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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紧凑、易于扩展、性能可靠

我们相信 Freelance 2016 版本会备受客户欢迎，这个版本在

可用性、扩展性使用性能、连接性和安全上均有重大更新。

Freelance 控制系统成功面世 20 周年，ABB 在

庆祝的同时，还推出了备受赞誉的 AC900 控制

器，它不但可以更好地替代上一代已经大规模

安装的 Freelance 控制器，也为新项目提供了

更好的选择。这个版本实施了新的创新，将更

好地满足您的需求。

产品更新

支持两种 CPU 类型的 AC900F 控制器

新的 CPU 简化版：处理器模块 PM901F，适用

于更小型的应用。它将标准 CPU 的 4 个以太网

口缩减至 3 个，但仍然支持冗余功能来实现高

可用性。

AC900F 控制器接口

· PM902F（标准版）：4 个内置以太网口

支持系统总线冗余、Modbus TCP/IP 或

60870-5-104 telecontrol 协议

· PM901F（简化版）：3 个内置以太网口

支持系统总线冗余、Modbus TCP/IP 或

60870-5-104 telecontrol 协议

· 2 个串口支持 Modbus RTU/ASCII 或
IEC60870-5-101 telecontrol 协议

· 2 个通信模块插槽：

– PROFIBUS 主站模块内置冗余接口

– CAN 总线用于 Freelance 机架式 I/O
的连接

· 多直接连接 10 个 S700 I/O 模块。

S700 I/O 系列可提供高密度的可组态模

块，支持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混合使

用，甚至同一个模块可以实现模拟量和

数字量 I/O 来用于小型应用程序。

控制器的安全锁

新的 AC900F 控制器提供安全锁功能并可以

显示状态。锁住时，无法执行工程更改、下

载及固件更新，只允许操作员的常规操作。

01. 电池（显示单元下方）

02. 显示单元（可选）

03. LED：电源、故障、运行/
停止、主/备、电池电量

04. 开关/按钮：复位、冗余切

换、运行/停止

05. 2 个通信模块槽位

06. 3 个 10/100MB 以太网接口

07. 1 个诊测/时钟同步接口

08. 2 个串口，支持 Modbus 和

Telecontrol
09. 24V 直流供电端子

10. 多可以连接 10 个本地

I/O 模块

11. SD 卡槽，用于加载程序、

备份和固件

信号调节模块（SCM）安装在一个具有

16 个槽位的模块终端单元（MTU）。

Select I/O可以为简化工程、安装、调试

和后期更改如内置断开功能、现场回路电

流限流和更换端子快等特性提供全面的解

决方案。信号调节模块可应用于非 SIL 和

SIL3 的应用场合。

Freelance 控制系统是 ABB 的一款界面

友好、成本经济并可靠的解决方案，适用

于所有的过程应用，优势如下：

· 易于使用：易于安装、学习、工程

设计、调试、备份、维护和扩展

· 高扩展性：项目规模可从 25 个 I/O
信号点的小规模起步，扩展至

25,000 个 I/O 信号点的超大规模。

· 可靠性：通过成熟的、备受赞誉的

专利技术实现高可靠性和高可用性

· 帮助您节省成本：凭借起步规模小

以及可以运行在任何标准计算机上

的优势，可帮助用户大大降低培

训、安装、工程量和调试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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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简化版 CPU PM 901F



Freelance – 令自动化更简单 新的 CAN 总线模块

AC900F 控制器支持新的 CAN 总线模

块，这个模块支持链接 Freelance 机架

式 I/O，更好支持工厂升级和现代化。

新的 PROFIBUS 通信主模块

AC900F 控制器推出了全新的 CI930F
模块以便更好地支持冗余配置。新的模

块采用了两个 Sub-D 型插头来实现

PROFIBUS 内置线路冗余。

新的 CI773F 模块是 CM772F 模块的更

新版本，可用于 AC900F 和 AC70)F 控

制器。新增的功能可提供足够的存储

（I/O 字节）来连接更多的 PROFIBUS
主站。通过与 CI930F 模块相同的技

术，用一个单独的接头即可实现。与上

一版本的 CM772F 模块相比，新的

CI773F 模块无需重启主站，即可随意

增加从站。

Freelance 操作员站简化版

新的 Freelance 操作员站，也就是之前

大家知道的 DigiVis，推出的简化版将

进一步提升系统的扩展性。与标准操作

员站相比，简化版的价格更加经济。其

应用的标准显示数量不受限制，但限制

应用的图形显示的数量为 5 个，适用于

更小型的工厂或在机柜门安装平板电脑

来操作。另外，Freelance 操作员站也

进一步优化，适用于宽屏显示。

通过以太网线路冗余提高可用性

Freelance 的初始设计就支持冗余方案。之前的

版本也已提供线路冗余和控制器冗余。

现在，冗余以太网可应用于所有工程师站和操

作员站，甚至非冗余 AC900F 控制器。这一特

性已经完全融入 Freelance 的工程师站和操作

员站。

通过标准 DP 头连接 S700 I/O
S700 的 PROFIBUS 远程 I/O 安装方便，只需

采用一个标准的 PROFIBUS 插头。新的 CI741
PROFIBUS 从站通信模块还内置了 22 个 I/O 通

道 – 多至 4 个 AI、2 个 AO、8 个 DI 和 8 个 DO
通道，可以实现紧凑安装。

新版本特色一览

· 增加可扩展性：控制器硬件和操作员软件

均可选用简化版

· 提高可用性：通过 PROFIBUS 主站通信模

块和以太网线路冗余来增强冗余功能

· 改善连接性：AC900F 控制器支持 CAN 总

线来连接原有的 Freelance 机架式 I/O
· 降低安装成本：采用一个标准的

PROFIBUS 插头来连接 S700 PROFIBUS
远程 I/O

· 当然，Freelance 2016 版本还可以兼容乃

至 20 年前的 Freelance 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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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保留对产品进行技术更改的或

修改产品的权利，本文件内容的更

改恕不另行通知。

ABB 对本文件中的任何错误或不完

整信息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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