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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rmor GuardLogix 控制器
重要使用者資訊
在安裝、設定、操作或維護本產品之前，請先閱讀本文件以及其他資源章節所列的文件中關於
本設備的安裝、組態和操作資訊。使用者除了必須瞭解所有相關法規、法律條文與標準外，還
需熟知安裝與配線說明。

舉凡安裝、調整、運作、使用、組裝、拆卸及維護等作業，均需由受訓合格的人員依照相關法
規進行。

如果沒有按照製造商所指定的方式使用本設備，可能會對設備所提供的保護造成不利影響。

不論任何情況，Rockwell Automation, Inc. 對因使用或應用此裝置而產生的間接或連帶損壞，均不負

擔任何法律或賠償責任。

本手冊中所含的範例及圖示僅為示範目的。由於個別安裝會有許多不同的變數及條件，Rockwell
Automation, Inc. 無法對依照範例及圖示指示進行的實際使用狀況負責或提供賠償。

關於本手冊中所述之資訊、電路、設備或軟體部分，Rockwell Automation, Inc. 不承擔任何專利責任。

在取得 Rockwell Automation, Inc. 書面同意之前，禁止重製本手冊部分或全部內容。

在本手冊中，如有需要，我們會使用備註提醒您安全注意事項。

標籤會位在設備上方或內側，以提供特定的預防措施資訊。

警告： 顯示在有害環境中可能引起爆炸，進而造成人員受傷、死亡、財產損壞、
經濟損失的運用或情況之資訊。

注意事項：顯示可能造成人員受傷、死亡、財產損壞、經濟損失的實務情況資
訊。注意事項有助於您發現、避免並瞭解危險的後果。

重要資訊 顯示能成功應用及瞭解本產品的重要資訊。

電擊危險：標籤會位在設備上方或裡面（例如在伺服驅動器或馬達），警告可
能會有危險的高電壓。

燒燙傷危險：標籤可能位在設備（例如伺服驅動器或馬達）上方或內側，以警
告人員表面可能達危險高溫。

電弧閃光危險：標籤會位在設備上方或裡面（例如馬達控制系統中心），以警
告人員可能有潛在的電弧閃光。電弧閃光會造成造成嚴重的傷亡。請穿戴適當
的「個人防護設備」（PPE）。務必遵循安全工作實作方法的所有守則並使用人

員保護配備 （PPE）。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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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Armor GuardLogix 控制器

Armor ™ GuardLogix® 控制器將

1756-L72S GuardLogix 控制器

和配套安全性產品以及兩個具
備 Ethernet/IP DLR 功能的通

訊通道結合在 IP67等級的外殼

中，以安裝在機器上。

Armor GuardLogix 控制器經認證

可用於 高達安全整合層級
（SIL） 3 和效能層級 （e）安全

應用，此類應用中，斷電狀態處
為安全狀態。Armor GuardLogix控
制器的安全功能包含機殼中的所
有元件。

若需關於 GuardLogix 控制器系

統、安全應用需求與如何找到
GuardLogix 憑證等相關資訊，請參閱第 23 頁，其他資源。

防止靜電放電

可程式電子系統（PES）

注意事項：當故障或損壞時，請勿嘗試自行修復。請將控制器送回原製造商維
修。請勿自行拆解控制器。

注意事項：此設備對於靜電放電極為敏感，靜電放電可能導致內部損壞並影響正
常操作。使用本設備時請遵守以下的指導原則：

• 觸碰接地物件以釋放潛藏的靜電。

• 配戴經認可的接地手環。

• 請勿碰觸接頭或元件板上的針腳。

• 請勿碰觸設備內的電路元件。

• 盡可能使用防靜電工作站。

• 未使用設備時，將設備貯放在適當的防靜電護套中。

注意事項：負責安全相關可程式電子系統 （PES）應用的人員應注意該系統應

用時的安全需求，並需接受使用該系統的相關訓練。

 

顯示
視窗

存取門
蓋螺絲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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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機殼

電力安全考量

開始之前
開始之前，請確定備妥必要的所有元件並規劃網路。

系統元件

控制器出貨時已安裝下列部件：

• 1784-SD1 安全數位 （SD）卡，1 GB

• 1747-KY 鑰匙 （隨附於機殼內的鑰匙孔）

需要另外選購控制電源線和乙太網路通訊纜線。

注意事項：此設備適用過電壓第 II 類應用（依 IEC 60664-1 定義），在高度為 2000  m
（6562  ft）以下均無需降低額定值。

本設備設計不適合用於住宅區且未針對這些地區的無線通訊服務提供適當的
保護。

本設備是封閉型設備。在本出版物的 「規格」一節所說明的機殼類型額定值
相符的位置使用時，不需要其他系統機殼。本文件的後面章節可能包含特定
機殼類型額定值（本產品無法達到）的額外資訊，而這些額定值必須符合某
些產品安全認證規定。

