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重工業 
與應用的生產力
PowerFlex® 6000 與 7000 中壓交流變頻器 
效能強大。操控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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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專業知識

利用超過 30 年的經驗與在各行各業的數
千個應用方式，我們的中壓變頻器提供
您可以仰賴且經過驗證的成果。我們的
應用與測試工程師、專案管理團隊與現
場服務工程師開發與提供滿足您需求的
解決方案。

連線能力

我們的中壓變頻器內建 EtherNet/IP 通訊
功能並支援其他常用的通訊協定。彈性
的連線能力與控制系統相容性有助於提
供無縫式的控制系統整合。

安全/品質標準

品質始終是 Allen-Bradley 品牌的標誌。
我們的變頻器產品組合符合全球通用的 
UL 與 IEC 相關標準。耐電弧機殼以及功
能安全等選用配備有助於改善人員與製
程安全。

鎖定的產品組合

我們的產品組合是專為滿足各種用途的
風扇、幫浦與壓縮機應用或特殊用途之
攪拌機、輸送帶、起重機與絞車應用等
需求所量身打造，最高可支援 120 Hz。

智慧型馬達控制 – 企業聯網

我們的中壓變頻器可提供關於變頻器狀
況與製程參數等寶貴資訊給控制系統。
完整支援 Studio 5000® 及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軟體工具，將
這類智慧型資產與您控制系統整合所需
的時間與精力降到最低。

經過驗證的可靠性

堅實的設計原則、可靠的元件、較少的
零件量、控制動力過渡性與自動重新啟
動等能力將運作時間最佳化。關鍵元件
備援與旁路選項，搭配原廠出貨前的測
力計測試等均能有效提升資產利用率。

能源效率

節能設計冷卻風扇與高效率隔離變壓器
能夠取得最大化的系統效率，同時降低
營運成本。無變壓器組態有助於提供最
高的系統效率。

全球支援

我們分布廣泛的安裝基地受到全球服務
與支援網路的支援，有助於隨時隨地提
供您所需的服務。

Allen-Bradley® PowerFlex 中壓交流變頻器 
的優點



• 石油管路幫浦

• 天然氣管路壓縮機

• 電動沉水幫浦

• 誘導通風扇

石油與天然氣 林產品 海事發電

• 風扇幫浦

• 誘導通風扇

• 鍋爐進水幫浦

• 碎漿機

• 煉油機

我們所服務的產業與應用

水/污水 商用 採礦、鋼鐵與水泥 其他

• 進水幫浦

• 誘導通風扇

• 鼓風機

• 主要推進系統

• 定位推進器

• 空調系統/原始設備
製造商冷卻器/壓縮
機

• 機場汽電共生

• 醫院汽電共生

• 大學汽電共生

• 原污水幫浦

• 放流水幫浦

• 低壓供水/原水幫浦

• 高壓供水/清水幫浦

• 曝氣鼓風機

• 防洪幫浦

• 泥漿幫浦

• 通風扇

• 除垢幫浦

• 輸送帶

• 誘導通風扇

• 研磨機

• 測試台

• 風洞

• 攪拌機

• 橡膠攪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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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多用途 特殊用途

產品

PowerFlex 6000 變頻器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

一般應用
風扇、幫浦、壓縮機、輸送帶、 

研磨機與冷卻器

風扇、幫浦、壓縮機、冷卻器、絞車、起重機、 
輸送帶、攪拌機、擠壓機、球磨機與半自磨機、 

電動沉水幫浦

變頻器冷卻方式 氣冷 氣冷或液冷

拓撲 串聯式 H 形橋接器 CSI PWM

整流器類型 18…54 脈衝二極體
主動前端對稱門極換流晶閘管 (SGCT) 或 18 脈衝矽控

整流器 (SCR)

變流器類型 IGBT SGCT

功率範圍 100…11,000 kW (150…15,000 Hp) 150…6300 kW (200…8500 Hp)

