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S880工业传动
助力起重机控制与安全



2  ACS880工业传动助力起重机控制与安全 | ABB 变频器

安全、性能、效率和速度

这一切对起重机而言至关重要。

您在设计起重机时要适应客户的需求。无论客户是来自钢铁、造纸
等行业，还是从事垃圾处理业务，您都要考虑他们的业务及工业过
程。您要知道，在为提升、小车和大车行走机械选择驱动装置时，
这一切都十分重要。ABB公司ACS880工业变频器配备内置的起重
机控制软件及一系列安全功能，帮助您灵活地满足客户的起重机控
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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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轴同步控制
对多个吊钩的运动进行同步。

防摇功能启用 防摇功能关闭

机械制动控制
集成机械制动控制，可执行起重机系统检

查和转矩记忆功能。

起重机控制亮点

ACS880传动内置起重机控制软件

ACS880产品家族包括众多型号，其功率范围从0.55 kW到5600 
kW，电压等级分别为230、400、500和690 V。外型防护等级
选项为IP20、IP21和IP55。

直接转矩控制（DTC）
借助ABB标志性的电机控制技术，起重机可

实现精确的速度和转矩控制。

提升速度优化
在电机弱磁区优化提升速度。

转矩

主/从配置
传动之间连接，可以在速度-转矩或速度-速度控制模式下使

主/从配置传动之间实现快速通信。

无传感器防摇控制
同时减少负载在小车行走和大车行走方向的摆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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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输入/输出和现场总线接口实现起重机控制
各种接口用于连接操纵杆、无线控制和简易手操器等起重机控制装置。

通过PLC实现定制的起重机解决方案
在您需要复杂的控制或大量输入和输出接口时，ABB AC500系列

PLC使您可以自由地开发诸多起重机解决方案。

控制面板和PC工具
用于启动、配置和监控传动的信号和参数。

基于PLC的安全性
AC500-S安全PLC可提供一个灵活的平台，

确保进一步加强起重机安全。

可拆卸存储单元
可存储传动的软件和设置，

确保调试和维护工作方便快捷。

基于传动的安全性 
传动标配安全转矩关断功能。可选的安全功能

模块能提供额外的安全功能，实现最高SIL 3或
PL e安全等级。

速度和位置反馈
输入/输出扩展模块支持连接速度反馈接口，

如增量和绝对编码器。

简化操作带来无限可能。

大量可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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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止

提升 小车行走 大车行走

加速 恒速 减速 静止

0

给定的速度参考值

计算的摇摆情况

变频器的防摇参考修改值

变频器通过D2D链路，或者现场总线通信的方式相互通信。

吊钩位置和负载重
量信息
通过D2D链路传输

在x方向防摇

吊钩位置和负载重
量信息
通过D2D链路传输

在y方向防摇

防摇控制的主要益处

ACS880变频器内置无传感器防摇控制程序

防摇控制程序的运行机制

起重机在小车行走和大车行走运动中可能发生负载摇摆的情

况。ACS880变频器的防摇控制程序能在发生这种情况时自动

对其予以补偿。该控制程序会创建起重机负载摆动的一个数学

模型。它可以通过不断测量负载位置和负载特性来估算摆动的

时间常数，并将摆动速度和角度考虑在内。当操作人员改变起

重机行进速度时，变频器会快速重新计算所需的速度参考值，

以补偿起重机的速度变化，减轻负载摆动。

 � –  起重机操作人员可完全专注于移动货物,无需手动制摇摆。

 � –  降低对负载造成损害的风险。

 � –  不再需要迅速且不平稳的手动摇摆控制运动，减小对起 
    重机的机械磨损和冲击。

 � –  有效降低不受控制的摇摆造成事故的风险。

 � –  内置于变频器中，无需使用外部防摇传感器或其它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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