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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说明

基本安全措施

忽略以下安全措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

该产品

• 只能以被指导的方式使用。
• 在出现损害迹象后请勿进行调试调试。
• 请勿进行任何技术改动。
• 在没有完全安装完成前请勿进行调试。
• 在无所需防护装置情况下请勿进行任何操作。

仅可在切断电源的情况下插入或拔出所有可插拔端子。

仅可在切断电源情况下移除安装好的产品。

24V 控制电位和 PE 之间的绝缘电阻测试：依据 EN 61800−5−1, 大测试电压不允许超过
110 V DC。

遵守所提供相应文档的所有规范。这是安全和无故障运行以及实现特定产品功能的前提
条件。

该文档中描述的步骤说明和电路细节都只是建议。这取决于用户检查其是否能适应该特
殊的应用。Lenze 不对所述步骤和电路建议的适用性承担任何责任。

只有专业人士才能使用该产品。 IEC 60364 或 CENELEC HD 384 指定含如下技能的人员:
• 熟悉安装，固定，调试和产品操作。
• 含工作内容的相应资质。
• 熟知并能应用所有预防事故的条款，指令以及使用地区法规。

请遵守其他章节的具体注释说明！

注释用于:

危险!
该注释关于无法躲避的紧急危险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的伤害。

警告!
该注释关于无法躲避的危险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的伤害。

小心!
该注释关于无法躲避的危险可能导致轻微或中等的伤害。

注意

该注释关于无法躲避的危险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安全说明
基本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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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余危险

用户必须在其设备/系统的风险评估中考虑到剩余危险。

如果不考虑上述内容，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产品

遵守产品上的警告标识！

图标 名称

静电敏感器件:
在操作变频器前，必须确保员工已经去静电！

危险电压！
在操作变频器前，检查是否关闭了所有的电源连接！因为在电源关断后，在变频器的电源连接 X100 和 X105 上携带了危险的电
压！

高漏电电流：
采用固定安装和 PE 连接，EN 61800−5−1 否则 EN 60204−1 危险 !

热表面:
使用个人防护设备或等到设备冷却下来！

电机

如果在两个功率晶体管之间发生短路，则电机会发生 多 180°/极对数的残余运动！( 4
极电机: 残余运动 大 180°/2 = 90°)。

用户在其风险评估过程中必须考虑该残余运动。

对于指定应用

用于不允许更改内置安全技术的变频器。

不允许移除该安全模块。如果该安全模块故障，必须替换该变频器。

安全说明
残余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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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描述

基本信息

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日益提高，针对危险动作的相应人身安全保护也日益重要。功能安全
是指通过电动或电子装置采取所需措施，以便将因功能故障造成的危险降至 低或排
除。

在正常运行时，安全装置防止人员接触危险位置。在特定运行模式下，如在设定模式
下，工作需要在危险范围外实施。在这些情况下，必须通过整合的驱动和控制措施来保
护操作人员。

集成式安全系统

集成式安全系统在控制和驱动中提供了优化安全功能的条件。规划和安装的费用减少。
对比于标准安全工程的使用，集成式安全系统提高了设备功能性和可用性。

集成式安全系统可以用于设备工作人员的保护， 依据机械指令。

该运动功能通过变频器连续执行。集成式安全系统会监控限值安全并提供安全输入。如
果所监控的限值超出，则集成式安全系统会在变频器中启动控制功能，依据 EN 60204−1
阻碍可能的错误。

元件识别

安全元件和各自的端子始终为黄色。

基础

标准

安全规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府指导文件及专家们的普遍认可，如技术规范。

必须注意符合应用的规章制度。

风险评估

该文档只能强调风险评估的重要性。但是使用集成式安全系统的用户必须深入研究标准
和法律情况。

在发布一款设备前，设备制造商必须依据 2006/42/EC: 机械指令 执行风险评估以决定使
用设备时的危险。

该机械指令关于 高安全级别的三条基本条规：

• 通过结构本身排除危险或将其降至 低。
• 采用不可移除的保护措施来预防危险。
• 应对现有风险建立文档并告知用户。

风险评估的具体信息详见 DIN EN ISO 12100:2013−08: 设备安全 − 设备的总纲− 风险评估
和风险下降。 该风险评估的结果决定了安全控制系统的分类，依据 EN ISO 13849−1。必
须遵守该设备控制的安全部分。

功能测试

在安装后，必须检测该安全功能的接线。

产品描述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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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传感器

