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重工业和应用的 
生产率
PowerFlex® 6000 和 7000 中压交流变频器性能强劲。 
控制灵活



2

应用专业知识 
凭借 30 多年的专业经验以及各个行业中的 
广泛应用，我们的中压变频器可以为您提
供可靠的技术保障。我们的应用和测试工
程师、项目管理团队和现场服务工程师可
以开发和提供满足实际需求的解决方案

连接性
中压变频器内置 EtherNet/IP 通信接口， 
并且支持其他通用通信协议。灵活的连
接方式以及控制系统兼容性有助于实现
无缝控制系统集成。

安全/质量标准
高品质始终是 Allen-Bradley 品牌的代
名词。我们的变频器产品组合满足所有
相关国际 UL 和 IEC 标准。防闪弧外壳
选件和安全功能选件可以有效保障人
员和过程的安全。

面向实际需求的产品组合
我们的产品组合可根据实际需求量身定
制，不仅能满足风机、泵和压缩机等工作
频率达 120 Hz 的通用应用，还能支持密炼
机、传送带、起重机和提升机等特殊应用

智能电机控制 — 互联企业
我 们 的 中 压 变 频 器 可 将 变 频 器 运 行 
状 况 、过 程 参 数 等 重 要 数 据 传 输
至 控 制 系 统 。在   S t u d i o   5 0 0 0 ®   和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软 件 工 具 的 全 面 支 持 下，智 能 资 产 与 
控制系统集成所需的时间和工作量得以
最小化。

久经验证的可靠性
稳健设计指南、高可靠性组件、部件精简
化、控制电源低电压穿越保护、自动重启
等固有特性可以最大程度延长正常运行
时间。变频器可选配关键冗余组件和旁
路选件，并且在出厂前经过功率测试，有
效提高资产利用率。

能源效率
节能型冷却风扇和高效隔离变压器可 
最大程度提升系统效率和降低运营成本。
同时提供无变压器设计，实现系统效率 
最大化。

全球化支持
我们的全球服务和支持网络为庞大的 
用户群体提供坚实后盾，随时随地响应 
您的需求。

Allen-Bradley® PowerFlex 中压交流变频器的
优势



• 输油管道泵
• 输气管道压缩机
• 电潜泵
• 引风机

石油和天然气 林业相关产品 船舶发电

• 风机泵
• 引风机
• 锅炉给水泵
• 制浆机
• 磨浆机

我们服务的行业与应用领域

水/污水处理 商业应用 矿山、钢铁和水泥 其他

• 给水泵
• 引风机
• 送风机

• 主推进器
• 侧推

•  HVAC/OEM  
冷机组/压缩机

• 机场热电联产
• 医院热电联产
• 高校热电联产

• 原污水泵
• 工业废水泵
• 低负荷泵/原水泵
• 高负荷泵/出厂水泵
• 曝气鼓风机
• 防洪泵

• 渣浆泵
• 通风机
• 除垢泵
• 传送带
• 引风机
• 磨机

• 测试台
• 风洞
• 搅拌器
• 橡胶密炼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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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通用型 专用型

产品

PowerFlex 6000 变频器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

典型应用 风机、泵、压缩机、传送带、磨机和 
冷水机组

风机、泵、压缩机、冷水机组、电动葫芦、起重机、 
传送带、密炼机、挤出机、球磨机、半自磨机、电潜泵

变频器冷却方式 风冷 风冷或液冷

拓扑结构 级联 H 桥 CSI PWM

整流器类型 18…54 脉冲二极管 有源前端 SGCT 或 18 脉冲 SCR

逆变器类型 IGBT SGCT

功率范围 100…11,000 kW (150…15,000 Hp) 150…6,300 kW (200…8,500 Hp)

输出电压 2.3…11 kV 2.3…6.6 kV

输出频率 0.3/0.6*...120 Hz（* 带编码器） 0.1…90 Hz

方向 – 转矩 正向和反向，电动 正向和反向，电动和能量再生

电机类型 感应电机 感应电机和同步电机

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压变频器根据应用要求主要分为两类。

根据实际应用选择合适的变频器

通用型变频器
•  具备必要性能特性，应用领域涵盖风机、泵、压缩机、 

传送带、磨机和工作频率达 120 Hz 的高速应用。

专用型变频器 
•  具备增强性能特性，应用领域涵盖传送带、球磨机和 

半自磨机、挤出机、密炼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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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6000T  
交流变频器
简单，互连，易用

