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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电源系统

                                    
下列传统电源配置方式的优化替选方案
 集中式电气柜 
 分布式现场配电箱 
 客户特定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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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通过FIEPOS分布式无柜电源
系统方案，可更替整个现场
配置的传统电气柜，从而助
您有效地节约成本。

10 
您可以在现场通过直接
操作来实现选择性电流
分配、保护和监控。

电源是每台设备的核心。数十年来，它一直配置在传统的电气柜里，只见其效，不见
其形。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电源开始逐渐地有了新的配置方式。

这一发展趋势是由应用的丰富性及要求的多样性决定的。这就意味着除了常用的变流
器功能，对一个集成通信、冗余和保险丝功能于一身的整合型电源系统的市场需求亦
与日俱增。此外，分布式电源设计在供电和电流分配方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了能够通过标准产品满足这一需求，我们需要打造一个灵活的电源体系，以此为基
础来实现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它同时必须满足现有电源产品的多项基本素质，如转
换效率高、结构紧凑、可靠性强与寿命长。

这即是我们设计研发分布式电源系统 FIEPOS 的初衷。这款输出功率为300 W或 500W
的高效电源系统配置于一个空间设计相当紧凑的保护外壳内，且满足较高的IP防护等
级(IP54-IP67)。该电源系统提供各种型号版本，以供选择，如带有可预设的限流输出、
多种接头、用作通信接口的 IO-Link，以及用于安装冗余系统的解耦 MOSFET（金属氧
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并均支持现货供应。 

FIEPOS为系统开发商和整合设计人员开辟了现代化设备规划的全新途径。无论您是在
寻找集中式还是分布式供电解决方案，普尔世均确保在可预见的未来，电源将始终是
您设备系统的可靠核心。

Bernhard Erdl
首席执行官 | 公司所有人 | 首席研发师
普尔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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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分布式设计

分布式电源系统

在分布式设备与机械设计制造中，电源究竟可以有几种配置与
设计方式呢？目前我们可以在市场上观测到三种不同策略：

1. 集中式电源配置设计
对电源不采用分布式设计，仍将其集中放置在电气柜内。 
当现场其他分布式外围设备需要供电时，则需额外考虑采用横
截面较大的长导线束。长导线会导致一定的功率损失，在此情
况下，电源尺寸就必须设计得比较大。

2. 电源位于分布式现场配电箱
电源连同电子保险丝或开关等其他标准必备组件一起，由集中
式电气柜中取出，然后直接放置在机器上的小型分布式IP67配
电箱内。在此过程中，通常由企业自行负责相关配电箱的规划
和安装。

3. 客户定制解决方案
针对电源专门开发出一个客户定制的分布式解决方案。除了电
气规范外，尺寸和机械机构同样根据设备量身定制。 

分布式电源的优点

此款电源为输送带或生产线等长距离应用采用分布式供电，效
率和灵活性都更高。此外，电源也不再必需大尺寸设计。 
同时设备的各个组件可采用模块化结构，从而使加装、维护和
改装更为迅速高效。基于分布式电源的种种优势，用户自设备
规划阶段起即可拥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许多用户均很快地在其
规划设计的早期阶段即选择了此种电源方案。

通过缩小或取消传统电气控制柜，可将节省出来的空间用于扩
装能够创造增值效应的设备组件。导线长度与导线横截面也将
因此而得以减小，从而有效节省导线的成本。 

之前研发分布式电源的难点

即使是采用目前市面上的解决方案，实现分布式电源所需的成
本仍然较高。例如，哪怕是简易的分布式现场配电箱方案往往
也需要超过10个必备组件。所有这些组件都须分别订购、入库
存放，最后再由技术人员拼组成一个系统。

而开发客户定制方案又相当耗费时间，需投入大量成本， 
而且仅在需求数量较多时才能体现出成本优势。 

目前还没有哪种分布式标准电源，在订购时能够满足现货供
应，且安装方便、灵活性足够高，从而成为上述所有三种情形
切实可行的优替方案。

分布式电源系统成为解决方案 

现在，普尔世研发人员开发出FIEPOS产品系列，成功填补了
分布式设计的这一空白领域，为用户开辟了无柜式设备和机器
规划设计的全新途径。 

此款电源系统以输出功率为300W或500W的单相和三相 IP54-
IP67 电源为基础构造，同时还包含IO-Link 或一个Output-OK 
信号用作通信交互接口。在此基础上，提供具有大量插头配
置及可选的安全和冗余功能的各种不同版本型号以供按需选
择。普尔世将FIEPOS分为基本型和内置智能电子保护模块 
(eFused) 产品系列。

