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加生產力 
與正常運行時間
PowerFlex® 755T 交流變頻器可為要求嚴苛的工業應用 
提供有彈性、高效能的馬達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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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您廠房的生產力

工業製造商運用搭載 TotalFORCE® 技術的 PowerFlex® 
755T 變頻器直面最大的挑戰：

• 提升廠房生產力

• 將停機時間降至最低

• 降低能源成本

不管您是什麼產業 – 也不管您是要管理老舊設備與系統 
或設計新廠 – Rockwell Automation 的智慧型馬達控制

解決方案都能幫您達成自己的生產力目標。

PowerFlex® 755T 交流變頻器能充分利
用您的資產和生產時間

有了 TotalFORCE 專利技術，您可以獲得有彈性、高效

能的馬達控制功能，從而滿足廣泛的應用需求。

除了加入即時營運智慧及自動化應用試運轉與最佳

化，此一系列產品還能將您的營運保持最佳效能。

全新 PowerFlex 755TS 變頻器代表了擁有更多功能的

下一代工業變頻器，旨在滿足您的應用需求。它是首

款搭載 TotalFORCE 技術的六脈衝變頻器，加入了彈

性、高效能馬達控制功能、即時營運智慧及自動化的

應用試運轉與最佳化。

PowerFlex 755TL 變頻器應用主動前端技術提供諧波

弱化與功率因子修正等功能。

PowerFlex 755TR 運用再生主動前端技術，將能源 
100% 送回進線電源。而且，還提供諧波弱化與功率因

子修正。

PowerFlex 755TM 變頻器運用具再生與非再生選項的

共通直流匯流排實現能耗最佳化，並縮小多馬達應用

中的安裝體積。

適合要求嚴苛的工業應用的 

強大馬達控制能力

PowerFlex 755TS 變頻器PowerFlex 755TL、755TR 與 755TM 變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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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時的設計 
與功能

在您需要時提供協助

我們經驗豐富的現場服務專員能為您提供資

源、幫助改善設備運作並確保長期的效能。

現代化與系統轉換服務

整合與一站式工程服務可幫助您順利從老舊

的平台轉換成我們的最新技術。

變頻器啟動

現場服務專員會檢視並確認變頻器安裝是否

符合原廠標準、微調變頻器並依您的應用調

整參數。而且，變頻器試運轉可確保運作正

確且效能達到最佳。

預防性維護

年度或客製化合約可幫助延長您硬體的使用

壽命及將其效能最佳化。

3

變頻器設定與和程式設計更簡化

透過易於使用的軟體套件和工具，PowerFlex 變頻器讓

設定與程式設計變得快速又不複雜。

本機或遠端 PowerFlex HIM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軟體平台

• 免費軟體可讓您透過直覺式介面和啟動精靈啟動並

運行變頻器

FactoryTalk®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環境

• 運用 Logix 可程式設計自動化控制器達到優質整合

• 可為整個控制和裝置系統進行設定和程式設計的單

一開發環境

• 變頻器相關資料會自動產生以簡化設定並消除不相

符錯誤

• 系統、機器與診斷資料易於操作

安裝與維護簡單

整個 PowerFlex755T 變頻器系列產品都是為方便安裝、試運

轉與維護所打造。這種設計很容易就能夠接觸到易於安裝、

移除和維修的精巧元件。插槽式硬體架構可供您靈活選取多

達五種選項配接卡，滿足應用的 I/O、通訊、安全性與回饋等

需求。

爭取每一吋空間

PowerFlex 755TS 變頻器能以更小的體積提供更多功率，善用

您的空間與投資。

落地安裝式 PowerFlex 755TL、TR 與 TM 變頻器擁有領先市場

的功率密度，讓它易於安裝、維修與更換：

• 當電源模組很容易轉出進行維修時，電源配線可以保持 
連線

• 要操作重要元件非常簡單

• 選配的進/出線槽能讓電纜通過機櫃頂部

「在 FactoryTalk Studio 5000® 設
計環境中可輕鬆進行設定、整合和

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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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的變頻器成為一項策略優勢