除了本文件外，請參閱以下內容：

•  工業自動化配線及接地指南，出版物 1770-4.1，取得額外的安裝
需求資訊

• NEMA 250 及 IEC 60529（如適用），其內容說明不同類型機殼提供的
保護程度

注意事項：為符合 CE 低電壓指令（LVD），對此設備的所有連線均必須使用符合下

列規定的電源：

• 安全特低電壓（SELV）電源

• 保護特低電壓（PELV）電源
為符合 UL/C-UL 要求，此裝置必須使用的電源必須符合：

• IEC 60950-1 Ed. 2.1，條款 2.2 - SELV 電路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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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您的網路

藉由機殼中的兩個 EtherNet/IP 網路，Armor GuardLogix 控制器可在各種 EtherNet/IP
網路拓撲，包含在線性、星狀與裝置級環狀（DLR）中作為環狀節點或環狀監控者

使用。

如需 EtherNet/IP 網路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3 頁，其他資源中列出的出版物。

纜線組件

針腳數目 組件額定值 直式母頭 直角母頭

4 600V 、 10 A 889N-F4AFC-(1) F

(1) 如需標準纜線長度，將 （1）更換為 6 （6 ft）、12 （12 ft）或 20 （20 ft）。

889N-R4AFC-(1)F

插接線

針腳
數目

組件
額定值

直式母頭，
直式公頭

直式母頭，
直角公頭

直角母頭，
直式公頭

直角母頭，
直角公頭

4 600V 、 10
A

889N-F4AFNM-(1)

(1) 如需標準纜線長度，將 （1）更換為 1 （1 m)、2 （2 m)、5 （5 m）和 10 （10 m）。

889N-F4AFNE-(1) 889N-R4AFNM-(1) 889N-R4AFNE-(1)

工業乙太網路媒介

插接線和纜線組件 IP67
M12 D 型 接頭類型 型號 非屏蔽式

直式公頭
對

直式公頭

1585D-M4TBDM-(1)

(1) 可選長度為 0.3、0.6、1、2、5、10、15，然後按 5 公尺增加， 長 75 公尺。

直式公頭
對

直角公頭

1585D-M4TBDE-(1)

直角公頭
對

直角公頭

1585D-E4TBDE-(1)

直式公頭
對

直式母頭

1585D-M4TBDF-(1)

秘訣如需工業乙太網路媒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http://ab.rockwellautomation.com/Connection-Devices/EtherNet-Media。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http://ab.rockwellautomation.com/Connection-Devices/EtherNet-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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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Armor GuardLogix 控制器

控制器出貨時，機殼內隨附的電源開關設定為 ON，且控制器處於「遠端程式」模

式中。您可以連接電源及連線 EtherNet/IP 網路，而不必開啟機殼上的存取門蓋。不

過，如果需要存取電源開關、USB 連接埠或 SD 卡，則需要開啟機殼門蓋。

執行本文件說明的以下步驟來安裝控制器。

1. 安裝控制器

2. 將控制器接地

3. 開啟存取門蓋，選用

4. 取出及安裝 SD 卡，選用

5. 連接至 USB 連接埠，選用

6. 建立網路連線

7. 進行電源連接

8. 設定 EtherNet/IP 模組的網路 IP 位址

9. 更新控制器

安裝控制器
遵守以下機殼周圍的 小間距需求。

可依水平或垂直方向連接安裝腳座，如第 7
頁，產品尺寸所示。使用安裝腳座隨附的四
顆平頭螺絲，將安裝腳座安裝到機殼。對螺
絲施加 8.5 N•m （75.2 lb-in）的扭矩。

使用四個安裝孔，將模組直接安裝到機器 。
機殼隨附的安裝腳座上的安裝孔直徑是 6.8
mm （0.27 in.）。使用四顆 M6 螺絲，並對螺

絲施加 6.6 N•m（58 lb-in）的扭矩。請參閱第

7 頁，產品尺寸。

注意事項：確定鎖緊所有接頭和接頭蓋，以適當密封接線避免漏電並符合 IP67 需
求。

30 mm （1.18 in.）

30 mm （1.18 in.）

30
 m

m
（

1.1
8 i

n.
）

30
 m

m
（

1.1
8 i

n.
）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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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尺寸

240 mm
(9.4 in.)

292 mm
(11.5 in. )

298 mm
(11.7 in.)

215 mm
(8.5 in.)

172 mm
(6.8 in.)

245 mm
(10 in.)

165mm
(6.5 in.)

265 mm
(10.4 in.)

327 mm
(12.9  in.)