基本型系列配置有一路输出，它可适配于多种接头， 
如 M12、7/8“ 或 HAN-Q 系列。此外，基本版还可以在输出 
侧配备一个集成解耦MOSFET（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 
应管），支持自适应性输出。这两项功能使得该装置尤其适用
于在电气柜外安装可靠的冗余系统，以及通过并联连接提高功
率。 

FIEPOS 内置智能电子保护模块 (eFused) 系列可选配置有多达
4路电子断路器。由于安装了限流功能，使用该装置能够非常
方便地实现选择性电流分配和保护,且可以通过 IO-Link 或位于
装置正面的实用人机信号交互界面进行输出的配置和监控。

目前对灵活的模块化系统的需求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机器设备的设计与制造。其中一项重要的
发展趋势即是将设备系统组件采用分布式设计。这样做不仅能加快设备的研发流程、易于维修保
养，还能使设备扩展更为方便。基于此，越来越多的具备 IP54 至 IP67 防护等级的系统组件正被
转移至现场直接使用。因此，传统方式的电气柜设计可以日益趋向尺寸小巧化，进而被完全替
代。

作者 Maximilian Hülsebusch

FIEPOS – 分布式电源系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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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长距离的多个应用设备进行高效灵
活地分布式供电。设备的各个组件可采用
模块化结构，并且其加装、维护和改装更
为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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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优点

单一输出端配置的 FIEPOS 基本款系列

从电气柜直接至工作现场 常见问题

普尔世 FIEPOS 基本款系列改变了电源在传统的电气柜配置方式，从柜内安装改至现场无柜安
装，从而为分布式设备制造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一站式供电系统方案。 

灵活

紧凑型外壳不仅满足 IP 高防护等级 (IP54-IP67)，而且提
供多种接头选项，能够灵活地按需直接与机器连接。

节省成本

FIEPOS 能够缩短导线、减小导线横截面，从而能节省导
线的成本，降低布线时的安装成本。

使用方便

可以直接通过装置正面的LED数据交互界面或通过 IO-
Link 远程进行输出电压的设置和监控。

环保

电源转换效率高达 95% 以上，因此完全不需要使用对环
境有害的浇铸材料以辅助设备散热。

FIEPOS 可以应用在那些领域？

FIEPOS 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尤其是在输送设备、仓储 
技术、机器人技术、控制技术、过程控制及物料搬运领域的 
模块化应用。

FIEPOS 满足哪种防护等级？

产品的坚固配置满足 IP54（防尘、防喷溅水）、 
IP65（防尘、防喷射水）或 IP67（防尘、可暂时浸 
入水中）等防护等级，能够很好地防水、防尘与防污。

FIEPOS 是否具备功率储备？

是的。所有电源都能够提供200% 功率达 5 秒钟，并恒定 
达到120% 功率（环境温度不超过+45 °C）。

装置适合用于什么温度范围？

FIEPOS 产品在 -25 °C 至 +55 °C 环境温度下可以正常运行，
不会出现功率降低的现象。如果是线性降额，则可以承受最多
70 °C。

适配于哪些插头型号？

FIEPOS 可适用于下列插头型号：7/8“、M12、HAN-Q 系列和 
Quickon。 其他插头可根据情况按需配置。

能否将多台 FIEPOS 装置并联连接？

是的，FIEPOS 基本款能够非常方便地并联连接，以便提高功
率或实现安全冗余。为此， PULS普尔世提供有一款特别的 
FIEPOS 版本，具备在并联运行时负载均流功能（自适应输出特
性曲线），以及集成解耦 MOSFET（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
管）以实现安全冗余，因此可以省略冗余模块。

该装置是否也可以安装在DIN导轨上？

是的。所有 FIEPOS 都可以用三种不同方式安装： 
直接插到 DIN 导轨上、通过内置锁孔嵌入和固定，或者通过螺
丝安装。所有三种安装方式均不需要用到其他附件。

技术概览

输入端
电压
功率 额定
 恒定 (<45 °C)

