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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使用者資訊
在您安裝、設定、操作或維護本產品之前，請參閱本文件以及列在其他資源段落的文件中關於本設備的安
裝、組態與操作資訊。使用者需要熟悉安裝與配線說明，以及所有適用的法規、法律和標準的規定。

安裝、調整、開始服務、使用、組裝、拆卸與維護等活動需要由受過適當訓練的人員遵照適用實施法規來進行。

如果沒有依照製造商指定的方式使用本設備，可能損及設備附帶的保護機制。

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對任何因為使用或應用本設備而造成的間接或隨之而來的損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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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威爾自動化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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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對本手冊中所述之資訊、電路、設備或軟體的使用概不承擔任何專利責任。

在取得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書面同意之前，禁止重製本手冊的部分或全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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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特定預防措施的標籤也可能會貼在設備上方或內部。

警告： 顯示可能會在危險環境中爆炸，造成人員受傷、死亡、財產損壞、經濟
損失的情況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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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籤會位在設備上方或內側 ( 例如伺服驅動器或馬達 )，警告人員
表面可能達危險高溫。

電弧閃光危險：  標籤可能會貼在設備上方或內部 ( 例如在馬達控制中心 )，以警
告人員可能會有電弧閃光的危險。電弧閃光將造成人員重傷甚或死亡。請佩戴
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 (PPE)。實施安全工作實踐以及佩戴個人防護設備 (PPE) 時，請
遵守所有法規規定。
洛克威爾自動化出版品編號 MDF-IN001B-ZC-P -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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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Kinetix 6000M 整合式驅動馬達 
Kinetix® 6000M 整合式驅動馬達 (IDM) 系統包括多達 16 組整合式驅動馬達 (IDM) 單元，以及

IDM 電源介面模組 (IPIM)。IDM 單元直接安裝於機器上，而 IPIM 模組則安裝於 Bulletin 2094
電源軌上。

IDM 單元和 IPIM 模組僅能與 400V 類別 Kinetix 6000 或 Kinetix 6200 多軸驅動器系統相容。

每個 IDM 單元都由連接至 IPIM 模組的通訊網路所控制。IPIM 模組透過菊鏈網路電纜將網

路資料傳送至 IDM 單元。會有一個網路終端器接頭連接至最後一個 IDM 單元，然後將網路

訊號傳回 IPIM 模組。

由混合式電纜為 IDM 單元提供電源和跨模組通訊。這些電纜以菊鏈方式將 IDM 單元彼此相

連，而最後一個 IDM 單元需要混合式終端器。

請參閱 Kinetix 6000M Integrated Drive-Motor System User Manual，出版品編號 2094-UM003，以

瞭解更多配線、供電、故障排解與整合 ControlLogix®、CompactLogix™ 或 SoftLogix™ 控制器平

台的詳細資訊。

重要資訊 Kinetix 6000M 整合式驅動馬達系統與 200V 類伺服驅動器系統不相容。

重要資訊 Kinetix 6000M IDM 電源介面模組附帶一個終端器插頭組。其中含有 2090-CTHP8 混合
式終端器以及一個 2090-CTSRP 網路終端器。
洛克威爾自動化出版品編號 MDF-IN001B-ZC-P - 2013 年 8 月

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um/2094-um003_-en-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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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型錄編號說明
MD  F -  S  B  xxx  x  x  - Q  x  8  x  B - S

安全選項
S = 安全關斷

安裝法蘭
B= IEC 公制特大號

煞車
2 = 無煞車
4 = 24V DC 煞車

軸鍵
J = 軸鍵
K = 無軸鍵

接頭
8 = 圓形 (SpeedTec) 接頭，直角，180° 可旋轉

回授
Q = 524,288 計數 / 旋轉，4096 轉高解析度多迴轉絕
對編碼器

額定速度
F = 3000 rpm
H = 3500 rpm
P = 5000 rpm
磁鐵堆疊長度
3 = 76.2 毫米 (3.0 吋 )
4 = 101.6 毫米 (4.0 吋 )