550 mm
21.7 in. 32.25 mm

1.3 in.

86.55 mm
3.4  in.

265 mm
10  in.

550 mm
21.7  in.

198.9 mm
7.8  in.

225.75 mm
8.9 in.

水平方向的安裝腳座 垂直方向的安裝腳座

便於存取門蓋打開的間隙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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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控制器接地
您必須使用機殼底部的接地片來提供適當的接地路徑。連接接地纜線時，請取下螺
絲並安裝環型墊片，或鬆開螺絲並將叉型接頭滑到下方。將螺絲旋緊。

如需安裝工業控制系統的指導方針，請參閱工業用自動化設備配線與接地指南，出
版物 1770-4.1。

開啟存取門蓋
開啟機殼門蓋以存取控制器中的電源開關 、控

制器 USB 連接埠、SD 記憶卡及鑰匙。

1. 鬆開機殼正面的四顆（外加）螺絲。

2. 輕輕提起門蓋，並繞左下角的旋轉點逆
時鐘旋轉門蓋。

門蓋與機殼保持連接。

3. 關閉機殼的存取門蓋，並對四顆螺絲施
加 3.8 N•m （33.5 lb-in）的扭矩。

取出及安裝 SD 卡

若要取出 SD 卡，請執行下列步驟。

1. 開啟機殼門蓋以存取控制器。

2. 請將鑰匙開關轉至 PROG 位置。

3. 按下並鬆開 SD 卡將其退出。

4. 拆卸記憶卡。

5. 關閉機殼存取門蓋。

PE 接地 配線大小 扭矩

1.3…5.2 mm2 （#16…#10 AWG） 2 N•m （17.7 in-lb）

重要資訊 存取門蓋開啟時，Armor GuardLogix 控制器額定值為第 1 型。

重要資訊 拆卸 SD 卡前請先確認狀態指示燈已熄滅且該
卡片並未在使用中。

旋轉點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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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遵循以下步驟安裝記憶卡。

1. 開啟機殼上的存取門蓋。

2. 確認記憶卡已依照您的喜好鎖定或解除鎖定。

3. 將記憶卡插入記憶卡插槽。

4. 請輕壓記憶卡直到其卡至定位。

5. 關閉機殼存取門蓋。

連接至 USB 連接埠

控制器配備一個使用 B 型插座的 USB 連接埠。連接埠為 USB 2.0 相容且以 12 Mbps
運作。若要使用控制器的 USB 連接埠，您的工作站上必須有 2.59.02 版以上的 RSLinx®
軟體。

開啟機殼門蓋以存取 USB 連接埠。

使用 USB 電纜將您的工作站連接到 USB 埠。您可以使用此連線升級韌體，並直接

從工作站下載程式到控制器。

注意事項：若您不確定卡中的內容為何，安裝記憶卡前，請將控制器鑰匙開
關轉到 PROG 位置。視卡中不同的內容而定，重新啟動或錯誤可能造成卡片將

不同的專案或作業系統載入至控制器中。

注意事項：USB 連接埠僅暫時供作本機程式編輯目的之用，不適合作為永久連

線。

USB 電纜不可超過 3.0 m （9.84 ft）且不可帶有集線器。

解除鎖定
鎖定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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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設定 RSLinx 軟體使用 USB 連接埠，您必須先設定 USB 驅動程式。若要安裝

USB 驅動程式，請執行下列步驟。若是使用 Windows 7 作業系統，系統將自動安裝

驅動程式，您可以繼續執行步驟 5。

1. 使用 USB 纜線連接您的控制器和工作站。

2. 在 Found New Hardware Wizard 對話方塊上，按一下 Windows Update 連線選項

並按 Next。

3. 按一下 Install the software automatically （建議使用）並按一下 Next。

4. 按一下 Finish （完成）。

5. 若要在 RSLinx 軟體中瀏覽控制器，請按一下 RSWho 圖示 。

在 RSLinx 工作站管理器中，您的控制器會出現在兩個不同的驅動程式下，分別為虛

擬機箱與 USB 連接埠。您可使用任一驅動程式瀏覽您的控制器。

建立網路連線

1. 取下機殼底部 4 個乙太網路接頭的防塵蓋。

2. 將所選取的纜線組件連接到機殼底部的乙太網路通訊埠，並施加1 N•m（9 lb-in）
的扭矩。

秘訣 若未發現 USB 驅動程式軟體且安裝取消，請確認您有安裝 2.59.02 版或更高版本
的 RSLinx Classic 軟體。

重要資訊 若您將網路連線從這些連接埠上中斷，請重新安裝防塵蓋與指壓卡榫。

虛擬機箱驅動程式

USB 連接埠驅動程式

4 3

21

5

D 型 M12 網路母接頭

44236

（接頭內部）
針腳 1 – M12_Tx+
針腳 2 – M12_Rx+
針腳 3 – M12_Tx-
針腳 4 – M12_Rx-
針腳 5 – 控制器屏蔽接地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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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電源連接