 5 秒
转换效率
重量

单相

85-264 V [170 V-264 V]

24-28 V

300 W [500 W]

360 W [600 W]

600 W [1000 W]

>95%

1400 g

三相

320-550 V

24-28 V

300 W 或 500 W

360 W 或 600 W

600 W 或 1000 W

>95%

1400 g

下列电源装置的分布式替代方案：

                     … 集中式电气柜
                   … 分布式现场配电箱

                … 复杂的客户定制解决方案

交流总线
直流总线

为提高功率或实现安全冗
余，可将 FIEPOS 装置并
联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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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若发生故障时会怎么样？

该装置会选择性地仅关断有故障的输出端，通过 IO-Link 或 
Output-OK 信号及位于装置正面的LED数据交互 接口报告信
息。由于该装置可主动进行限流，且继续向其他所有输出端不
受限制地供电。这一技术特点尤其对于敏感且事关安全的负载
（如控制系统或传感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有故障的电子电路能否通过远程复位？

可以。电子电路既可以通过 IO-Link 复位，也可以直接在装置
上复位。

如何调节触发电流？

可以直接通过装置上的按钮调节触发电流，也可以通过  
IO-Link 进行远程调节。

能否实现符合 NEC Class 2 标准的电子电路？ 

可以。可直接在装置上或通过 IO-Link 将触发电流调节为 NEC-
Class 2 标准。发生过载时，会将电流限制一段时间，然后限
流功能发挥作用，以保障任何时候都保持在 NEC Class 2 规定
的 100 VA 最大允许的功率峰值内。

关于输出端的顺序需要注意什么？

该装置具有选择功能，能够按照优先级保护敏感负载。其中，
输出端 1 优先级最高，输出端 4 优先级最低。因此，超出额定
电流时，装置将先关断优先级最低的输出端。

是否分级接通输出端？

是的。各输出端可根据优先级、以 100 毫秒的间隔接通。 

装置是以哪种触发特征为依据？

根据设置的触发电流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特性曲线。示例：
触发电流设置为 4 A。在此设置下，输出端可有 2 秒钟允许 
达到 1.25 倍的额定电流（即 5 A），然后关断。详细信息请参
见图示。

多达 4 路输出端配置的 FIEPOS 内置智能电子保护模块 (eFused) 系列

带限流输出的分布式电源

FIEPOS eFused 系列可以助力您便捷直接地在工作现场实现选择性电流分配、保护与监控。由
此，您可以用这种分布式方案替代配置有外部四通道电子保护模块、四个断路器的电源或替代由
四个外部熔断保险丝保护的电源。

图中显示关断输出端所依据的特性曲线。根据设置的触发电流 
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特性曲线。

下列电源保护的分布式替代方案：

                                       … 一个外部四通道电子保护模块
                                           … 4 个断路器

                                       … 4 个外部熔断保险丝

通过选择性电流分配，eFused 版非常适合用于通过一个
受保护的分布式电源同时向电动机械负载（如电机）和敏
感负载（如控制系统或传感器）供电。选择性关断有故障
的输出端，可确保极高的运行安全。eFused 装置与市场
上目前的解决方案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节省空间

由于集成了限流输出端，无需额外的保护模块。 
防护等级高 (IP54-IP67)，能够直接在机器上分布配置。 

设备可用性高

通过选择性保护，仅关断有故障的输出端。由此确保极高
的设备可用性。 

操作简单

可通过 IO-Link 或直接在装置正面LED数据交互界面进行
触发电流调节、故障电子电路复位和监控等操作。

节省管理和物流成本

该一站式装置可取替多个其他零部件配置。这即意味着
管理零件编号所需的工时成本减少，所需仓库面积也相
应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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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多种应用的电源解决方案 现场配电箱的优替方案
FIEPOS eFused 电源系统可配备多种不同的输出端配置。让我们来一起看下它的电路设计。 FIEPOS eFused 还可以配备一个限流的高功率通道 (20 A) 和另一个受保护的低功率通道  

(2-12 A)。该款 FIEPOS 装置体积小巧，并可直接固定在机器上，从而替换掉分布式现场配电箱的
电源解决方案，例如由一个 24 V 20 A 电源和一个用于构建 NEC Class 2 电路的电子保险丝组成
的分布式现场配电箱。选项 1 

