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特诺 24 V 驱动系统
专为高效输送技术打造的
智能解决方案

产品简介



对于英特诺而言，合理地利用资源是我们的必要守
则。因为我们深信，效率是价值之本。它驱使我们不
断改进产品和过程。效率可以激发我们的日常工作。

“Inspired by efficiency”意味着：我们只开发那些可以完
全满足客户需求的内部物流产品。

作为物流行业的技术和创新的全球市场领导者，我们坚
信我们的责任是持久、有效地帮助我们的客户加强业
务。对于英特诺而言，对效率的不懈追求是通往成

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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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是一种专为满足
内部物流用户需求而设计的 24V 电动滚筒。
有着多年经验的英特诺已在全球范围内售
出数十万台 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使
其成为了内部物流领域的领先制造商。

对于不能成组堆放或可能会因冲击负荷或累积压力而
损坏的敏感类输送物料，可采用零压力积放输送系统。
该系统还被广泛应用于缓冲区段，确保实现输送分区
的最佳充填率或分开输送物料。

一个零压力积放系统由不同的输送分区组成。每个分
区由独立的微型电动滚筒驱动，并配备了分区传感器
对输送物料进行识别。驱动装置和传感器均连接到控
制系统（如：英特诺 MultiControl 控制系统）。输送逻
辑可直接来自英特诺控制系统或中央控制装置。

英特诺 24 V 驱动系统：
打造轻松的
零压力积放输送

经济节能的解决方案

由不同输送分区组成的输送系统可实现大幅节能：每
个输送分区可通过传感器和智能控制系统独立开启或
关闭。

仅在收到输送物料指令的时候，输送系统才会运转，
对应区域的 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才会启动，从而
保证物流的顺利输送。由此可见，这种方式可以大大
降低能耗、减少噪音和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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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英特诺 24 V 产品的优势

•	输送分区的灵活组合

•	低噪音等级：仅 50 dBA（根据不同使用情况而定）

•	无需气动元件，从而降低了噪音和运营成本

•	使用寿命长：在某些系统中的使用寿命超过 30,000 多小时

•	几乎零维护

•	防护等级高达 IP66

•	工作电压低，安全性高

•	无需专业人员完成安装和维护工作

•	可轻松对现有输送系统实现升级改造

与 400 V 驱动系统相比，采用 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的输送系统平均可降低 50% 的
能耗。

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能够快速、简便地集成到输送系
统，不仅节省了时间和成本，而且因为不含任何凸起部
件确保了输送系统整体设计的紧凑性。

•	节能
•	降低噪音和磨损
•	设计紧凑
•	快速、简便地完成集成

的能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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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英特诺 EC310
24V 直流微型电动滚筒

能量回收

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 EC310 采用 24V
直流无刷电机集成于 1700 系列的输送机
滚筒，大大节省空间。

整流电子元件位于外管的电机旁，可以直接通过电机
来测定和计算当前的温度，这种结构能够实现可靠的
过热保护。

集成的过载保护元件进一步提高了安全性，因为它能
够识别 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因外部影响或发生阻
塞时运转速度的变化。

几乎适用于任何输送系统的最佳驱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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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 EC310 可将制动
能量重新回收， 最高可实现节能 30%。

技术数据

•		齿轮比 9

•		启动扭矩达 12 Nm

•		速度达 1.75 m/s

•		起 / 停斜坡

•		配有电子制动器，适用于爬坡或
下坡输送机

•		IP54 和 IP66 防护等级

•		适用于冷冻环境

噪音低于
50 dBA

最低的
维护成本

高效，低维护成本，安静

集成的解耦装置能够保护齿轮箱，大幅降低噪音水
平，因此采用 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驱动的输送
系统的噪音水平通常都低于 50 dBA。在 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 EC310 的整个使用周期中，维护成本
都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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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 EC310 配备了最佳的控制系
统，可以帮助您应对来自各种单元负载的挑战。
由于采用了简单的布线和配置，不同控制系统的安装
非常简单快捷，分分钟可以实现运转。

因此无需改造输送机的支架，即可把系统升级到零压
力积放输送。

控制系统
简介
满足所有应用需求的
完美控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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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Control 20
DriveControl 54