機殼底部有兩個平行運作的迷你密封電源接頭，可用於以菊鏈式將裝置電源連接至
其他設備。裝置會透過公接頭接收其所需的電力。母接頭可讓電源與其他
ArmorStart®、Armor ControlLogix®、Armor GuardLogix 或 On-Machine™ I/O 產品進行菊

鏈式連接。

1. 取下機殼底部電源接頭的防塵蓋。

2. 進行電源連接並用手轉半圈。

重要資訊 對於 D 型 M12 網路母接頭，可以使用 1585D–M4DC–H：多醯胺小型無屏蔽搭配連
接器或 1585D–M4DC–SH：鋅壓鑄大型屏蔽搭配連接器。

重要資訊 使用兩條 CAT5E UTP 或 STP 雙絞線。

公接頭 （電力輸入） 母接頭（電力輸出） 針腳 訊號
1 V+ 開關式
2 V+ 非開關式
3 V- 非開關式共用
4 V- 開關式共用

重要資訊 Armor GuardLogix 控制器這類機旁端點裝置採用 EN-50044 配線標準，帶有飛線的機旁
纜線組件則依照 SAE-J-1738A 標準進行配線。在接通裝置電源前，請小心遵守下列
針腳編號慣例。

重要資訊 若您將電源連線線從這些連接埠上中斷，請重新安裝防塵蓋與指壓卡
榫。

D 型 M12 針腳 纜線顏色 訊號 8 路模組化 RJ45 針腳
1 白色 - 橙色 TX- 1
2 白色 - 綠色 RX- 3
3 橙色 TX- 2
4 綠燈 RX- 6

帶飛線的纜線組件 （依照 SAE-J-1738A） Armor GuardLogix 控制器（依照 EN 50044）
母頭 母頭公頭 公頭

1- 黑色 [V-]    2- 白色 [E-]   3- 紅色 [V+]   4- 綠色 [E+] 1- 紅色 [V+]    2- 綠色 [E+]  3- 白色 [E-]   4- 黑色 [V-]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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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EtherNet/IP 模組的網路 IP 位址

EtherNet/IP 通訊模組位於機殼內 ControlLogix 機箱的插槽 2 和 3。本模組預設已啟

用引導程式通訊協定 （BOOTP）／動態主機配置協定（DHCP）並將其旋轉開關

設為 999。您可用以下方式設定各模組的 IP 位址。

• BOOTP/DHCP 伺服器

• RSLinx Classic 軟體

•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應用程式

如需設定 IP位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23頁，其他資源中列出的EtherNet/IP出版物。

使用 BOOTP/DHCP 伺服器

BOOTP/DHCP 伺服器是可用於設定 IP 位址的獨立伺服器。BOOTP/DHCP 伺服器

可用於設定 IP 位址和其他傳輸控制通訊協定（TCP）參數。

從下列其中一個位置存取 BOOTP/DHCP 伺服器：

• 程式集 > Rockwell Software > BOOTP-DHCP Server

若尚未安裝伺服器，可從 http://www.ab.com/networks/ethernet/bootp.html 下載

並進行安裝。

• Studio 5000® 環境安裝光碟上的 Tools 目錄

請依以下步驟使用 BOOTP/DHCP 伺服器設定模組 IP 位址。

1. 啟動 BOOTP/DHCP 軟體。

2. 在 Tools 功能表中，選擇 Network Settings。

注意事項：必須將固定網路位址指派給 Ethernet/IP 通訊模組。此模組的 IP 位址不得

動態提供。

若未遵守此注意事項，可能會導致非預期的機器動作或無法控制製程。

重要資訊 在啟動 BOOTP/DHCP 伺服器之前，請確定備妥模組的硬體（MAC）位址。
硬體位址位於機殼底部的標籤上。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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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網路的子網路遮罩。

Gateway 位址、Primary DNS 和／或 Secondary DNS 位址及 Domain Name 欄
位是選填欄位。

4. 按一下 OK。

Request History 面板會顯示發出 BOOTP 要求之所有模組的硬體位址。

5. 選取適當的模組並按一下 Add to Relation List。

6. 在 New Entry 對話方塊上，輸入模組的 IP 位址、主機名稱和說明。

7. 按一下 OK。

8. 若要將此設定永久指派給模組，請等到Relation List面板中顯示模組再選取它。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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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一下 Disable BOOTP/DHCP。