搭載 TotalFORCE 技術的 PowerFlex 變頻器可幫助您達成

生產輸出、正常運行時間與能源效率等目標。

TotalFORCE 技術結合彈性、高效能馬達控制、進階自動

監測功能於一身，並有一個即時數位平台，提供能大幅

改變收益與損失的資料。

彈性、高效能的馬達控制

PowerFlex 755T 變頻器擁有精確的速度、扭力與位置控

制，在最嚴苛的工業應用中提供出色的電子馬達控制。

您現在可運用全系列的 PowerFlex 755T 變頻器滿足包括

從標準與高級工業馬達控制應用，到低諧波與再生解決

方案等應用的要求。

即時營運智慧

這些 PowerFlex 變頻器提供的資訊與觀察可用於制定智

慧營運、能源與預測維護等決策。

自動化試運轉與最佳化

一系列的主動式控制功能可縮短啟動與試運轉時間（無

需複雜代碼或變頻器微調專家），並自動對應用負載與

機械變化作出回應，以改善電效率及機械系統可靠性。

TotalFORCE 技術 
本身即可提高生產力

降低 
網路攻擊風險

提高您智慧機械、網路與製造設備的資安。具 
CIP Security 功能的裝置，如 PowerFlex 755T 變
頻器，可幫助改善您廠房的資安，並將網路事件

風險降到最低。CIP Security 能在 EtherNet/IP 網
路中提供一個安全的傳輸層，幫助變頻器免於遭

受惡意通訊的侵擾。CIP Security 提供：

• 可信賴的連線，可防範未經授權的裝置建立 
通訊

• 完整性，可防範通訊受到竄改或改造

• 加密功能，可防範資料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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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機器的可靠性和效能 

主動式控制是 TotalFORCE 技術幫助提升生產力的關鍵組

成部分。

主動式控制結合了主動式調整、負載觀測器及匯流排觀

測器，可縮短啟動時的試運轉時間，並在設備運作時監

控機器的特徵。

因您的機器運作特徵會隨時間而改變，因此 PowerFlex 
755T 變頻器會自動調整以補償這些變化來維持生產力。

這些進階能力有助於減少機械磨損並讓您的營運維持在

最佳生產狀態下。

• 無需複雜代碼或變頻器微調專家，便能縮短微調所需

的啟動時間

• 即時監控變頻器和系統效能特徵，並在必要時進行 
調整

• 找出潛在的有害諧振及振動情形，並抑制連續運作的

諧振

• 自動監控並補償慣性及馬達對負載的變化，在您的製

程中提供更高的產量，完全不受負載變化或外部干擾

影響

主動式控制 
可提高生產力、減少 
機械磨耗與停機時間

負載 負載變化 固定/調整負載

伴您走過整趟旅程的 

最佳夥伴

我們原廠訓練的專業人員能在您投資 PowerFlex 
變頻器的每一步中提供協助。

全球性的跨系統設計與工程、啟動與試運轉能

力、遠端與現場技術支援、主動預防性維護，

以及 MRO 與資產管理計畫。這些生命週期服務

全都專注於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力，以及最大

限度地縮短停機時間與降低維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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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式診斷資料

PowerFlex 755T 變頻器採用主動接收診斷資料的作法， 
可讓您持續地監控變頻器健康情況，並將目前的效能

與由我們的 TotalFORCE 專利技術驅動之應用設定進行

比較。

即時監控與板載預測分析可幫助縮短意外停機時間，

並發展一套資源最佳化的維護策略。

預測分析有助於最大限度地縮短停機時間

PowerFlex 755T 變頻器遇到可能會影響變頻器或馬達

健康情況之問題時會立即通知操作人員，例如：

• 保險絲熔斷

• 元件壽命接近結束

• 溫度上升超過正常運作範圍

運用獲得專利的預測維護模型及演算法，讓 PowerFlex 
755T 變頻器內建改善生產力的能力。

• 直流匯流排調節器透過最大程度地降低直流匯流排

電壓瞬變，以此來幫助保護功率元件

• 電壓上升功能可為馬達提供全電壓，即使在輸入電

壓減少時運作亦然

• 熱管理器會監控溫度並幫助管理可能導致產品熱過

載的關鍵運作狀況

• 變頻器可操作兩種類型的進線電源，讓您可以在公

用設施運作及備用發電機之間切換

具有預測分析能力的變頻器能透過建立設備預測壽命

之模型，幫助降低維護成本與停機時間。

例如，分析模型可考慮測量到的環境溫度（感測器內

建於變頻器模組中），並測量設備速度。速度下降代

表軸承可能即將失效。

預測維護模型能在設備達到其預測壽命的特定百分比

（預設為 80%）時，透過安全的乙太網路對控制系統

發出通知。如此可提醒維護團隊在下次排程停機時更

換設備，以避免意外停機。

預測技術 
可改善正常運行時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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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 6 個月就能在節能方面得到收穫