所用的元件必须符合应用所需的控制类别。

无源传感器

被动传感器是两个触点的开关元件。

请注意如下:
• 必须根据闭合电路原理连接开关。
• 被动传感器通过安全开关设备连接到端子条 X1。
• 必须监控连接电缆和传感器功能。

这些触点必须同时切换（相等的）。如果只切换一个通道则将会激活安全功能。只切换
一个通道点到故障传感器或不允许的接线 。

无源传感器的示例:
• 门接触开关
• 紧急停止控制单元

有源传感器

激活传感器是含 2-通道的半导体输出（OSSD 输出）单元。

通过该设备系列的集成式安全系统，允许 < 1 ms 的测试脉冲用于监控输出和电缆。

P/M-开关传感器用于切换正负电缆或信号以及传感器信号的接地电缆。

请注意如下:
• 该输出 大的允许连接容量。
• 激活的传感器直接连接到端子排 X1。
• 必须通过该激活传感器监控短路。

必须同时（相等的）输出。如果只切换一条通道则安全功能被激活。只激活触发一条通
道点到故障传感器或不允许的接线。

有源传感器示例:
• 光栅
• 激光扫描仪
• 控制系统

产品描述
安全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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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规划

重要注意事项

危险!
安全工程系统的安装不当会导致驱动不可控的启动情况。

可能的后果: 死亡或者严重伤害

▶ 只能由具有资质的人员安装和运行安全系统。

▶ 所有的控制元件(开关, 继电器, PLC, ...) 和控制柜必须遵守要求 EN ISO 13849−1 和
EN ISO 13849−2。

▶ 开关, 继电器至少为 IP54 防护等级。

▶ 控制柜至少为 IP54 防护等级。

▶ 使用绝缘的芯线终端套管布线。

▶ 控制柜外所有安全相关的电缆必须进行保护，如，通过电缆导管

▶ 依据 EN ISO 13849−2 的规范，确保没有发生短路。

▶ 所有其他要求和方式都能从 EN ISO 13849−1 和 EN ISO 13849−2 获取。

▶ 外部力作用于驱动轴上时，需使用额外制动器。尤其要注意重力对悬挂荷载的影响！

▶ 用户必须确保该变频器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只用于预期的应用。这是唯一能遵从所述安
全特性的方法。

危险!
通过"安全转矩关断" (STO) 功能, 没有 "紧急停止" （‑EN 60204−1）的能在无额外措施情
况下执行。在电机和变频器之间没有绝缘，没有服务开关或维护开关！

可能的后果: 死亡或者严重伤害

▶ "紧急停止" 要求电气绝缘，如，通过中央电源接触器。

危险!
如果暂停安全功能请求则自动重启。

可能的后果: 死亡或者严重伤害

▶ 你必须提供外部错误，依据 EN ISO 13849−1 ，确保该驱动器只在确认后重启。

注意

过电压

安全元件的损坏

▶ 安全输入的 大电压（ 大额定值）是 32 V DC。用户必须采取预防避免电压溢出。

使用时间

必须遵守所用元件的使用时间。当元件的使用时间用完时，必须进行替换。不允许继续
操作！

任务时间从出厂时间算起。出厂日期会永久保存在元件中并能通过对象读取。

STO 安全功能的使用时间无法通过特殊验证试验重置。

项目规划
重要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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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模式

详细信息

该驱动的安全断开

1.一个安全传感器要求一个安全功能。
2.脉冲宽度调解的传输通过安全单元进行安全关断。
3.电源驱动不会再生成一个旋转场了。
4.状态字中 "STO 没有激活"状态从 1: HIGH 更改到 0: LOW (对象 0x6041, 位 15)。
该电机安全切换到无转矩操作 (STO)。

图 1: 安全单元的工作原理

X1 该安全单元的操作原理
PWM 脉宽调制

电机 电机
µC 微控制器

真值表

安全输入/通道 变频器

SIA SIB 设备状态 认证

0 0
STO 激活

0
0 1 0
1 0 0
1 1 驱动使能 1

如果 SIA = LOW 和 SIB = LOW, 则变频器中的 "安全断开扭矩 (STO) 激活" 触发
器被设置 TRUE。你可以使用该触发器控制"无安全输出" (如, 继电器)。

项目规划
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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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接受

设备制造商必须检测并验证所用安全功能的操作性。

• 设备制造商必须授权对安全功能有丰富经验和知识的人员进行测试。
• 每个安全功能的测试结果必须文档化并由视察人员签字。

一个完整的测试包含如下内容：

• 记录该设备包括安全功能:
• 创建一个该设备的概览。
• 描述该设备。
• 描述该安全设备。
• 文档化所用的安全功能。
• 检测所用安全功能的功能。

• 准备测试报告：

• 文档化该功能测试。
• 检测该参数。
• 签署该测试报告。

• 准备测试记录的附录：

• 该设备的协议
• 外部记录

如果该安全功能的参数被更改，视察人员必须重复该测试并将结果记录在
测试报告中。

定期检查

必须定期检查安全功能的正确顺序。风险分析或应用条规决定了测试之间的时长。

检测周期不能超过一年。

项目规划
检查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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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标准运行环境