4 路输出，4 路负载支路。

此版本是传感器和执行器共享一个负载支路。 
发生故障时，电路断开，所有与该输出端连接的
器件均不再得到供电。其他输出端则不受该故障
影响。

该解决方案主要适合下列 FIEPOS eFused 版：

三相，300 W* M12-A： FPT300.246-042-101 
单相，300 W* 7/8“ ：  FPS300.245-016-101

选项 2 

2 个输出端，4 个负载支路。

该电路能够在每个输出端上为传感器和执行器构建
两个相互独立的线路。该配置能够用两个插头实现
最多 4 个相互独立的负载支路。

该解决方案主要适合采用下列 FIEPOS eFused版：

单相，300 W* 7/8“：  FPS300.245-047-103 
单相，500 W* 7/8“：  FPS500.243-047-104 
三相，500 W* M12-L： FPT500.245-034-105 
三相，500 W* 7/8“：  FPT500.245-018-103

选项 3 

2 个输出端，2 个负载支路。 

该电路支持无论设备与哪个输出端连接，都可以分
别构建一个单独的受保护的执行器和传感器电路。
当发生执行器故障时，将仅关断执行器（如电机）
的电压，仍然保持向所有传感器持续供电。

针对该解决方案正在研发多个 FIEPOS eFused 版
本。

*其他版本可供使用



分布式
无柜式
灵活性

电源系统 
单相、三相，输出功率 300W 或 500W

IP54 - IP67 外壳   I  型号多种多样   I   可选配限流功能 
不含浇铸材料 环保设计

www.pulspower.com

Buczek 先生，让我们来做一个有关 FIEPOS 分布式电源系统的访谈。  
请您用一两句话介绍一下——为何我们需要FIEPOS！

如果您想要在分布式制造设计规划中优化现有的电源解决方案，那么普尔世会为您带来全新
的途径。 

与 IP20 电源相比，FIEPOS 电源系统价格更高。为什么客户愿意投入更多资金在后者？

IP20 电源采用的是位于现场配电箱里的配置方式。与之单独地直接从购买价上来做比较并不
全面。FIEPOS 作为一个电源系统，能够取代整个现场配电箱，包括布线、接口、电子保险
丝等。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FIEPOS 要比自制的分布式结构或客户定制解决方案更为
节省成本。同时，除了材料成本降低外，还可以节约安装和保养的工时，并大大节省空间。 

普尔世对 FIEPOS 有怎样的研发规划？

我们致力于将 FIEPOS 打造成一个应用丰富的体系，以尽可能向更多的客户提供一套适合的
分布式无柜电源的标准解决方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十分注重与众多合作
伙伴就产品的潜在应用展开讨论。因为我们想要理解与贴合客户的真实需求，让 FIEPOS 电
源系统助力客户成功地实现其分布式制造设计。例如，我们目前正在研究分析应用中还有哪
些功率级别需求量最大。

您能否为我们再举些该产品应用开发的案例？

好的。前不久，有一个日本的潜在客户向我们寻求集成以太网供电 (POE) 通道的 FIEPOS 解
决方案。这是一项我们之前没有遇到过的却很具吸引力的应用。目前我们正在试验如何通过
我们的电源系统使之得以实现，且尝试着看看能否以此为基础开发出一种新的标准方案。

FIEPOS 将于什么时候正式上市？

我们计划于2020年第二季度起开始现货供应，并且将于2020年第三季度正式面向全球接受
采购订单。

普尔世FIEPOS产品经理Kamil Buczek：

“分布式电源设计让一切 
更简单”
分布式设计是目前生产领域的发展潮流。Kamil Buczek，
普尔世 FIEPOS 产品经理，向我们介绍了分布式电源将如
何成为未来工厂必不可少的关键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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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电源系统 
持续精进的全新设备电能核心 

1980年成立于德国慕尼黑，专注于DIN导轨电源的研发与生产，为业界领军制造商。目前全球有1000多名员工和9个

子公司，遍布于8个国家，包括4个生产基地和5个销售公司。

普尔世中国位于苏州工业园区。我们专业的销售和技术团队将随时为您

解答有关电源信息、产品选型、产品定制或改型、方案设计、价格、库存

交期等疑问。

普尔世电源集团

微信扫一扫  获取联系方式 

轻松查阅更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