能源消耗是製造業最大的營運成本之一。而工業

馬達運作可佔用超過 50% 的工業能源使用。

六脈衝變頻器設計的新規定也有助於客戶減少控

制應用所需的電量。PowerFlex 755TS 變頻器的效

率可改善您應用的效能，並減少能源使用量，如

此可讓您為應用「正確選用」變頻器。

搭載 TotalFORCE 技術的 PowerFlex 755T 變頻器可

提供許多節能解決方案。

這些變頻器能支援各種馬達，包含永磁馬達，其

可以：

• 減少馬達中的熱損失 

• 提供寬廣的速度範圍、高扭力效能、低噪音與

振動

• 提供更小、更輕的馬達，減輕機器的重量，並

減小尺寸

主動前端技術具備：

• 再生能力，可將能源放入進線電源

• E n e r g y  P a u s e  模式可降低風扇速度，並將 
PowerFlex 755T 變頻器或匯流排電源設定為低

能耗狀態，以幫助降低整體能源消耗

• 諧波弱化與功率因子修正可減少能源使用

值得您信賴的節能效果... 
這項技術使命必達

7

「PowerFlex 755TS 變頻器 
的同級最佳效率 
可改善應用效能 
並減少能源使用」
依據 IEC 61800-9-2、IE2 EcoDesign 規定

永續生命週期服務
Rockwell Automation 為顧客提供能夠修復並多次重新引入服務的可靠功率控制產品。PowerFlex 755T 系列均內

建預測維護功能，能運用主動措施將維護活動的成本與頻率最佳化。當您需要修理時，我們的再製造服務提供

了環保的選擇，且每個步驟都兼顧品質及永續性。延長資產的價值僅是我們以彈性且永續的方式幫助進行產業

轉型的其中一個方法。請前往 rok.auto/sustainability 深入瞭解。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en-us/company/about-us/sustainability/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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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第一

以前實施安全解決方案通常是意味著犧牲生產力。PowerFlex 755T 變
頻器透過提供有助於保護人員設備的安全選項，同時也減少預定和意

外停機時間來解決生產力問題。

PowerFlex 755T 變頻器提供四種安全選項模組

硬接線安全關閉扭矩適合需要將變頻器旋轉動力去除的安全相關應

用。如此在需要安全系統時便能快速啟動。SIL3、PLe、CAT 3。

EtherNet/IP 上的網路式安全關閉扭矩運用網路發出安全命令，提供

與硬接線安全關閉扭矩相同的優點。而且，網路式安全功能讓您能夠

簡化機器設計及將需要的設備降到最低。SIL3、PLe、CAT 3。

安全速度監控可為在運動受限時透過操作安全區域的應用提供解決方

案。可讓操作員在不停機的情況下執行某些製程或維護工作。

整合式控制器型安全功能為  P ow e r F l e x  7 5 5 T  交流變頻器提供 
EtherNet/IP 網路上的進階安全。選項模組使用基於 IEC 61800-5-2 的
安全指令。

變頻器型安全指令：

• 安全關閉扭矩 (STO) • 安全停止 1 (SS1)

控制器型安全功能：

• 安全回授介面 (SFX)

• 安全停止 1 (SS1)

• 安全停止 2 (SS2)

• 安全運轉停止 (SOS)

• 安全限速 (SLS)

• 安全限制位置 (SLP)

• 安全方向 (SDI)

• 安全煞車控制 (SBC)

在作為包含 GuardLogix® 5580ES 控制器或 Compact GuardLogix 
5380ES 控制器之整合式安全系統的一部分時，整合式安全功能選

項模組提供的安全評等達到 SIL3 與 PLe CAT 4。也需要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應用程式版本 31 或更新版本。

可提高生產力的 

安全解決方案
內建 
控制工具

PowerFlex 755T 變頻器標準搭載 DeviceLogix™  
技術，是一種用於本地端應用及輔助監控控

制的內建控制功能。

DeviceLogix 非常適用於提升單機應用的生

產力，專為需要在不造成網路輪詢時間延遲

下，對輸入事件作出快速且當地語系化回應

的應用所設計。而且，在本地端進行邏輯處

理能讓故障檢測更容易，且製程在網路中斷

的情況下同樣可以持續運作。

DeviceLogix  運用一個支援功能模組及梯

級編輯器的簡易程式設計工具，並可透過 
FactoryTalk® Studio 5000® 外掛設定檔取得。 
DeviceLogix 技術可設定為在特定情況下運