技术参数
标准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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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CE 2014/35/EU 低电压指令

2014/30/EU EMC 指令 (基准: CE-典型的驱动系统)
EAC TR TC 004/2011 欧亚规范: 低压设备的安全

TP TC 020/2011 欧亚规范: 技术方法的电磁兼容性

 RoHS 2 2011/65/EU 电及电子设备中使用特殊危险物料时的限制条件

认证

  UL UL 61800-5-1 针对美国和加拿大 (要求 CSA 22.2 No. 274)
  0.25 kW … 22 kW (30 kW … 45 kW 筹备中)
节能

 等级 IE2 EN 50598-2 基准: Lenze 设置 (开关频率 8 kHz 可变的)
防护等级

 IP20 EN 60529  
类型 1 NEMA 250 防接触保护

 打开类型  只用于 UL-认证系统

绝缘电阻

 过电压类别 III EN 61800-5-1 0 … 2000 m a.m.s.l.
 过电压类别 II 大于 2000 m a.m.s.l.
控制电路绝缘

 通过双重/加强绝缘进行安全电源隔离 EN 61800-5-1  
保护性措施，应对

 短路   
接地故障 接地故障长度取决于操作状态

过电压  
电机停转

 电机温度过高 PTC 或热触点, I²xt 监测

漏电电流

 > 3.5 mA AC, > 10 mA DC EN 61800-5-1 遵守规定和安全指导！

电源开关

 1 min 内电源切换 3 次  周期的，无任何限制

起始电流

 ≤ 3 x 额定电源电流   
电源系统

 TT  对地电压: 大 300 V
TN
IT 应用针对 IT 系统的措施！

 IT 系统和 UL-认证系统无关

公共供电系统中的操作

 预计在限制无线电干扰中采取措施：  设备或工厂制造商有义务遵守设备/工厂的相关要求！

 < 1 kW: 带电源阻抗器 EN 61000-3-2  
电源电流 ≤ 16 A 时> 1 kW : 无额外的措施

  电源电流 > 16 A: 带电源电抗器或电源滤波
器，带额定功率选择。要满足 Rsce ≥ 120
。

EN 61000-3-12 RSCE: 设备/工厂和公共网络连接点上的短路功率比。

带屏蔽电机电缆的需求

 单位长度电容   
 C-芯-芯/C-芯-防护 < 75/150 pF/m ≤ 2.5 mm² / AWG 14

C-芯-芯/C-芯-防护 < 150/300 pF/m ≥ 4 mm² / AWG 12
耐电强度  
 Uo/U = 0.6/1.0 kV Uo = 外部导线对地的均方根值

U = 外部导线/外部导线的均方根值  U ≥ 600 V UL
气候

技术参数
标准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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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K3 (-25 ... +60 °C) EN 60721-3-1 保存

2K3 (-25 ... +70 °C) EN 60721-3-2 运输

3K3 (-10 ... +55 °C) EN 60721-3-3 运行

   在 2 或 4 kHz 开关频率下操作: 高于 +45°C, 通过 2.5 %/°C 减少
额定输出电流

  在 8 或 16 kHz 开关频率下操作: 高于 +40°C, 通过 2.5 %/°C 减
少额定输出电流

安装高度

 0 … 1000 m a.m.s.l.   
 1000 … 4000 m a.m.s.l. 额定输出电流减小 5%/1000m
污染

 污染等级 2 EN 61800-5-1  
抗振性

 运输   
 2M2 (正弦, 冲击) EN 60721-3-2
运行  
 振幅 1 mm 德国人 Lloyd 5 ... 13.2 Hz

抗加速度性能高达 0.7 g 13.2 ... 100 Hz
振幅 0.075 mm EN 61800-5-1 10 ... 57 Hz

  抗加速度性能高达 1 g 57 ... 150 Hz
噪音发射

  类别 C1 EN 61800-3 类型相关的, 电机电缆长度见额定数据

  类别 C2
抗噪声度

 满足要求且符合 EN 61800-3  

额定数据

安全特性依据 IEC 61508, 部分 1−7 和 IEC 62061
规格 值 评论

安全完整性水平 SIL 2  
PFH [1/h] 7.5 E−08 SIL 2 的 7.5 %
PFD 6.4 E−03 T = 20 年后 SIL 的 64%
检测时间间隔 20 年 使用时间