使用 RSLinx 或 Logix Designer 應用程式

下表說明何時應使用 RSLinx 軟體或 Logix Designer 應用程式設定網路 IP 位址。

使用 RSLinx 軟體設定網路 IP 位址 

請依以下步驟使用 RSLinx 軟體設定通訊模組的 IP 位址。

1. 在 Communications 功能表中，選擇 RSWho。

2. 從 RSWho 對話方塊瀏覽至 Ethernet 網路。

3. 在 EtherNet/IP 模組上按一下滑鼠右鍵，再選擇 Module Configuration。

重要資訊 若未按一下 Disable BOOTP/DHCP，主控制器會在每次關機後再開機時清除
目前的 IP 設定，並重新傳送 BOOTP 要求。

條件 請使用 頁次

未提供 BOOTP 伺服器。
EtherNet/IP 通訊模組連接至其他 NetLinx 網路。

RSLinx 軟體 14

Logix Designer 專案會連線控制器，以便與 EtherNet/IP 通訊模組進
行雙向通訊。

Logix Designer 應用程式 16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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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Module Configuration 對話方塊上，按一下 Port Configuration 標籤。

5. 針對 Network Configuration Type 按一下 Static，將此設定永久指派給連接埠。
.

6. 在 IP Address 欄位中輸入 IP 位址，再視需要填入其他欄位。

7. 進行連接埠設定。

8. 按一下 OK。

重要資訊 如果按一下 Dynamic，則在關機後重新開機時，控制器會清除目前的
IP 設定並繼續傳送 BOOTP 要求。

要 則

使用預設的連接埠速度和
雙工設定

維持核取 Auto-negotiate port speed and duplex。
此設定可決定實際的速度和雙工設定。

手動設定連接埠的速度與
雙工設定

請遵循以下步驟。
1. 清除 Auto-negotiate port speed and duplex 核取方塊。
2. 從 Current Port Speed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連接埠速度。
3. 從 Current Duplex 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適當的 Duplex 值，

亦即 Half Duplex 或 Full Duplex。

重要資訊 進行模組的連接埠設定時，請考量下列事項：

• 若將模組連接至未受管理的交換器，維持核取
Auto-negotiate port speed and duplex，否則可能會影響通訊。

• 如果使用受管理交換器強制施行連接埠速度和雙工，必
須將受管理交換器的對應連接埠強制設為相同的設定，
否則模組將失敗。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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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ogix Designer 應用程式設定網路 IP 位址

執行下列步驟，使用 Logix Designer 應用程式以設定模組的 IP 位址。

1. 在 Controller Organizer 中，於 EtherNet/IP 模組上按一下滑鼠右鍵，再選擇

Properties。

2. 在 Module Properties 對話方塊上，按一下 Port Configuration 標籤。

3. 在 IP Address 欄位中，輸入 IP 位址。

4. 在其他欄位中，視需要輸入其他網路參數 。

5. 按一下 Set。

6. 按一下 OK。

重要資訊 出現的欄位將隨 EtherNet/IP 模組而異。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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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控制器
控制器未隨附韌體 。控制器韌體為 Studio 5000 environment 的一部分。此外，Rockwell 
Automation 技術支援網站亦可下載控制器韌體，網址：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support/。

您可利用ControlFLASH™軟體或Logix Designer應用程式的AutoFlash功能升級您的韌

體。

使用 ControlFLASH 軟體更新韌體

更新主要控制器時會自動更新配套安全性產品 。

1. 請確認已建立正確的網路連線且網路驅動程式已使用RSLinx Classic軟體完成

設定。

2. 啟動 ControlFlash 軟體。

3. 按一下 Next。

4. 選擇控制器的型號後，按一下 Next。

5. 展開網路直到看見控制器。

6. 選擇控制器並按一下 Next。

7. 選擇您欲更新控制器的適用修訂版本，然後按一下 Next。

8. 若要開始更新控制器，按一下 Finish，然後按一下 Yes。

控制器更新後，狀態對話方塊會顯示「Update complete」。

9. 按一下 OK。

10. 關閉 ControlFLASH 軟體。

重要資訊 若記憶卡已鎖住且儲存之專案的 Load Image 選項設定為 On Power Up，則這些步驟
無法更新控制器韌體。而會轉為載入先前儲存的任何韌體和專案 。

重要資訊 請等候韌體更新完成後再重新啟動電源，否則會使升級中斷。如果中
斷控制器的 ControlFLASH 更新，控制器會回復成開機韌體（即韌體修訂
版本 1.xxx），而且您將需要重複更新程序。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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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utoFlash 更新韌體