ZoneControl ConveyorControl* MultiControl

功能 通过数字 I/O 控制的
EC310 接口。

支持对等通信单区
控制系统。

基于现场总线的控制系统。 基于工业以太网的
控制系统。

特性 成本优化型解决方案，适用
于无零压力积放输送逻辑的
输送系统中微型电动滚筒的
应用。

无需寻址

 易于更换

布线和安装简便。
通过网关与 PLC 通信。

与 PLC 直接通信。

典型应用 小巧、紧凑型系统。
无现场总线的 PLC。

独立控制，不依赖 PLC 的
零压力积放输送系统。

独立控制的零压力积放输送
系统。PLC 可实施监控。

PLC 管理的输送系统。

包含零压力
积放逻辑

X X X

与 PLC 通信

EtherCAT X

EtherNet/IP X（网关） X

PROFIBUS X（网关）

PROFINET X（网关） X  

数字I/O，不支
持现场总线

X X

参数设置 DIP 开关 DIP 开关 采用配置软件 通过 web 用户界面
或 PLC

微型电动滚筒
的接口

微型电动滚筒
的连接数量

1 1 2 (SegmentControl) 4

可配置的
起/停斜坡

仅支持慢和快
两个选项

否 是 是

I/O 连接
区域传感器数量 0 1 2 (SegmentControl) 4

附加
输入/输出

0 1（启动传感器） 2 个输入 / 3 个输出 
（ComControl）

4个输入 / 输出
 （可配置）

防护等级 IP20/IP54 IP20 IP54 IP54

适用于
深冻冷藏区域

DriveControl	54 x x

易于安装

 9
* 配备 Gateway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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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接口

DriveControl 20 和 DriveControl	54 是 适 用 于 Roller-
Drive 微型电动滚筒 EC310 的最简单的接口。两者的
壳体均满足工业应用要求，防护等级为 IP20 或 IP54，
是各类应用的理想之选。

DriveControl 自身不含逻辑功能，需要从 PLC 接收适
用的输入信号。
数字输入 / 输出是更高等级控制系统的连接接口。

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的旋转方向和速度可通过 DIP
开关来调节，并由 PLC 进行控制。DIP 开关还可以控
制加速 / 减速斜坡。无需采用高成本的数字 / 模拟变
换器来直接控制微型电动滚筒。

安全第一：
确保连接和运行过程中的安全性
DriveControl 具有极性反接保护功能，确保电缆与微
型电动滚筒 EC310 的安全连接。由于配备了集成的
制动斩波器，DriveControl 可将电压反馈限制在 30 V，
从而对 24	V 网络中的其它设备起到可靠的过压保护
作用。

运行过程和现场诊断功能
LED 可显示 DriveControl 和 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
的运行状态、工作电压，也可发送和分析故障信息。

英特诺 DriveControl

DriveControl 20

DriveControl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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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诺 ZoneControl

数字输入和输出允许：
•	 通过信号实现输送机的空转运行

•		调节整个输送系统的速度

•		读取分区状态

•		设置起 / 停信号

•		在分区内激活第二个 RollderDrive 微型
电动滚筒 

•		读取整个系统的故障信息

单区控制系统：
适用于包含零压力积放的
自给式输送系统

ZoneControl 包含精密的零压力积放输送逻辑，配有
可连接微型电动滚筒和传感器的接口。无需编制程序
或使用 PLC，可通过数字输入和输出增加额外功能并
实现上下游输送机的通信。

多个 ZoneControl 系统可采用标准以太网线进行通信，
实现系统的充分扩展。

简易配置
ZoneControl 可自动识别控制系统在输送系统中的位
置，无需进行寻址。单独定位和阻塞撤回功能提供两
种不同的输送机逻辑，还可以使用 DIP 开关对 Roller-
Drive 微型电动滚筒的速度和旋转方向进行调节。由
于无需寻址且配置简单，即使非专业人员也可快速方
便地安装新的 ZoneControl 系统。

可靠、安全地运行
自动分开堆积的货物。
当系统处于开启状态时，将位于传感器之间的货物输
送至传感器区域。
可随时在任何分区对其它输送货物进行调整或在运行
过程中将货物移除。

Zone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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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yorControl 系统通过对零压力积放输送精心设计
的逻辑，实现对 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 EC310 的灵
活控制。四个具有不同功能的控制模块以及自由配置
软件构成了一个全套解决方案，能够轻松便捷的进行
安装并投入使用。

ConveyorControl 的显著优势在于其自带输
送逻辑，无需另外在 PLC 中进行编程，这
不仅大幅节省了时间，同时也在运行过程
中为程序员带来了便利。

当然，如有需求，也可通过现场总线来连接 PLC，以
便从系统读取数据并进行跟踪，同时对特定的位置进
行管理。

英特诺
ConveyorControl
直观的配置软件，
灵活的控制系统理念

4 个不同的 
控制模块

1 个配置软件

1 个全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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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控制功能