作，如此一來，建立的程式便僅會在已啟用

邏輯且有未切換電力時才執行。而藉由使用

內建 DeviceLogix 功能，使用者可以將重複的

韌體清除。

一些應用包括：

• 選擇速度參考

• 複雜數學功能

• 訊號縮放

• 故障處理

• 選擇開關功能

• 批次處理的物料計算

• 編碼器功能

• 訊號調節

• 溫度控制

• 馬達控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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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的工作與起重機、吊車或是其他起重作

業有關，相信您能理解這類應用帶來的特殊

挑戰。安全、可靠和生產力永遠是您心中最

在意的前提。所幸 Allen-Bradley® 變頻器正

是為了讓您的工作變得更簡單所設計。

享受 PowerFlex 變頻器為工作帶來的效益，

將您的投資用於提升效能：

• TorqProve™ 控制有助於確認起重應用中

的負載物控制 

• 防搖擺技術旨在透過減少移動負載物的

擺動來提高安全性和效率

• 再生能力能夠將能源送回進線電源，提

供比電阻煞車更節能的解決方案

腐蝕性氣體的最佳防護措施

運用具備 XT 腐蝕性氣體防護能力的 PowerFlex 變頻器降低

因腐蝕造成設備提早故障的威脅。

我們此前研究了這個廣泛的產業挑戰，因此比任何人都更確

實瞭解這方面。

我們依據這些研究，發展出解決方案及建議，幫助製造商應

對廠房中腐蝕對變頻器造成的影響。我們將其稱之為 XT。

運用 Rockwell Automation 的相關研究、測試、產品設計與

安裝指示，具備 XT 腐蝕性氣體防護能力的 PowerFlex 變頻

器可幫助縮短與設備處於腐蝕性氣體環境中造成提早故障

有關的停機時間。現在，已成為所有 PowerFlex 755TL、TR  
與 TM 變頻器的標準配備，而在 PowerFlex 755TS 變頻器則

為選配。

在嚴峻環境中 

提供防護
為起重應用 
提供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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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新版的高品質變頻器系列產品

PowerFlex 755TS 變頻器可運用於您整個廠房的各種

應用，包括傳統變頻器應用以及更高階的馬達控制

應用，後者需要高效能馬達控制，以便獲取精確的速

度、扭力與定位。這是首款提供 TotalFORCE® 技術的

標準工業用六脈衝變頻器。

專為無數應用及產業所設計的 PowerFlex 755TS 可提

供您所需要的生產力及產量。

透過以下方式提高生產力與正常運行時間：

• 具精確的速度、扭力與定位的高效能馬達控制

• 運用獲取專利的預測維護技術簡化設備維護與服務

• 即時裝置資料可加速廠房層級的決策，並可透過雲

端分析引擎取得

• 主動式控制功能可加速機器啟動並提高機器的可靠

性與效能

• 整合網路式與硬接線安全功能可做到具成本效益的

機器安全功能實作

• 能降低複雜度與減少訓練的常見軟體與硬體體驗

• 支援多種馬達類型 – 電感式、永磁式與同步磁阻等

• 內建雙連接埠 Gigabit 乙太網路 (1000 MB) — 相較於 
10/100，流量高了 10 倍

• DeviceLogix™ 整合式邏輯解析能力，適合需要對輸

入事件作出快速且當地語系化回應的應用

• T-Link 擴充卡可提供變頻器對變頻器的高速光纖通

訊功能

• CIP Security 可提供安全通訊，確保信任的裝置間的

授權、完整性及隱私 

• XT 腐蝕性氣體防護選項有助於提升運作時間並減少

腐蝕性氣體環境中的腐蝕情況

• 1...400 Hp/0.75...270 kW/400...480V

• -20...60°C 工作溫度（-20...50°C 無降額）

• 機殼選項：IP54、針對 XT 腐蝕性氣體防護的凸緣及

選用配件

PowerFlex 755TS 變頻器 
明智的馬達控制決策

 
 
「專為無數應用及產業所設計

的 PowerFlex 755TS 可提供您

所需要的生產力及產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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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能出其右的豐富智慧型解決方案