請依以下步驟使用 AutoFlash 功能更新控制器韌體。

1. 請確認已建立正確的網路連線且網路驅動程式已使用RSLinx Classic軟體完成

設定。

2. 使用 Logix Designer 應用程式建立您所需版本的控制器專案。

3. 按一下 RSWho 指定控制器路徑。

4. 選擇您的控制器並按一下 Update Firmware。

5. 選取需要的韌體修訂版本 。

6. 按一下 Update。

7. 按一下 Yes。

讓韌體更新完成不受中斷。完成韌體更新時會開啟 Who Active 對話方塊。您可以在

Logix Designer 應用程式中完成其他工作。

建立控制器專案
若要在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應用程式中 Armor GuardLogix 控制器專案，請依圖

中所示將機殼中的各元件新增至 Controller Organizer 中。

狀態指示燈
可透過機殼正面的視窗檢視狀態指示燈。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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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狀態指示燈

主要控制器的狀態是透過四顆狀態指示燈顯示。

配套安全性產品具有 OK 狀態指示燈。

主要控制器狀態指示燈說明

指示燈 狀態 說明

RUN 熄滅 無使用者任務執行中。控制器處於 PROGram 模式。

綠燈 控制器處於 「運作」模式。

FORCE 熄滅 在控制器中未啟用標準或安全強制模式。

琥珀色燈 已啟用標準和／或安全強制。
在安裝（增加）強制力時請小心。安裝強制力時，會立即生效。

琥珀色，
閃爍

已將一或多個 I/O 位址（標準和／或安全）強制為開啟或關閉狀態，
但未啟用強制。
啟用 I/O 強制力後請小心。若啟用 I/O 強制力，則所有既有之 I/O 強制
力亦會產生影響。

SD 熄滅 記憶卡目前停止活動。

綠燈，閃爍 控制器正在讀取或寫入記憶卡。控制器正在讀取或寫入時請勿移除
記憶卡。

綠燈

紅燈，閃爍 記憶卡沒有有效的檔案系統。

紅燈 控制器無法辨識記憶卡。

OK 熄滅 未接電源。

綠燈 控制器正在操作，並且未發生問題。

紅燈，閃爍 錯誤處理器未處理不可恢復或可恢復的錯誤。所有的使用者任務（包
含標準與安全）均已停止。
若是剛拆封的全新控制器，則需要升級韌體 。狀態顯示器會顯示
Firmware Installation Required。

紅燈 控制器正在完成開啟電源診斷
發生不可恢復的嚴重錯誤故將程式從其記憶體中清除。
能源儲存模組（ESM）中電容器所充的電量會在關機時被放電。
控制器可開啟電源但無法操作。
控制器正將專案載入至非揮發性記憶體中。

配套安全產品狀態指示燈

指示燈 狀態 說明

OK 熄滅 未接電源。

綠燈 配套安全性產品運作正常無錯誤。

紅燈 正在開啟電源，或發生不可恢復的控制器錯誤。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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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狀態畫面

控制器狀態顯示器會顯示訊息並提供控制器韌體版本、能源儲存模組（ESM）狀

態、專案狀態與嚴重錯誤等資訊。

如需狀態訊息清單，請參閱GuardLogix 5570控制器使用手冊，版本編號 1756-UM022。

EtherNet/IP 模組狀態指示燈

EtherNet/IP 通訊模組支援這些狀態指示燈。

指示燈 狀態 說明

LINK 1、
LINK 2

熄滅 存在下列其中一種狀況：
• 模組未開啟電源。

– 確認機箱已通電。
– 確認已將模組完全插入機箱和背板。
– 確認已設定模組。

• 連接埠上未存在連結。
• 已使用系統管理權限停用連接埠 （LNK2）。
• 連接埠已因快速環狀失敗而停用 （LNK2）。

閃爍綠燈 連接埠上存在活動。

綠燈 存在下列其中一種狀況：
• 連接埠上存在連結。
• 作用中環狀監控上的環狀網路正常操作 （LNK2）。
• 在作用中環狀監控上偵測到部分環狀網路失敗 （LNK2）。

OK 熄滅 模組未開啟電源。
• 確認機箱已通電。
• 確認已將模組完全插入機箱和背板。
• 確認已設定模組。

閃綠燈 未設定模組。
模組狀態畫面捲動：BOOTP 或 DHCP<Mac_address_of_module>
例如：BOOTP 00:0b:db:14:55:35
設定模組。

