换

机壳

机壳标识
标签
(800G-AEL)

• 您可以使用压缩空气清洁操作元件。
• 请勿使用压缩空气清洁触点块或电源
模块。
• 可以使用湿布清洁机壳；机壳仅限湿式
清洁！

注意：存在缺陷的操作元件、触点块、电源
模块、附件和机壳不可维修；必须予以更换。
• 如果操作元件无法操动所连的面板后组件、发光操作
元件上的镜头损坏或者装置和 / 或密封件的完整性受
损，则说明操作元件存在缺陷。

0.8…1.0 N·m
(7…9 lb·in)

• 如果触点块工作不正常或电源模块上的指示灯不亮，
则说明面板后装置存在缺陷。

1. 将选配的机壳标识标签贴在机壳盖板的凹陷处。

• 如果垫圈或机壳主体存在断裂、损坏或物理缺陷，则
说明机壳存在缺陷。

2. 参照中给出的安装孔式样 第 4 页的机壳安装。

• 必须使用制造商提供的同等产品目录号装置予以更换。

3. 将硬件拧紧到机壳基座上。
4. 所有打开的电缆入口孔都必须用经过认证的止动塞
密封。
5. 以 0.8…1.0 N·m (7…9 lb·in) 的扭矩范围拧紧机壳盖板
螺丝。

附件和替换部件
关于罗克韦尔自动化提供的更多附件和替换部件，请参见
https://ab.rockwellautomation.com/Push-Buttons/HazardousLocation/800G.

处置

调试
调试之前，请检查以下各项：

在达到其使用寿命后，该设备必须与所有未分类的城市废物
分开回收。处置本产品时应遵守所有地方和国家法规要求。

• 组装控制盒已按规定安装。
• 组装控制盒未损坏 ( 无断裂或物理损伤 ) 且干净。
• 已正确完成连接，并确认导线牢固固定。
• 符合危险场所环境的最低进入防护等级 ( 防爆等级
为 IP64，防尘等级为 IP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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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尺寸

机壳安装

尺寸使用 mm (in.) 表示。

88.5
(3.48)

产品目录号
800G-1x-EX

81.0
(3.19)

X

Y
Y

91.0
(3.58)

3.0
(0.12)
88.5
(3.48)

产品目录号
800G-2x-EX

Y

X

产品目录号
800G-1x-EX

产品目录号
800G-2x-EX

81.0
(3.19)

产品目录号
800G-3x-EX

133.0
(5.24)

Cat. No.

孔直径 [mm (in.)]

X - 宽度 [mm (in.)]

800G-1x-EX
800G-2x-EX

3.0
(0.12)

88.5
(3.48)

产品目录号
800G-3x-EX

X

50 (1-31/32)
5.5 (7/32)

73 (2-7/8)

800G-3x-EX
81.0
(3.19)

Y - 高度 [mm (in.)]

93 (3-21/32)
136 (5-23/64)

符合性声明
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在此声明， 800G-1x-EX、 800G-2x-EX
和 800G-3x-EX 系列 A 组装控制盒符合 2014/34/EU (ATEX) 指令
规定的如下基本健康与安全要求：

179.0
(7.05)

• II 组设备， 2 类设备
• 防爆等级 “Ex db eb IIC Gb / Ex tb IIIC T80°C Db”

3.0
(0.12)

• 符合标准 EN 60079-0:2012+A11:2013、EN60079-1:2014、
EN 60079-7: 2015 和 EN60079-31:2014，具有 ATEX 型式
检验证书 CML15ATEX3024
EU 符合性声明的全文可从以下网站获取：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certification

罗克韦尔自动化在其网站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rockwellautomation/about-us/sustainability-ethics/product-environmental-compliance.page 上维护最新的产品
环境信息。
适用于 EEE 指令。
Allen-Bradley、 Armor、 Rockwell Automation 和 Rockwell Software 是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的商标。
Trademarks not belonging to Rockwell Automation ar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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