框架大小
100 = 100 mm
115 = 115 mm
130 = 130 mm

電壓等級
B = 400V 
網路
S = Sercos

系列類型
F = 食品級機殼 ( 包括軸密封 )
系列
MD = 包含整合式驅動器的高級永磁旋轉伺服馬達
洛克威爾自動化出版品編號 MDF-IN001B-ZC-P -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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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etix 6000M 整合式驅動馬達系統電纜圖

重要資訊 混合接頭以及配套電纜上的彩色環必須相符：紅對紅或綠對綠。

R

R

G

G

R

R

G

G

2090-CTSRP 

網路終端器

2090-CNSSPSS-12AAxx或 

2090-CNSSPRS-AAxx ( 顯示 )

網路電纜

2090-CNSSPSS-AAxx、2090-CNSRPRS-AAxx ( 顯示 )、

2090-CNSSPRS-AAxx 或 2090-CNSRPSS-AAxx 

網路電纜

2094-SEPM-B24-S

IPIM 模組

2090-CHBIFS8-12AAxx
IPIM 至 IDM 混合式電纜

將 IPIM 模組連接至第一個 IDM 單元

2090-CHBP8S8-12AAxx 

混合式電纜

2090-CTHP8 

混合式終端器

MDF-SB1xxx

最後一個 IDM 單元

MDF-SB1xxx 

第一個 IDM 單元
洛克威爾自動化出版品編號 MDF-IN001B-ZC-P -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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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M 單元接頭和指示燈

項目 說明 面板 ID 項目 說明 面板 ID

1 網路輸入 – 7 數位輸入 / 輸出 1：
登錄 2 和超行程 - 

1 

2 混合輸入 – 8 數位輸入 / 輸出 2：
登錄 1 和超行程 + 

2 

3 混合輸出 – 9 數位輸入 / 輸出 3：
歸位與未使用 

3 

4 網路輸出 – 10 驅動器狀態指示燈 D

5 節點位址 LSB (0…9) S1 11 網路狀態指示燈 N

6 節點位址 MSB (10…99) S10

1

2
3

4

5
6

7
8

9

1010 1111
洛克威爾自動化出版品編號 MDF-IN001B-ZC-P -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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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之前
請將元件內外所有包裝材料、卡榫及支架拆除。拆封後，請確認物件銘牌型號是否與購買訂單

相符。 

安裝與維護準則
這些準則提供如何安裝產品的建議，以便產品可以安全可靠地運轉。

軸密封在出廠時已安裝於 IDM 單元。如果下列任何環境條件存在，則需要軸密封：

• IDM 單元曝露在細塵之中。

• IDM 單元曝露在液體，或是連接至油滑潤的裝置。

• IDM 單元需要 IP65 或 IP66 等級。

請在預期的 12 個月壽命到達或之前更換軸密封。請參閱第 19 頁的電纜和配件套件以瞭解軸密

封套件的型號。

請參閱第 21 頁的規格以瞭解關於 IP 等級的說明。

注意事項： 請勿嘗試打開或修改 IDM 單元。本手冊說明您可以在現場直接進行的
修改，但是切勿嘗試進行其他變更。只有合格的 Allen-Bradley 技師才能維修 IDM 單元。

注意事項： 在安裝聯軸器和皮帶輪期間或是在取下軸鍵時，對軸施加激烈的撞擊，
可能會造成軸承以及回授裝置損壞。在面板上應用槓桿作用以移除安裝在軸上的
裝置，也可能會造成回授裝置損壞。請勿在安裝或移除期間使用工具敲擊軸、鍵、
聯軸器或皮帶輪。使用卸輪器從軸的使用者端施加壓力，以移除軸中任何止滑裝
置或卡住的裝置。
洛克威爾自動化出版品編號 MDF-IN001B-ZC-P -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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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整合式驅動馬達
安裝 IDM 單元需要在機器上適當的對準，有效的電纜屏蔽接地，安裝 IDM 單元，以及連接