•		在两个方向进行零压力积放输送
•		对 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进行各项单独设置，如：
在运行过程中设置起 / 停斜坡或调节速度

•		实现各分区的空转运行
•		在分区末端实现所有输送货物的停止

功能齐全且性能可靠
极其的灵活设置几乎适合所有零压力积放输送系统：

•		经过认证的 GatewayControl，支持 PROFIBUS、PRO-
FINET 和 EtherNet/IP 版本

•		通过直观的电脑软件实现集中控制
•		无需重新调整设置即可使用
•		可调节的参数多达 80 个
•		壳体防护等级为 IP54，满足工业应用要求
•		工作温度范围：–30℃	~	+40℃

经济可靠的布线设计
标准的扁平电缆和穿孔技术适用于所有功率和通信布
线方式，不受通信电缆长度的制约，使安装过程更加
经济、快速和可靠。

配置软件 

英特诺配置表采用基于电脑的用户界
面，可根据需求对多个输送系统进行配
置和定址。需要设置的主要参数包括：

•		积放逻辑及其方向

•		传感器的功能

•	 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的速度、旋
转方向、加速和减速

多达 80 
个可调节参数

13

通过配置表确保参数的便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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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yorControl 系统模块

COMCONTROL
适用于控制额外带有输入 / 输出的单个输送分区

ComControl 用于控制输送系统中的各种单个输送分
区。此外，它还有两个额外的输入接口和三个额外的
输出接口，可用于后续的系统。
在必要的时候，ComControl 可用来连接某条通信分支
或额外的输入 / 输出信号。

SEGMENTCONTROL
用于控制两个分区

SegmentControl 可以控制输送系统的两个输送分
区，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 EC310、多个输送机
滚筒和一个分区传感器，所有参数均可通过配置表
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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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带零压力积放输送逻辑

CENTRALCONTROL
用于控制模块之间的数据通信

CentralControl 用于控制模块之间的数据交换。它有一
个 USB 接口，可以连接到电脑上。
借助电脑和配置软件，可以对所有模块进行定址和配
置。一个 CentralControl 最多可以连接 100 个模块，
大约相当于 200 个分区。

GATEWAYCONTROL
通过现场总线连接到 PLC，
实现控制模块之间的数据通信

GatewayControl 的功能基本上与 CentralControl 相
同，但关键区别在于 GatewayControl 具有实现与
PROFIBUS、PROFINET 或 EtherNet/IP 现场总线之间
通信的接口，从而能够连接到 PLC，通过 PLC 实现控
制、详细状态和故障分析，甚至实现对输送货物的
跟踪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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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Control 是一种通过认证的网卡，它支持 PROFI-
NET、EtherNet/IP 和 EtherCAT，并且可以通过磁性钥匙
切换到所需的网络协议。

传感器和 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可直接
通过现场总线实现集成，无需使用额外的
传感器 / 驱动器。

 

可直接通过 PLC 规划软件、web 用户界面或参阅英特
诺的示教过程进行简便灵活的定址和命名。

这样不仅简化和缩短了系统现场试运行的时间，同时
也可自动对 MultiControl 的邻居关系进行配置。通过
英特诺提供的软件，无论有没有 PLC，MultiControl 均
可作为单独的控制单元实现不常用的输送逻辑。

英特诺 MultiControl
可直接集成到
现场总线

通过 Y 型电缆实现多重连接



17

功能和优势概览

•		可直接集成到总线

•		与 PLC 实时通信

•		通过 web 界面或 PLC 进行配置

•		壳体防护等级为 IP54，符合工业应用要求

•		工作温度范围：–30℃	~	+40℃

•		通过 UL 认证

接口和电缆
借助穿孔触点，通过连接至 MultiControl 的标准扁平
电缆进行供电。当安装了第二个扁平电缆，总线为激
活状态时，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的信号可以被断
开。MultiControl 可连接多达四个 RollerDrive 微型电动
滚筒和四个传感器；通过 Y 型电缆，可提供四个额外
的输入或输出。通过M12插头，可连接两个网络电缆。

MultiControl 采用即插即用技术，可快速简便地进行更
换，无需寻址或配置。其操作十分简便，即使非专业
人员也可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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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PowerControl
PowerControl 是 用 于 给 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供电的高性能稳健