PowerFlex 6000T 中压变频器
特别适合风机、泵、磨机、传送带、压缩机等通用非
能量再生应用。该系列变频器是 100...11,000 kW 
(150...15,000 Hp) 电机控制应用的理想解决方案， 
能够与额定电压为 2.3...11 kV 的电机搭配使用。

风冷式  PowerFlex  6000T  变频器在标准负载和 
重载工况下支持软启动和调速控制，可最大程度
提高能效。

为实现低输入谐波和高功率因数，该系列变频器
采用级联  “H”  桥拓扑结构。该拓扑结构内置移相
隔离变压器，每相均采用功率单元串联结构。

PowerFlex 6000T 交流变频器能够灵活满足各类
应用，基于电机电压提供多种配置。
•  提供多种控制模式，包括磁通矢量控制  —  

输出高达 150% 启动扭矩，带编码器
•  简单的风冷式结构设计，涵盖所有电压等级和

额定功率
•  节能型主冷却风扇提供更高能效，减少能量 

损耗
•  内置多脉冲隔离变压器确保进线侧低谐波
•  功率单元自动旁路功能可在关键应用中最大

限度缩短停机时间 
•  通用模块化功率单元易于拆卸，可最大限度 

缩短平均修复时间

通用控制架构和 TotalFORCE® 技术
选用 PowerFlex 6000T 中压变频器有助于简化集成和操作
流程。其采用与最新一代 PowerFlex 755T 低压变频器完全
相同的控制硬件、固件和网络接口软件。为所有已安装的变频
器采用通用控制平台可以降低集成、操作和支持成本。此外，
通用平台还可降低产品培训需求和备件库存量。

PowerFlex 6000T 中压变频器特性：
•  可以在 Studio 5000 设计环境中轻松实现配置、集成和可

视化。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集预配置数据转换器、可视化
用户界面和数据配置功能于一身，同时也是将变频器数据
发送到控制系统的主要工具

•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软件支持全套设备
配置文件。可在单一多国语言软件包中轻松进行配置、编程
和可视化。

•  采用 10" (254 mm) 彩色触摸屏 HIM，可以更轻松、更直
观地进行本地控制、监测和诊断，并支持多国语言（葡萄牙
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中文、波兰语、俄语等）

•  通过 FactoryTalk® Analytics™ for Devices 提供设备运行
状况实时警报

•  全面监测输入电源，涵盖 kW、kVA、kVAR、已消耗 kWh、MWh  
和功率因数

•  只需使用一个文件便可快速、安全地为所有主控制板和功
率单元进行 flash-over-fiber 固件更新

•  通过 Forensic Data Recorder 功能更全面、更快速地排除
故障 

•  TotalFORCE 技术对速度和扭矩进行精确自适应控制，能
够实现卓越的电机控制，同时提供维护分析警报信息，确
保最大程度延长变频器和过程正常运行时间



• 提供三种框架尺寸，电压范围为 
2.3…6.6 kV ，电流范围为 0…70 A、 
71…140 A 以及 141…215 A

• 无需背后维护

• 顶部或底部进出线

• 提供浪涌抑制器选件，不额外占用
空间

• 提供 IP31/IP42 和 Type 3R/IP54 
外壳

• 80 dB (A)

• 缩短调试时间

•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不小于  
100,000 小时

• 可选功率单元自动旁路功能， 
不额外占用空间

• 输入电压最高 13.8 kV

紧凑型 PowerFlex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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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频器同步切换系统设计架构

同步切换功能即通过一台变频器对多台电机进行启动和速度控制。根据实际工况要求，变频器可实现大型电机软启动，
以限制启动电流，或对多台电机进行速度控制（一次控制一台）。同步切换有助于限制电机的机械磨损，从而延长电机的
使用寿命。还可降低用户的投资和运营成本。

• 电压范围 2.3...11 kV
• 单台变频器最多可以启动 10 台电机，每台电机的最大电流可达 680 A（最大总电流可达 3000 A）
• 无扰切换 
• 输气或输油管道应用的理想之选 

PowerFlex 6000T 变频器同步传送旁路功能

TotalFORCE 技术
与我们的低压变频器产品组合中的技术类似，PowerFlex  6000T  中压变频
器的 TotalFORCE 技术可以提高应用项目产出、改善质量并缩短停机时间。