綠燈 模組正在正確操作。
模組狀態畫面捲動：OK <IP_address_of_this_module>
例如：OK 10.88.60.160

閃紅燈 模組偵測到無法復原的輕微故障。檢查模組設定。如有需要，
請重新設定模組。

紅燈 模組偵測到無法復原的嚴重故障。關閉模組電源再重新通電。
如果重啟電源無法排除故障，請更換模組。

發出紅燈，且
模組狀態畫
面正在捲動
「Image Update
Needed」

執行下列步驟：
1. 更新韌體映像。
2. 關閉模組電源再重新通電。
3. 如果狀態指示燈維持不變，即發出紅燈且正在捲動「Image Update

Needed」，請更換模組。

閃爍紅燈及
綠燈

模組正在執行其開啟電源測試。

模組狀態顯示器 捲動訊息的英數字母畫面。例如，當模組正常操作時，畫面會捲
動模組的 IP 位址。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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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記憶卡復原控制器
如果因發生程式損毀或其他問題而需要復原控制器，可建立復原記憶卡加以復原。
使用者需要提供第二張 1784-SD1 記憶卡才能執行此程序。請在未鎖定及未損毀的個

別控制器上執行此程序，或先執行程序，再將任何專案下載到您的 Armor GuardLogix
控制器。

執行下列步驟以建立復原記憶卡。

1. 依照第 17 頁，更新控制器的指示，將 Armor GuardLogix 控制器更新為所要的

韌體修訂版本。

2. 依照第 8 頁，取出及安裝 SD 卡的指示移除控制器隨附的記憶卡。

3. 插入新 1784-SD1 卡。

4. 在控制器中載入空白的專案，請務必核取方塊，以便將專案儲存至記憶卡並
在開啟電源時載入。

5. 取出「復原」記憶卡並將它存放在安全的地點。

6. 依照第 8 頁，取出及安裝 SD 卡的指示，重新插入 Armor GuardLogix 控制器

隨附的記憶卡。

執行下列步驟，使用復原記憶卡以復原控制器。

1. 移除控制器隨附的記憶卡。

2. 插入復原記憶卡。

3. 關閉控制器電源再重新通電。

復原記憶卡的空白專案會覆寫控制器的專案。

重要資訊 為避免意外覆寫應用程式，您不得使用 Armor GuardLogix 控制器隨附安裝的 1784-SD1
記憶卡。

秘訣 將此記憶卡標示為 「復原」，以免與控制器隨附的記憶卡產生混淆。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22     Armor GuardLogix 控制器
規格
本節列出機殼特有的一般規格。Armor GuardLogix 控制器機殼中元件的規格則位於

其相對的技術資料出版物（列示於第 23 頁，其他資源）。

機械指令
根據產品文件的指示安裝控制器時，控制器即符合機械指令（2006/42/EC）的基本

需求。已依指示套用下列標準和技術規格。

屬性 1756-L72EROMS

輸入系統電源 - 非開關式（針腳 2 和 3） 18 …32V DC @ 8 A

輸入通過電源 - 開關式 （針腳 1 和 4） 18 …32V DC @ 8 A，SELV

輸出外部電源 - 非開關式（針腳 2 和 3） 18 …32V DC @ 6 A

輸出直通電源 - 開關式（針腳 1 和 4）(1)

(1) 輸出直通電源僅可為其他機台架構裝置供電。

18 …32V DC @ 8 A，SELV

機殼類型額定值 第 4/4x 類
有安裝插座防塵蓋或電纜終端套件時符合 IP67（有
標示時）

隔離電壓 30V （連續），基本絕緣型、電源至盤櫃、乙太網
路通道至電源、與非備援乙太網路通道至非備援乙
太網路通道。
備援乙太網路通道間無隔離
經過 60 秒 707V DC 測試的類型

作業溫度 32…60 °C （0…140 °F）

重量，約略值 （不含腳座） 7.15 kg （15.725 lb）

約略尺寸（高 x 寬 x 深） 240 x 292 x 164.52 mm （9.4 x 11.5 x 6.5 in.）

注意事項：本設備經認證僅可用於周圍氣溫為 0…60 °C （32…140 °F）的環境中。

本設備不可於此範圍外使用。

標準／技術規格

EN 60204-1 機器電氣設備

EN ISO 13849-1 控制系統的安全相關零件

EN 62061 安全相關控制系統的功能安全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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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源
這些文件包含更多與 Rockwell Automation 產品相關的資訊。

您可以至以下網址檢視或下載出版物：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literature/。
若要訂購書面的技術文件，請洽詢本地 Allen-Bradley 自動化經銷商或 Rockwell
Automation 銷售代表。

資源 說明

安全
控制器

GuardLogix 5570 控制器使用手冊，
版本編號 1756-UM022

提供在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專案中如何安裝、
設定、程式化與使用 GuardLogix 5570 控制器的相
關資訊。

GuardLogix 5570 控制器系統安全參
考手冊，版本編號 1756-RM099

提供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專案中GuardLogix 5570控
制器之安全應用程式需求資訊。

