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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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闪弧危害并将人员和 
设备的安全风险降至最低

在全球，罗克韦尔自动化的 Allen-Bradley® PowerFlex® 中压变频器因其能够
为行业要求最严格的应用提供高效、可靠的电机控制而驰名于世。

旨在帮助将工作场所危险风险降至最低而设计的新技术和方法可提供在
制造过程中增强人员和设备保护力度的措施。一个快速增长的重点领域是
降低与弧闪事件相关的潜在严重危险。

为帮助降低与电气设备操作和维护相关的风险并满足客户的需求，罗克
韦尔自动化公司推出了首个抗电弧中压变频器系统。凭借在抗电弧中压和
低压电机控制器领域十多年的成功设计与实施经验，采用 ArcShield 技术
的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系统旨在帮助保护员工及减少意外中断和停机 
时间。

ArcShield 是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设计的抗电弧设计商标，将抗电弧机壳
与我们的智能控制系统相结合，提供更高的安全特性及远程操作和监视
功能。

早在十几年前，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就在
业内率先推出抗电弧的 Allen-Bradley 中 
压启动器。我们的工程师利用丰富的 
经验和知识，开发出采用 ArcShield™ 技术
的 Allen-Bradley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
系统。

•• 这是第一台等级为 50 kA 的抗电弧中压
变频器，具有完全再生能力。

•• 经认证符合最全面的全球抗电弧标准。

•• 专为满足各种重工业需求而设计，配置
从 2.4 kV 到 6.6 kV，对于同步电机或感
应电机，电流高达 430 A。

 • ArcShield 提供类型  2B 防护，有助于
提高在出现内部电弧故障时对人员的
保护。

•• 采用 ArcShield 的变频器系统完全集成
了 Allen-Bradley CENTERLINE® 启动器
和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 组合。

•• 机壳采用强化设计，可容纳并转移弧闪
能量。

•• 可通过再生变频技术更高效地使电机
减速或停止。

 • EtherNet/IP™ 通信提供与 Logix 控制平
台的完全集成。

•• 与 Logix 控制平台的源代码级集成可以
缩短应用开发时间、简化使用并加快维
护速度。



采用 ArcShield 的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系统完全集成
了 Allen-Bradley CENTERLINE 启动器和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组合。可提供完全集成的独立系统和设计用于与
现有 Allen-Bradley 中压启动器系列配合使用的系统，电
弧故障等级为 40 kA 或 50 kA。

旨在将弧闪事件产生的能量转移到机壳顶部并远离人
员，类型 2B 保护有助于在发生电弧故障时保护位于机壳
前面、侧面或后面的人员。此外，在打开低压控制门进行
维护时，仍然保持类型 2B 保护。

以高效设计满足安全标准

• IEEE C37.20.7

• CSA C22.2 No. 22 / GB -11

• EEMAC G14-1

• IEC 62271-200
• IEC 62447-2

本系统为您提供完全集成的启动器和变频器组合，提供最高达 
50 kA 的电弧故障等级，并符合以下全球标准：

压力释放通风孔可在发生弧闪时将电弧气体和
物质导向机壳的前面、后面与侧面。

高强度铰链、闭锁和螺栓将门固定到机柜上，提高 
保护能力。

获得专利的自动关闭通风板可避免弧闪气体从前
面的进气通风口逸出。

坚固的机柜结构包括加强型侧板、门、顶面和背
面，旨在增加强度以容纳电弧故障能量。

机柜门通过焊接通道进行加固，可在发生弧闪时
保持结构完整性。

通过压力排放系统将电弧气体和物质导向上方并
从机壳顶部排出。

获得专利的自动关闭通风板可避免弧闪气体从风
扇排气通风口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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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ArcShield 技术的 PowerFlex 7000 变频

器系统是第一款等级为 50 kA 的抗电弧中

压变频器，具有完全再生能力，经认证符合

最全面的全球抗电弧标准，可提供类型 2B 
保护。



为提高对弧闪事件的保护以创造更安全的工作环境而设计 

具有 ArcShield 机壳的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经过强化，可容纳弧闪事件产生的压力。机壳通过附加的支撑构件和面板
加固，所有门、侧面、顶面和背面均以 12 号钢材制成。采用超高强度、多点闭锁或螺栓和坚固的门铰链，增加机壳主门的
安全性。为了转移电弧排放气体，机壳顶面开口配有铝制压力释放通风口，用于释放压力。压力释放通风孔上方的压力排
放系统可将过热气体和汽化的铜和钢，引向安全且受控制的位置。

ArcShield 抗电弧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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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ArcShield 技术的 50 kA 等级全集成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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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Bradley、ArcShield、CENTERLINE、Direct-to-Drive、LISTEN. THINK. SOLVE.、PowerFlex 和 Rockwell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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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技术参数

认证

电弧故障额定值 (IEEE C37.20.7) 50 kA rms symm/0.5 s（类型 2B，前面、侧面、后面、低压面板）

驱动器配置 采用 Direct-to-Drive™ 技术的有源前端 (AFE) 整流器

额定输入电压 2.4 kV、3.3 kV、4.16 kV、6.6 kV
额定输入频率 50/60 Hz
最大额定输入电流 430 A
输入 THD 符合 IEEE 519-1992 标准

输入功率因数 >0.95 
典型效率 > 97.5%

输出功率范围

2.4 kV…1500 kW (2000 Hp) 
3.3 kV…2050 kW (2750 Hp) 
4.16 kV…2600 kW (3500 Hp) 
6.6 kV…2600 kW (3500 Hp)

过载额定值

每 10 分钟可 110% 过载 1 分钟  
（标准负载/可变转矩负载） 

每 10 分钟可 150% 过载 1 分钟  
（重载/恒定转矩负载）– 需要降额

输出 THD < 5% –（近似正弦的电压和电流波形）

输出频率范围
0.2…75 Hz（标准） 
0.2…85 Hz（可选）

完全再生能力（四象限） 是。适用于超额负载和再生电机制动的持续运行

最大电机电缆长度 15 km (9.3 mi) 
防护等级 IP42
冷却方法 风冷式

温度范围
0…40 ˚C（标准） 
0…50 ˚C（可选）– 需要降额  

海拔高度范围
0…1,000 m (0…3,280 ft)（标准） 
1001…5,000 m (3284…16,404 ft)（可选）– 需要降额

最大湿度 95% 无冷凝

整流器和逆变器设备 对称门极换流晶闸管 (SGCT) – 具有无击穿/无电弧故障模式

操作员界面 10" WinCE 彩色显示屏（本地/远程）

标配 防护等级 持续时间

IEEE C37.20.7 50 kA 0.5 s
EEMAC G14.1 50 kA 1 s
C22.2 No. 22-11 50 kA 0.5 s
IEC 62271-200 50 kA 0.5 s
IEC 62477-2 50 kA 1 s

采用 ArcShield 技术的 40 kA 等级全集成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