提高应用项目产出
通过出色的跟踪功能，变频器密切跟随速度或扭矩命令。当负载突然变化
时，它们还可以有效地抑制干扰，帮助保持应用平稳运行并提高输出。
提高最终产品质量
由于处理速度十分迅速，变频器能够提供非常精确的速度和扭矩控制，以帮
助提高最终产品的一致性。此外，高转矩精度功能有助于在要求严苛的张力
控制应用中保持速度调节。
通过预测性维护缩短设备停机时间
PowerFlex  6000T  变频器可持续监控运行，跟踪变频器和电机的电气组件运
行状况，为控制系统提供实时诊断信息。借助这些信息，您可以预测设备故障
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意外停机。

此外，自适应控制功能有助于隔离潜在有害振动并自动补偿差异，确保应用
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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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功率单元旁路
当某一功率单元出现故障（概率极小）时，自动功率单元旁
路功能允许 PowerFlex 6000T 中压变频器旁路掉故障单元
以及另外两相的相应功率单元，确保变频器继续降额运行，
从而缩短非计划停机时间。
• 最大限度延长关键应用的正常运行时间
• 固态旁路电路可缩短过程中断时间

级联  “H”  桥 (CHB) 拓扑结构
CHB  拓扑结构内置移相隔离变压器，每相均采用功率单元
串联结构。

除了降压功能外，隔离变压器还能提供另外两种重要功能：
•  抑制电机共模电压干扰，以便使用标准绝缘等级的电机
•  降低次级绕组相移导致的总谐波失真，避免输入端谐波

对工厂或公共电网造成不利影响
多个相同的低压功率单元相互串联（级联），产生电机运行
所需的中压电平。每个功率单元的电压步长很小，使用脉冲
宽度调制器转换模式，即使在低转速下，电机的输出谐波和
转矩脉动也是最小的。这项技术让标准电机得以使用在新
应用中，对于改造现有电机是理想之选。可使用更长的电机
电缆，无需配置输出滤波。

上述功率单元设计理念令维护工作更快更方便。每个功率
单元均内置诊断功能，即使在发生故障概率极小的情况下
也能识别和隔离需要更换的单元。这样可最大程度缩短功
率单元更换时间，使正常运行时间最大化。同时提供多种系
统旁路选件。

M

U0
V0

V1

V2

V3

W0

W1

W2

W3

U1

U2

U3

INPUT POWER
3 PHASE AC
ANY VOLTAGE

变频器拓扑结构，4160V AC

标准功率单元



有了选配 RealSine 解决方案，可显著降低变频器的输入谐波

电压范围 2.4…4.16 kV，电流可达 215 A，无需更改变频器变
压器二次侧绕组数量；每个二次侧绕组均采用特殊移相方法，
对比相同电压范围内的传统 18 脉冲或 24 脉冲设计，可分别
实现 54 脉冲或 72 脉冲。

此选配解决方案无需附加硬件，也不会影响变频器空间占用。

在  2400V、3000/3300V  或  4160V  的工作电压下,新设计可 
实现高达  30%  的输入总谐波电流失真  (THDi)  改进。更纯净
的频谱有助于提升变频器的运行效率，使其更符合环境可持
续性要求。

使用 RealSine™ 
解决方案降低 
输入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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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6000T 的最大功率与额定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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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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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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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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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电流和电压波形满足电机运行要求，适用于新装电机或现有
标准电机。无需使用变频器专用电机。

线路侧波形

输入电流和电压波形满足 IEEE 519-2014 标准规定的电源系统
谐波控制要求。

电机波形

U Phase Current
U-V Phase Voltage

6.6kV Output U-V 相间电压U 相电流6.6 kV 输出

Phase Current

Phase Voltage

6.6kV Input (36 Pulse) 相间电压6.6 kV 输入（36 脉冲） 相电流

对 24 脉冲和 72 脉冲之间的主要电流波形进行比较。



PowerFlex 7000 交流变频器
高效率、集成化 — 满足大功率过程需求
PowerFlex  7000  中压交流变频器系列涵盖功率范围  150…6300  kW 
(200…8500 Hp)、额定电压范围 2.4…6.6 kV 的电机控制应用，可提供出色
的灵活性和大功率性能。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能够在有大功率需求的过程中实现软启动和变速
控制，从而帮助降低能源成本和电机磨损。我们的产品组合可以提供近乎完
美的输出电流和电压波形，以便使用标准或现有电机和电机电缆。