產品認證網站，http://www.ab.com 提供符合聲明、證書及其他認證細節。

EtherNet/IP
網路

乙太網路設計考量參考手冊，版
本編號 ENET-RM002

說明如何搭配使用 EtherNet/IP 通訊模組與
Logix5000™ 控制器，及如何與 EtherNet/IP 網路上其
他裝置通訊的詳細資訊。

EtherNet/IP 網路組態使用手冊，版
本編號 ENET-UM001

說明如何搭配使用 EtherNet/IP 通訊模組與您的
Logix5000 控制器，及如何與乙太網路上的各種
裝置通訊。

EtherNet/IP內嵌式交換器技術應用
指南，版本編號 ENET-AP005

提供如何使用配備內嵌式交換器技術的 Rockwell
Automation EtherNet/IP 裝置來安裝、設定和維護線
性及裝置級環狀 （DLR）網路的詳細資訊。

EtherNet/IP 媒體規劃與安裝手冊
本手冊可從開放式設備網路供
應商協會（ODVA）取得，網址為：
http://www.odva.org。

提供如何使用必要的媒介元件，及如何規劃、
安裝、驗證、疑難排解及認證 EtherNet/IP 網路的
詳細資訊。

Armor 
GuardLogix
元件的
規格

1756 ControlLogix 控制器技術資料，
版本編號 1756-TD001

提供 Armor GuardLogix 控制器的產品規格、尺寸、
環境資料及認證資訊。

1756 ControlLogix通訊模組規格技術
資料，版本編號 1756-TD003

提供 1756-EN2T 模組的產品規格、尺寸、環境資
料及認證資訊。

1756 ControlLogix電源供應器規格技
術資料，版本編號 1756-TD005

提供 1756-PB75 電源供應器的產品規格、尺寸、
環境資料及認證資訊。

1756 ControlLogix 機箱規格技術資
料，版本編號 1756-TD006

提供機箱的產品規格、尺寸、環境資料及認證
資訊。

工業用自動化設備配線與接地
指南，版本編號 1770-4.1

提供安裝 Rockwell Automation 工業用系統的一般指
導原則。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um/1756-um022_-en-p.pdf
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rm/1756-rm099_-en-p.pdf
http://www.ab.com
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rm/enet-rm002_-en-p.pdf
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rm/enet-rm002_-en-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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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literature/


Rockwell Automation 技術支援
出版物 1756-IN060C-ZC-P - 2015 年 6 月                  

Rockwell Automation 在網頁上提供的技術資訊可協助您使用我們的產品。

在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support 網站上，您可找到技術與應用說明、範本程式碼以及軟體

更新套件連結。 您亦可造訪我們的支援服務中心：https://rockwellautomation.custhelp.com/ 上面有常見

問題、技術資訊、支援聊天室與論壇、軟體更新並可註冊產品通知更新服務。

此外，我們提供安裝、組態和疑難排解的多種支援方案。 如需詳細資訊，請洽詢您當地的經銷

商或 Rockwell Automation 服務代表，或造訪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services/online-phone。

安裝協助

若安裝後 24 小時內出現問題，請翻閱本手冊之資訊。 您也可以撥打專屬的客服電話，尋求初

始的協助，讓您的產品開始運轉。

新產品退還

Rockwell Automation 產品出廠時，皆會測試其所有產品，以確保其可完全正常運作。 若您的產品仍

無法運轉且需要退回，請依以下程序進行。

說明文件意見回饋 
您的意見將有助我們提供更佳的服務，滿足您對說明文件的需求。 若您對於如何改善本文件有

任何建議，請至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literature/ 填寫本表單，出版物：RA-DU002。

美國或加拿大 1.440.646.3434

美國或加拿大以
外地區

使用全球分公司搜尋器：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rockwellautomation/support/overview.page，或聯繫您當

地的 Rockwell Automation 代表。

美國
請聯絡您的經銷商。 您必須提供一客戶支援案件編號 （請撥打以上電話號

碼取得）給您的經銷商，才能完成退還流程。

美國以外的地區 請洽詢您當地的 Rockwell Automation 代表，進行貨物退還流程。

Allen-Bradley、Armor、ArmorStart、ControlFLASH、ControlLogix、GuardLogix、Logix5000、On-Machine、Rockwell Automation、Rockwell Software、RSLinx 與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皆為 Rockwell Automation, Inc. 之註冊商標。

EtherNet/IP 為 ODVA 的商標。 

凡不屬於 Rockwell Automation 之商標均為其所屬公司所有。

Rockwell Automation 在其網站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rockwellautomation/about-us/sustainability-ethics/product-environmental-compliance.page）
提供 新的產品環境資訊。
替代版本編號 1756-IN060B-ZC-P - 2013 年 11 月 Copyright © 2015 Rockwell Automatio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rockwellautomation/distributor-locator/sales-locator.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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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ockwellautomation.custhelp.com/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services/online-phone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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