輸出電壓 2.3…11 kV 2.3…6.6 kV

輸出頻率 0.3/0.6*…120 Hz (* 含編碼器) 0.1…90 Hz

方向 – 扭矩 向前與反向、迴轉 正向與反向、迴轉與再生

馬達類型 感應 感應與同步

Rockwell Automation 的中壓變頻器根據應用需求區分成兩個區塊。

為您的應用選擇 
適合的變頻器

多用途變頻器

• 包含用於操作如風扇、幫浦、壓縮機、輸送帶與研磨
機等最高 120 Hz 高速應用的效能特性。

特殊用途變頻器

• 包含用於操作如輸送帶、球磨機與半自磨機、擠壓機
與攪拌機等應用的強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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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6000T  
交流變頻器
簡單。聯網。易於使用

PowerFlex 6000T 中壓變頻器
非常適合各種無再生的用途，例如風扇、幫浦、研
磨機、輸送帶與壓縮機。此系列是 100...11,000 kW 
(150...15,000 Hp) 馬達控制應用以及額定值 2.3...11 kV 
的馬達的理想解決方案。

氣冷式 PowerFlex 6000T 變頻器設計在一般負載和重
載應用中可透過啟用緩衝啟動和變速控制提升能源效
益。

為了達到低輸入諧波和接近於一的功率因子，此系列
變頻器使用了串聯式「H」型橋接器拓撲。此拓撲結
合了整合式安裝相位轉移隔離變壓器以及各相的串聯
功率單元。

PowerFlex 6000T 交流變頻器在不同應用中具備使用
彈性且依馬達電壓提供多種組態。

• 多重控制模式，包括磁通向量控制 - 搭配編碼器時
的啟動扭矩可達最高 150%

• 適用於所有電壓和功率額定值的簡單氣冷設計

• 環保設計的主冷卻風扇可提高效能並降低損失

• 整體安裝的多重脈衝隔離變壓器有助於確保線路端
的低諧波效應

• 自動功率單元旁路有助於盡可能縮減重要應用的停
機時間

• 通用模組功率單元可輕鬆移除，盡可能縮減平均維
修時間

採用通用控制架構與 TotalFORCE® 技術
選擇 PowerFlex 6000T MV 變頻器，簡化您的整合與操作體
驗。此系列所使用的控制硬體、韌體以及網路介面軟體與我
們最新一代 PowerFlex 755T 低壓變頻器中使用的相同。在
您整個變頻器安裝設備中使用通用控制平台，可降低整合、
操作與支援的成本。通用平台也可降低產品特定的訓練需求
以及零件庫存。

PowerFlex 6000T MV 變頻器的特色：

• 在 Studio 5000 設計環境中可輕鬆進行設定、整合和視覺
化。外掛設定檔是預先設定的資料轉譯程式、視覺使用者
介面，以及資料設定程式，所有功能皆整合在一起。它也
是將變頻器資料傳送至控制系統的主要工具

• 支援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軟體平台完整裝
置設定檔。在單一多語言軟體套件中輕鬆設定、程式設計
及視覺化

• 10 吋 (254 mm) 彩色觸控螢幕人機介面模組支援多語言 (葡
萄牙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中文、波蘭文、俄羅斯
文等)，並提供簡便且直覺的本機控制、監控與診斷功能

• 透過 FactoryTalk® Analytics™ for Devices 獲得裝置健康狀
態的即時警示

• 豐富的輸入電力監控功能，適用於 kW、kVA、kVAR、已
消耗 kWh、MWh 以及功率因數

• 只需要使用一個檔案就能夠為所有主控制板與功率單元快
速且安全的進行 flash-over-fiber 韌體更新

• 透過 Forensic Data Recorder 功能進行更全面且更快速的
故障檢測 

• TotalFORCE 技術藉由對於速度和扭矩的精確主動式控制
提供優越的馬達控制，同時運用維護分析警示功能以確保
變頻器和製程的運作時間



• 適用於 2.3 kV 至 6.6 kV 的三種機
殼尺寸 - 高達 70 A、71...140 A 以及 
141...215 A

• 不需要後方空間

• 頂端或底部的線路/負載纜線

• 提供突波吸收器選項，不會增加尺
寸

• 提供 IP31/IP42 及 3R 型/IP54 機殼

• 80 dB(A)