凭借先进的功率半导体技术以及简单直观的结构设计，我们的中压变频器
部件数量是同类产品中最少的。这样便可提高可靠性、缩短停机时间和减少
备件需求。选择采用 Direct-to-Drive™ 技术的配置还可令效率更高，实现电
机与变频器直连，无需安装隔离变压器。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融合了各类信息化与通信技术，提供直观易用的 
彩色触摸屏操作员界面，便于监视和控制过程，以及优化性能和维护。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产品组合：
风冷式变频器
适用于功率范围 150…6000 kW (200…8000 Hp)、电压范围 2.4…6.6 kV 的
电机。该系列变频器可选多种框架尺寸、散热器或热管配置，适用功率范围
广泛。

液冷式变频器
适用于功率范围 2240…6340 kW (3000…8500 Hp*)、电压范围 4.16…6.6 kV  
的电机。该系列变频器采用闭环液冷系统，搭配液-气或液-液换热器选件， 
同时标配冗余泵，可实现最佳可靠性。

船用变频器
该系列液冷船用变频器额定功率范围为 600...24,000 kW (800...32,000 Hp)， 
采用 Direct-to-Drive 技术，能够有效节省空间并减少重量，抵御恶劣的海上
环境。

扩展功率配置
提供大功率风冷和液冷变频器模块，最高功率可达 25,400 kW (34,000 Hp)，
是实现热备份和冗余、负载换向逆变器改装以及功率升级的有效解决方案。

控制选项
安全断开扭矩
安全断开扭矩功能可以提升系统的
功能安全等级，通过预防事故发生保
障人员和财产安全，同时还能缩短
停机时间，帮助企业节省时间和成本。
该功能通过 TÜV 认证，满足 SIL 3/PLe/ 
IEC 61508/ISO 13849-1 功能安全等级 
要 求 。采 用 有 源 前 端 整 流 技 术 的 
PowerFlex 7000 中压变频器提供此
控制功能。

高性能扭矩控制
PowerFlex 7000 中压交流变频器如今
提供零速保持扭矩控制和  TorqProve  
控制功能。PowerFlex  7000  中压变
频器是电动葫芦、电铲、绞盘、测试台
等应用的理想选择，即使在零速条件

下时也能输出  100%  扭矩。这一控制
功能有助于持续控制零速度时的转
矩，并为这些应用提供所需的高变频
器速度和转矩响应。采用有源前端整
流技术的 PowerFlex 7000 中压变频
器提供此控制功能。

控制选项：
•  安全断开扭矩
•  通过 TorqProve™ 技术实现 

高性能扭矩控制
• 同步切换功能

*  单通道变频器配置的额定值

外壳选件：
•  ArcShield™ 抗电弧外壳
•  I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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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ArcShield 技术的变频器系统
以高效设计满足安全标准
采用 ArcShield 技术的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系统将 Allen-Bradley CENTERLINE® 启动器和 PowerFlex 7000 变频
器集成组合在一起。用户既可选择独立的一体化变频器系统，也可选择专门搭配现有 Allen-Bradley 中压启动器系列
使用的变频器系统，可达到 40 kA 或 50 kA 抗电弧等级。

变频器系统提供  Type  2B  电弧防护，能够将弧闪事件产生的能量转移至柜顶排出，确保在发生弧闪故障时保障机柜 
前方、侧面或者后方人员的安全。此外，在打开低压控制门进行维护时，仍可保持 Type 2B 电弧防护能力。

搭载 ArcShield 技术的一体化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系统，可达到 50 kA 抗电弧等级

发生弧闪时，泄压孔引导电弧气体和物质远离机柜正面、
背面与侧面。

1

电弧气体和物质通过泄压排放系统导向上方并从柜顶
排出。

2

自闭合通风板可避免弧闪气体从风扇排气口逸出。3

柜门通过焊接通道进行加固，可在发生弧闪时保持 
结构完整性。

4

强化型侧板、柜门、顶面和背板共同构成坚固的柜体 
结构，旨在提升强度以容纳危险电弧能量。

5

高强度铰链、锁销以及螺栓将柜门牢固连至机柜， 
提供额外防护。

6

自闭合通风板可避免弧闪气体从正面进气通风口 
逸出。

7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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