電纜。

校準 IDM 單元

IDM 單元可以安裝在任何位置。安裝導向器可協助對齊機器上的 IDM 單元。請參閱第 11 頁

的產品尺寸以瞭解尺寸資訊。建議使用不鏽鋼安裝緊固件。

安裝必須遵守所有當地法規。安裝人員也必須使用可促進電磁相容性和安全性的設備和安裝

實踐。

電纜屏蔽
訊號完整性對於 IDM 系統是否能成功運轉非常重要，因此需要將訊號適當地接地以落實這一

點。將 IDM 彼此連接的混合式電纜和網路電纜已透過至 Kinetix 伺服驅動器系統的菊鏈連線正

確地接地。

注意事項： 未安裝的 IDM 單元、中斷連接的機械聯軸器、鬆動的軸鍵以及中斷連
接的電纜非常危險 ( 如果有通電 )。適當地標識拆卸的設備 ( 掛上吊牌 ) 並且嚴禁
接觸 ( 上鎖 ) 電源。在通電之前，請移除可透過軸運轉的軸鍵以及其他機械聯軸器。

注意事項： 如果屏蔽未接地，在混合式電纜屏蔽上可能會累積高電壓。請確認所
有混合式電纜屏蔽是否有連線接地。

重要資訊 IDM 系統線路與通用 PWM 伺服系統配線設定不同；混合式電纜和網路電纜可以
繫結在一起，形成一條線路。由於更有效率的配線屏蔽和改良的接地技術的緣
故，混合式電纜和網路電纜並不需要實際分離。

此例外僅適用於連接至 IPIM 模組或 IDM 單元之間的混合式電纜和網路電纜，不
適用於 Kinetix 伺服驅動器系統別處的電纜。請參閱第 23 頁的其他資源所列的伺
服驅動器使用手冊，以及 System Design for Control of Electrical Noise Reference Manual，出版
品編號 GMC-RM001 以瞭解更多資訊。

美國國家電工法規、各地電氣法規、特殊作業溫度、負載循環或系統設定之優
先權皆高於上述資訊以及上述參考文件提供的數值和方法。
洛克威爾自動化出版品編號 MDF-IN001B-ZC-P - 2013 年 8 月

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rm/gmc-rm001_-en-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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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與連接 IDM 單元

若要安裝 IDM 單元，請按照這些程序和建議事項執行。 

1. 在 IDM 單元四周保留足夠的間隙，讓它能夠維持在指定的作業溫度範圍內。

• 請參閱第 21 頁的規格以瞭解關於作業溫度範圍和間隙。

• 將 IDM 單元安裝在散熱量等於 304.8 x 304.8 x 12.7 毫米 (12 x 12 x 0.5 吋 ) 鋁散熱器

的表面，即可獲得指定的熱定額。

• 請勿將 IDM 單元安裝在有限制氣流的區域，並使 IDM 單元遠離其他會發熱的設備。

2. 請參閱第 13 頁的負載力額定值以瞭解關於判斷單元的徑向和軸向軸負載限制的資訊。

3. 如果有足夠的安裝間隙，請在安裝前將混合式電纜接頭轉入定位。如果安裝間隙有限，

請在安裝後旋轉。

4. 將 IDM 單元放置在機器中的任何位置。

注意事項： IDM 單元連接的 IDM 電源介面模組 (IPIM) 會儲存殘留的電壓很長一段時
間。在將 IPIM 模組的電源移除之後，請勿立即將 IDM 與 IPIM 模組連接。將 IDM 系統
的電源移除之後，請等待 60 秒鐘的時間，讓儲存在 IPIM 模組中的殘留電源消退。
這個延長的放電期間有其必要性，是為了讓系統電源恢復為系統重新配置可接受
的額定電壓。

注意事項： 整合式驅動馬達單元的設計與交流電源線沒有直接連接。IDM 單元的設
計是與控制電源應用的 IPIM 模組連接。

注意事項： 為了避免損壞軸承以及回授裝置，在安裝或移除聯軸器或皮帶輪或軸
鍵過程中，請勿施加激烈的撞擊。

燒燙傷危險： IDM 單元的外部表面在作業期間會到達高溫，125 °C (275 °F)。採
取預防措施以避免意外與 IDM 單元的高熱表面接觸。在選擇用於連接的設
備和電纜時，請考慮設備的表面溫度。