• 縮短試運轉時間

• 平均失效間隔時間至少 100,000 小
時

• 提供自動功率單元旁路選項，不會
增加尺寸

• 提供最高 13.8 kV 輸入

精巧型 PowerFlex 設計

Fixed 
frequency bus

Variable 
frequency bus

POINT I/O POINT I/O POINT I/O

MOTOR #2 VFD OUTPUT AND 
BYPASS CABINET

VFD

M2 M1

MOTOR #1 VFD OUTPUT AND 
BYPASS CABINET

VFD INPUT AND OUTPUT 
CABINET

CONTROL AND VISUALIZATION / 
OUTPUT REACTOR CABINET VFD CABINET

TO SUPERVISORY 
CONTROL

Bypass PT Bypass PT Input PT

Output PT Output PT

CTsCTs

+X%

X%

-X%
*

*

Simplified power cabling is shown. Cabling enters/exits 
through access  openings in cabinet top or bottom plates.

*

EtherNet/IP

VFD Output 
Isolation Switch

LV Control Panel

Output 
Contactor

Output 
Contactor

Bypass
Contactor

Bypass
Contactor

Input
Contactor

Protection
Relay

Protection
Relay

Output Reactor

PowerFlex 6000T 變頻器同步傳輸系統設計架構

同步傳輸可用一個變頻器控制多個馬達的啟動和速度。該變頻器可根據您的運作狀況要求，用來緩啟動大型馬達，
以限制突波電流或控制多個馬達的速度，一次控制一個。同步傳輸有助於限制馬達的機械磨損，從而延長馬達的使
用壽命。也可減少使用者的投資和營運成本。

• 應用範圍可達 2.3...11 kV
• 可在一台變頻器上啟動高達 10 台馬達，每個馬達最高可到 680 A (總計高達 3000 A)
• 無擾動轉換 
• 適合天然氣或石油管線應用

PowerFlex 6000T 變頻器同步傳輸旁路

TotalFORCE 技術

TotalFORCE 技術與於我們在低壓變頻器產品系列所採用的技術類似，而
採用此技術的 PowerFlex 6000T MV 變頻器有助於增加應用的產能、提高
品質並降低停機時間。

提高應用的產能

透過出色的追蹤功能，變頻器可立即遵從速度或扭矩的指令。當負載突然
變化時，變頻器還可以有效地抑制干擾，有助於保持應用平穩運行並提高
產能。

提高最終產品的品質

由於處理速度加快，變頻器能夠提供精準的速度和扭矩控制，藉以改善最
終產品的一致性。此外，高扭矩準確度有助於在要求嚴苛的張力控制應用
中維持速度調節。

運用預測維護降低設備停機時間

PowerFlex 6000T 變頻器會持續監控運作，追蹤變頻器和馬達內電氣元件
的狀況，以便將診斷資訊即時提供給控制系統。藉由這些資訊，即可預測
設備失效，並採取行動來預防意外的停機時間。

此外，主動式控制功能有助於隔離潛在的有害振動並自動補償差異，以幫
助應用保持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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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功率單元旁路

在罕見的功率單元故障情況下，選購的自動功率單元旁路
可以讓 PowerFlex 6000T 變頻器繞過該功率單元，而且有
對應的功率單元在另外兩個相位，因此變壓器將以減少的
容量持續運作，以便有時間規劃排程的關閉。