安全相关特性依据 EN ISO 13849−1
规格 值 评论

性能水平 d  
种类 2  
MTTFd 大 530 年

诊断覆盖率 DC 低 60 %

安全特性的基础

基础 值 评论

故障率来源 SN 29500 当元件制造商那里无可用的值时。

平均 大环境温度 40 °C  

技术参数
标准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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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

集成式安全的认证基于这些测试原理：

• EN ISO 13849−1: 设备安全 − 控制系统的安全相关部分− 部分 1
• EN ISO 13849−2: 设备安全 − 控制系统的安全相关部分− 部分 2
• EN 60204−1: 设备安全 − 设备电气装备− 部分 1
• IEC 61508, 部分 1−7: 安全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系统的功能性安全
• EN 61800−3: 电动变速驱动− 部分 3: EMC 要求包含特定的测试步骤
• EN 61800−5−1: 调速电气供电驱动系统− 部分 5−1: 安全要求− 电气的，发热的和能量
• EN 61800−5−2: 调速电气供电驱动系统− 部分 5−2: 安全要求− 功能性安全
• IEC 62061: 设备安全 − 安全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系统的功能性安全

合格认证的申明可以在网络上找到 http://www.Lenze.com

技术参数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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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安装

重要注意事项

注意

当移除挡盖后，部件可能会掉入变频器中。

可能的后果: 故障。

▶ 如图所示安全安全模块。这样可以确保部件不会掉入变频器中。

在安装后，再也无法移除安全模块！

机械安装
重要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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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步骤 i55AE125 ... i55AE222 (0.25 ... 2.2 kW)
你需要:
• 开槽螺丝刀 规格 3

1.将该变频器放到操作面的边缘。

2.将该螺丝刀插入到相应螺丝上。
3.通过向下旋转移除挡盖。
4.放好挡盖。

�

� �

5.将安全模块插入到可插拔连接中。

÷

6.按压直到该安全模块啮合住

�

安全模块安装完毕。

机械安装
安装步骤 i55AE125 ... i55AE222 (0.25 ... 2.2 kW)

16



安装步骤 i55AE230 ... i55AE322 (3 ... 22 kW)
你需要:
• 开槽螺丝刀 规格 3

1.将螺丝刀插入凹陷处。
2.通过向左旋转螺丝刀拆除挡盖。
3.放好挡盖。

�
�

�

4.将安全模块插入到可插拔连接中。
5.按压直到该安全模块啮合住。

� ÷

安全模块安装完毕。

机械安装
安装步骤 i55AE230 ... i55AE322 (3 ... 22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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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安装

重要注意事项

请注意如下:
• 该输入通道遵守 IEC 61131-2, 类型 1 标准。
• 该安全输入电气绝缘。
• 该安全输入提供极性反转保护。
• 没有监控到短路。
• 允许测试脉冲　≤1 ms 。
• 允许 P/M-切换输入信号。
• 供电电压 24 V DC 只能通过安全操作的供电单元 (SELV/PELV)。
• 激活的传感器直接连接到端子排 X1。
• 通过安全开关设备将无源传感器直接连接到端子排 X1。该开关设备必须符合该应用所
要求的控制类型。

接线图

无源传感器 有源传感器

S1 安全开关设备
S2 无源传感器

S1 激活传感器 - 例如光栅

电气安装
重要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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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数据

端子描述  安全 STO
连接  X1
接线类型  螺栓端子

小的电缆截面 mm² 0.5
大的电缆截面 mm² 1.5

剥线长度 mm 6
紧固力矩 Nm 0.2
所需工具  0.4 x 2.5

X1 规格 单位 小 类型 大

SIA, SIB LOW 信号 V -3 0 +5
HIGH 信号 V +15 +24 +30
运行时间 ms  3  
输入电流 SIA mA  10 14
输入电流 SIB mA  7 12
输入峰值电流 mA  100  
耐受性测试脉冲 ms   1
关断时间 ms  50  
测试脉冲之间的允许距离 ms 10   

GS SIA 和 SIB 的参考电位     

电气安装
端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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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声明

符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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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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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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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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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 Lenze Drives GmbH
 Postfach 10 13 52, D-31763 Hameln
 Breslauer Straße 3, D-32699 Extertal
 德国

 HR Lemgo B 6478
ü +49 5154 82-0
Ø +49 5154 82-2800
Ù lenze@lenze.com
Ú www.lenze.com
  
  
  
Û Lenze Service GmbH
 Breslauer Straße 3, D-32699 Extertal
 德国

ü 0080002446877 (24 h 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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