若您可以隨時掌握運作資料和製程控制狀態，則將成

為造成獲益與損失差異的關鍵。

PowerFlex 755T 系列變頻器可提高生產力、降低成本

並改善您製程控制系統的效能。

PowerFlex 755TL 和 755TR 變頻器應用主動前端技術提

供內建諧波弱化和功率因子修正等功能。變頻器可以

降低諧波失真的負面影響，有助於改善能源效率、降

低能源成本，並且大幅減少工廠樓層的配電問題。

PowerFlex 755TR 變頻器運用內建的再生功能，也可透

過將能源送回進線電源端來幫助降低能源消耗。

諧波弱化的優點

• 較低的諧波和功率因子修正可減少對過大電力設備

的需求

• 降低諧波失真有助於大幅減少其他裝置的中斷

• 符合 IEEE 519 標準（總諧波失真率在 5% 以下）

再生的優點

• 變頻器能夠將能源送回進線電源，比電阻或機械煞

車更加節能

• 不需要煞車電阻器和冷卻設備，以及配線、人力、

安裝及維護成本

其他效益

內建元件可減少佔地面積需求和面板寬度，並提供領

先市場的功率密度

• 透過電源中斷穿越控制，在多數線路干擾中保持 
運作

• 使用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或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軟體，可進行整流器和變

流器的設定和程式設計

• 標準 EtherNet/IP 雙連接埠可提供拓樸彈性，與 Logix  
環境優質整合

• 進階診斷系統及預測維護可幫助改善效能與正常運

行時間，縮短試運轉時間

• PowerFlex 755TL 與 TR 變頻器標準搭載 XT 腐蝕性氣

體防護功能

PowerFlex 755TL 與 755TR 變頻器 
可提高生產力

想找「立即可用」的解決方案？

PowerFlex 755TL、TR 與 TM 變頻器可依您特殊的

包裝需求進行訂購與配送：

• 輸入斷路器及/或保險絲

• 機門安裝式按鈕與選擇開關

• 選配的機門安裝式人機介面模組

• 輸出接觸器及/或輸出濾波器

• 通訊選項

• I/O 選項

• 電壓感應和紅外線檢視窗

透過 ProposalWorks 設計與訂購。若您尚未開始 
使用我們的設定工具，請至  rok.auto/pst 下載 
ProposalWorks 工具。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en-us/support/product/product-selection-configur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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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755TM 變頻器解決方案 
可最佳化系統設計與功耗

靈活的作業系統可將生產力大幅提升

透過一系列預設的再生通用匯流排電源與通用匯流排

變流器組態改善您的系統設計與功耗。通用匯流排變

頻器系統提供設計的彈性、能源最佳化並降低安裝成

本。而且，PowerFlex 755TM 提供諧波弱化與內建再生

功能。

PowerFlex 755TM 的好處

• 透過馬達於再生與馬達負載模式中共用能源的方式

提升能源效率

• 透過將變頻器連接到通用直流匯流排的方式改善樓

板空間、簡化安裝並減少硬體數量

— 不需要每個變頻器分別接上交流電

— 減少安裝時間、人力及配線成本

— 每台裝置內建的直流匯流排端子方便連接鄰近 
裝置

— 落地式變頻器中每個裝置都具有整合式控制匯流

排，可對於整個機櫃有效分配輔助電源

— PowerFlex 755TM 變頻器標準搭載 XT 腐蝕性氣體

防護功能

• 通用匯流排系統可用混合式架構，將不同類型的變

頻器、伺服驅動器與其他功率元件連接至同一直流

匯流排

• 能協調多台馬達

— 符合 IEEE 519 標準（總諧波失真率在 5% 以下）

— 降低諧波失真有助於改善能源效率，並大幅減少

工廠樓層的配電問題

— 不需要自動變壓器或濾波器，以及相關的配線、

人力、空間、安裝和維護成本

PowerFlex 755TM 非再生電源

在不需要再生與低諧波時，適合通用匯流排之具成本

效益的解決方案。這個模組化的產品是可擴充的，符

合您特有的電力需求。

將進階變頻器技術與現代化的支援工具結合，能將意

外停機時間降到最低並減少維護成本。

• 線上與虛擬支援選項讓故障檢測更加快速

• 能提供優先支援的整合服務產品可將技術投資成果

最大化

• 透過提供資料觀察強化您的維護資源，並以擴增實

境工具將維護生產力最佳化，並提供符合您排程的

線上學習課程

• 採用新技術並建置自動化與控制系統專業知識

「再生能力能夠將能源送回進線
電源，提供比電阻煞車更節能的
解決方案。」

維修整合將停機時間降到最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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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
PowerFlex 755TS  