• 有助於將重要應用的停機時間降到最低

• 固態旁路電路可降低製程中斷時間

串聯式「H」橋接器 (CHB) 拓樸

可靠的 CHB 拓撲結合整合式固定相位調整隔離變壓器，且
每個相位都有串聯的功率單元。

除了逐步減少輸入電壓之外，隔離變壓器也提供另外兩項
主要功能：

• 減輕共模電壓應力，因此可使用標準隔離等級的馬達

• 因次要線圈的相位調整作用，可降低總諧波失真率，因
此輸入側諧波不會對工廠或公用電網造成負面影響

數個相同的低電壓電力單元串聯連接 (級聯) 在一起，以產
生以操作馬達所需的中壓準位。每個功率單元的電壓步進
相對較小，且會使用脈衝寬度調節交換器模式，使馬達上
的輸出諧波和扭矩脈動保持在最小狀態，甚至在較低的速
度亦同。此技術可將標準馬達用於新的應用，且非常適合
改造現有的馬達。這允許更長的馬達電纜長度，而無需使
用輸出濾波器。

此功率單元概念能使維護變得既快速又簡單。每個功率單
元都有內建的診斷系統，可在發生故障等意外情況下識別
和隔離需要更換的單元。這會盡可能縮減功率單元的更換
時間，以便盡量延長製程運作時間。也有幾種系統旁通選
擇可供選用。

M

U0
V0

V1

V2

V3

W0

W1

W2

W3

U1

U2

U3

INPUT POWER
3 PHASE AC
ANY VOLTAGE

變頻器拓撲，4160V AC

標準功率單元



運用選購的 RealSine 解決方案可以大幅降低輸入諧波。

可用範圍 2.4…4.16 kV 且最高 215 A，無需變更變頻器專用變
壓器的二次繞組數量，每個二次繞組經過特別的相位偏移分
別可達到 54 脈衝或 72 脈衝，在這個電壓範圍下，其他傳統
的設計只能達到 18 脈衝或 24 脈衝。

此選配不需要額外硬體的配合，也不會影響變頻器的佔地面
積。

在 2400V、3000/3300V 或 4160V 下，全新的設計在輸入總
諧波電流失真 (THDi) 方面可改善最高 30%。更為乾淨的頻譜
可以提高變頻器運作效率，也更加環保。

運用 
RealSine™ 解決方案 
降低輸入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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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6000T 最大功率與額定電壓

18000

16000

14000

12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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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4000

2000

2300 3300 4160 6000 6600 10000 11000
0

Motor Voltage (V)

Po
we

r (
kW

/H
P)

kW HP

適合馬達的電流和電壓波形，適合操作新的或現有的標準 
馬達。無須變流器工作馬達。

線路端波形

適合電源系統的輸入電流和電壓波形 - 符合 IEEE 519-2014  
諧波指導原則。

馬達波形

U Phase Current
U-V Phase Voltage

6.6kV Output U-V 相位電壓U 相位電流6.6 kV 輸出

Phase Current

Phase Voltage

6.6kV Input (36 Pulse) 相位對相位電壓6.6 kV 輸入 (36 脈衝) 相位電流

24 脈衝與 72 脈衝的主要電流波形比較。



PowerFlex 7000 交流變頻器
高效並整合高功率性能

PowerFlex 7000 中壓交流變頻器系列產品為 150…6300 kW (200...8500 Hp)， 
額定電壓 2.4...6.6 kV 的馬達控制應用提供彈性及高功率的效能。

為了有助於降低能源成本和馬達磨耗，PowerFlex 7000 變頻器針對具高功
率需求的製程採用緩啟動和變速控制。整個產品組合提供幾近完美的輸出
電流和電壓波形，可使用標準或現有的馬達和馬達電纜。

拜更強化的功率半導體技術和簡化、直接的設計之賜，在所有現有的中壓
變頻器當中，其變頻器的元件數量最低。其獲得的成效包括：具更高的可
靠度、更低的停機時間且零件更少的產品。為了獲得更高的效率，可選擇
搭載 Direct-to-Drive™ 技術的組態，並將馬達不透過隔離變壓器直接連接
至變頻器。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結合資訊和通訊功能及直覺、易用的彩色觸控螢幕
操作員介面來監測與控制製程 - 並將效能和維護工作最佳化。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產品組合：