的 24	V 电源适配器，可以应对来

自多个不同 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

筒（峰值电流 30 A 持续长达 4 秒）

的能量反馈和高起动电流。由于其

电源电压范围为 380~480	V（直

流），PowerControl 适用于多个国家。

PowerControl 的 防 护 等 级 为 IP54，
且配有两个 24	V 输出，可直接与滚

筒输送机连接，无需集成到高成本

的配电箱。因此，可使用截面较小

的导体和较短的电缆。400	V 电缆

可以布成环状线路，适用温度范围

为 -30℃ ~+40℃。

•	产品编号：S-1004029

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延长电缆

RollerDrive 延长电缆可通过简易的

插入式连接头将 EC310 的供电电缆

延伸 2 米。

•	产品编号：S-1004033

Rolld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紧固插座

借助扭矩扳手，该插座可用于将

RollerDrive 微型电动滚筒的紧固螺

母拧紧至正确的扭矩。该插座的一

侧配有开孔，RollerDrive 微型电动

滚筒的连接电缆可穿过该开孔。

•	产品编号：S-1101248

输送机滚筒

英特诺提供不同材质、不同扭矩传

输和紧固方式的各种输送机滚筒。

您可以查阅我们的全套滚筒产品目

录来选择适用的输送机滚筒。

PolyVee 皮带

英特诺提供 2 楔和 3 楔的 PolyVee
皮带，适用于不同的滚筒间距。您

可以查阅我们的全套滚筒产品目录

来选择适用的 PolyVee 皮带。

PolyVee 张紧工具

使用 PolyVee 张紧工具用于 PolyVee
皮带的正确定位，使滚筒间距位于

75 mm 和 100 mm，从而确保达到

理想的预紧力。

•	产品编号：S-1101272

PolyVee 接触保护装置

PolyVee 接触保护装置为皮带与管子

对齐时（PolyVee 头）的意外接触提

供安全可靠的保护。

该 保 护 装 置 安 装 于 PolyVee 系 列

3,500 滚筒的密封件上。因此它的

使用与设备的侧型材无关，即适用

于所有标准型材的设备。

•	 75	mm 滚筒间距产品编号：8863

•	 100	mm 滚筒间距产品编号：8864

ROLLERDRIVE 附件 滚筒 / 扭矩传输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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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附件

扁平电缆供电

即使超出中等距离，直径 2.5 mm²
的黑色扁平电缆也可进行供电。

ConveyorControl 系统模块和 Multi-
Control 采用扁平电缆进行供电的简

易设计。

•	产品编号：S-1004030

扁平电缆通信

黄色扁平电缆用于不同 Conveyor-
Control 系统模块之间的数据通信。

•	产品编号：S-1004031

接线盒

小型接线盒用作 ConveyorControl 系
统通信电缆的终端电阻。接线盒也

可通过穿孔技术方便地与电缆进行

集成。

•	产品编号：S-1103892

MultiControl 通信电缆

可采用 M12 接头将 3 米长的以太网

通信电缆连接到 MultiControl，实现

多个 MultiControl 与一个 PLC 之间的

数据通信。

•	产品编号：S-1104438

带有两个出站 3 芯 M8 插头的

Y 型电缆

这种带有 3 芯 M8 插头的 Y 型电缆

可在 MultiControl 上实现额外的输入

或输出。

•	产品编号：S-1104439

带有两个出站 4 芯 M8 插头的

Y 型电缆

这种带有 4 芯 M8 插头的 Y 型电缆

可在 MultiControl 上实现额外的输入

或输出。

•	产品编号：S-1104460

磁性钥匙

磁性钥匙可用于修改 MultiControl 的
多项设置或激活其多项功能，也可

用于切换网络协议等。

•	产品编号：H2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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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特诺

创建于 1959 年的英特诺集团已经发
展成为全世界领先的内部物流核心
技术和关键设备的供应商。

无论处理的是纸箱、托盘还是软包，
没有其他供应商能够提供如此全面
的产品范围。
这就是系统集成商、OEM 和运营商
首选英特诺作为其内部物流合作伙
伴的原因。

在世界范围内，英特诺的全球网络
均可确保快速交付和优质服务。我
们激励我们的客户，并为他们创造
提高效率的机会。

interroll.com
英特诺公司保留随时对其所有产品的技术特
征进行修改的权利。技术信息、尺寸、数据
和特征仅供参考。

© Interroll 2016

英特诺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中山西路 1065 号
SOHO 中山广场 B 座 1801 室
电话：+86 21 8012 2599
邮件：cn.sales@interro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