變頻器
PowerFlex 755TL  

變頻器
PowerFlex 755TR  

變頻器
PowerFlex 755TM  

變頻器

額定電壓 200/240V 未來可用性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額定電壓 400V 0.75…270 kW 7.5…1250 kW 7.5…3640 kW

通用匯流排變流器： 
160…3640 kW 
再生匯流排電源： 
87…4358 kW

額定電壓 480V 1…400 Hp 10…1800 Hp 10…6000 Hp

通用匯流排變流器： 
250…6000 Hp 
再生匯流排電源： 
90…4818 kW

額定電壓 600V 未來可用性 10…1500 Hp 10…5100 Hp

通用匯流排變流器： 
250…5100 Hp 
再生匯流排電源： 
69…4432 kW

額定電壓 690V 未來可用性 11…1400 kW 11…4550 kW

通用匯流排變流器： 
200…4550 kW 
再生匯流排電源： 
84…4714 kW

通訊
內建雙連接埠 Gigabit EtherNet/IP • ControlNet • DeviceNet • PROFIBUS DP  

• PROFINET • 光纖變頻器對變頻器通訊 

安全選項
硬接線安全關閉扭矩 SIL3、PLe、CAT 3 • 網路式安全關閉扭矩SIL3、PLe、CAT 3 • 硬接線安全速度監控 SIL3、 

PLe、CAT 4 • 網路式整合安全功能 SIL3 與 PLe、CAT 4 

周圍溫度

額定值

-20…50 °C 環境無降額

-20…60 °C 有降額

-20…40 °C 環境無降額

 -20…55 °C 有降額

存放溫度 -40…70 °C 

相對濕度 操作：0…95% 不凝結

TotalFORCE 技術馬達控制
無感測器向量 • 磁通向量控制 • 壓頻比 • 節能器 • 現場導向控制 

• 永磁馬達控制 • 同步磁阻

馬達控制頻寬*
速度調節器頻寬 300 Hz（每秒轉速 1885 圈） 
位置調節器頻寬 207 Hz（每秒轉速 1301 圈）

標準和認證
c-UL-us • CE • EAC • KCC • RCM • RoHS • Seismic

有關產品認證的完整清單，請在 Rockwell Automation 網站 (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 上 
搜尋 PowerFlex 認證

扭矩準確度
2％ 的額定扭矩低至馬達基本速度的 5％ – 搭配選購的扭矩精度模組 

額定扭矩的 5％ 低於馬達基本速度的 5％

* 3 dB 交叉（閉迴路）規格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en-us/support/documentation/literature-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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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與企業聯網

資料科學與分析

企業科技

自動化 FEED/FEL

安全與風險管理

主要自動化承包商 
(MAC)

現代化與轉型工程

程式和專案管理及實作

全球推廣

OT 網路及網路資安

管理型服務

OT 基礎架構即服務

遠端支援

預測/建議分析

數位學習

講師引導式與虛擬訓練

勞動力評估

虛擬實境 擴增實境

資產修復、再製造與
管理

安全評估及補救

現場技術支援

諮詢服務 專業服務 互連式服務 勞動力服務現場服務

想知道我們如何協助您解決特有業務挑戰，請聯絡您當地獲授權的 Allen-Bradley® 經銷商 
或 Rockwell Automation 業務辦公室，或造訪：rok.auto/lifecycle。

Allen-Bradley、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expanding human possibility、GuardLogix、LifecycleIQ Services、PowerFlex、Rockwell Automation、Rockwell Software、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TechConnect、TorqProve 與 TotalFORCE 皆為 Rockwell Automation, Inc 的註冊商標。CIP Security 為 ODVA 的商標。 

凡不屬於 Rockwell Automation 的商標為其各自所屬公司的財產。

出版物 755T-BR001G-ZC-P – 2022 年 3 月
取代出版物 755T-BR001F-ZC-P – 2021 年 3 月 

版權所有 © 2022 Rockwell Automation, Inc.保留所有權利。

與我們聯絡。

即時給您需要的專業知識
我們運用我們豐富的領域專業知識陪伴您整個產品生命週期與數位轉型旅程。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en-us/capabilities/lifecycle-services.html
http://rockwellautomation.com/
https://www.facebook.com/ROKAutomation
https://www.instagram.com/rokautomation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rockwell-automation
https://twitter.com/ROKAuto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