氣冷式變頻器

適用 2.4 kV 至 6.6 kV 時為 150…6000 kW (200…8000 Hp) 的馬達。本變頻器
有不同的框架大小和散熱裝置或熱管線組態，可適用不同的功率範圍。

液冷式變頻器

適用 4.16 kV 至 6.6 kV 時功率為 2240…6340 kW (3000…8500 Hp*) 的馬達，
此選項採用封閉迴路液冷系統，具液對氣或液對液熱交換器選項，並提供
標準備援幫浦以增加可靠性。

船用變頻器

透過 600…24,000 kW (800…32,000 Hp) 的額定功率，這些液冷式船用變頻
器採用 Direct-to-Drive 技術以節省空間與重量並可承受海上的嚴苛環境。

擴充功率組態

這些高功率的氣冷式及液冷式變頻器模組最高可達 25,400 kW (34,000 Hp)， 
為熱備份和備援、負載換相式變流器改良和功率升級提供有效率的解決 
方案。

控制選項

安全關閉扭矩

有助於透過減少停機來節省時間和
成本，同時有助於藉由安全扭矩關
閉來增加系統的功能安全防護，
以保護人員和財產免於遭受可避免
的意外。此功能經過  TÜV 認證，
有助於達到 SIL 3/PLe/IEC 61508/
ISO 13849-1 的規定。目前僅  AFE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提供此選
項。

高效能扭矩控制

PowerFlex 7000 中壓交流變頻器現
提供零速度保持扭矩控制功能選項
及 TorqProve 控制器。適合工業應
用，例如絞車、挖掘機、錨機和測
試台等，PowerFlex 7000 變頻器
現在可在零轉速下提供 100% 的扭
矩。本控制功能有助於持續在零轉
速時控制扭矩，並提供這些應用所
需的更高變頻器轉速和扭矩回應。
目前僅 AFE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
提供此選項。

控制選項：

• 安全關閉扭矩

• 採用 TorqProve™ 技術的高效能扭
矩控制

• 同步傳輸

* 單變頻器通道設定的額定值

機殼選項：

• ArcShield™ 耐電弧機殼

• I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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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ArcShield 技術的變頻器系統
符合安全標準的有效設計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系統採用 ArcShield，是全整合式 Allen-Bradley CENTERLINE® 啟動器與 PowerFlex 7000 變頻
器的組合。這種變頻器的全內建式單機系統設計，特別適合搭配現有 Allen-Bradley 中壓啟動器系列，提供 40 kA 或 
50 kA 電弧故障分級。

用於重導電弧閃光事件所產生的能量，使其從機殼頂部排出並且遠離人員，2B 型的介面設計有助於在發生電弧故障
事件時，保護位於機殼前方、側邊或後方人員的安全。此外，2B 型可在為維修而開啟低壓門板控制時，仍維持防護
功能。

採用 ArcShield 技術且額定值為 50 kA 的全整合式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系統

洩壓通風口可在發生電弧閃光時，從機殼前後與側邊將
電弧氣體與物質導離。

1

氣體與物質可藉增壓排氣系統，向上由機殼頂部排出。2

專利的自動關閉排氣孔接入板，能避免電弧閃光氣體由
風扇排氣孔逸出。

3

機櫃門使用焊接通道加強，此通道專為在電弧閃光下
維護架構完整性而設計。

4

機櫃結構健全，包含加強側片、櫃門、頂部及後方接
入板，專為提升容納電弧故障能量時的堅固性而設
計。

5

使用高強度絞鍊、鎖扣及螺栓將櫃門牢固地安裝於機
櫃上，以增加防護性。

6

專利的自動關閉排氣孔接入板，能避免電弧閃光氣體
由進氣口逸出。

7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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