注意事項： 接頭的設計適合在安裝過程中轉入固定位置，並且維持在該位
置而不需要進一步調整。嚴格限制施加的力量以及接頭旋轉的次數，以確
保接頭符合指定的 IP 等級。僅可在接頭和電纜插頭施力。請勿在從電纜插
頭延長的電纜施力。請勿使用工具 ( 例如鉗子或老虎鉗 ) 輔助旋轉接頭。

重要資訊 附有煞車的 IDM 單元 (MDF-SBxxxxP-QJ84B-S) 可能需要在旋轉軸之前使用手
動鬆開煞車電纜來鬆開煞車，這樣才能讓 IDM 單元與機器安裝對準。
請參閱 Manual Brake Release Cable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出版品編號  2090-IN037
以瞭解更多資訊。
洛克威爾自動化出版品編號 MDF-IN001B-ZC-P - 2013 年 8 月

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in/2090-IN037_-en-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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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不鏽鋼螺栓安裝與對準 IDM 單元。

第 11 頁的產品尺寸列出固定孔的直徑。

6. 在每條電纜連接至 IDM 單元之前，直接在電纜中形成水滴迴路。

水滴迴路是電纜中較低的點，會使液體聚集而從電纜滴落，以免沿著電纜流動至電氣

連接處或 IDM 單元。

混合式電纜和網路電纜經 UL 認證，絕緣等級為 1000V 和 105° C (221° F)，可以透過共

同線路布線。

請參閱第 5 頁的 Kinetix 6000M 整合式驅動馬達系統電纜圖圖表以瞭解電纜定位的圖

示參考。

7. 安裝 IDM 單元之後，連接網路和混合式電纜。

• 將網路 M12 電纜接頭插頭的扭矩調整為 0.8…1.2 N•m (7…12 lb•in) 將接點完全定

位，然後固定連接。

• 將 M23 混合式電纜上的滾花墊圈用手旋緊約 45° 至完全定位然後鎖定接頭。

注意事項： 為了避免產生電弧或意外移動，在連接或中斷連接混合式電纜
或網路電纜之前，請始終將 IDM 單元的電源斷開。

注意事項： 請務必限制安裝的電纜以防止張力不均或電纜接頭彎曲。請在
整個配線之間保留 3公尺 (10英呎 ) 的間隔。電線接頭過度或橫向力不平均
會導致接頭的環境密封不停開啟與關閉，或是在電纜彎曲時電纜襯墊處的
電纜分離。

注意事項： 必須將電纜接頭正確對齊，再使用建議的轉數或扭矩值固定連
接。需要過度用力 ( 例如使用工具 ) 才能將接頭完全定位，代表接頭沒有
正確對齊。

重要資訊 內部 O 形環可自相符合，在每個連接 / 中斷連接週期之間需要有一個
短暫期間，以擴展至完整尺寸。在重新連接混合式電纜之前，至少給
O 形環一分鐘的時間來擴展。

提示 混合式電纜接頭以及配套電纜上的彩色環必須相符：紅對紅或綠
對綠。
洛克威爾自動化出版品編號 MDF-IN001B-ZC-P -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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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尺寸 
請參考第 12 頁的表格以瞭解圖中所顯示的實際尺寸。

尺寸用於非煞車 IDM 單元；備註提供公差和煞車尺寸。

D

 L- LB

 LD

 LE

2.74
(0.108)

 LB

 LA

 G F

 HD

 P1

 63.6
(2.50)

 AD

  42.3
(1.66)

N

MDF-SB1003 = 2.87 (0.113)

MDF-SB1153 = 2.87 (0.113)
± 0.83 (0.032)

MDF-SB1304 = 3.38 (0.133)
± 0.83 (0.032)

 P1
 P

2.74 (0.108)

 L

± 0.83 (0.032)

前面板上的強化凸起延伸
MDF-SB1003 = 2.5 (0.10)
MDF-SB1304 = 1.65 (0.07)
MDF-SB11153 = 2.0 (0.08)

帶有鍵的軸詳細資料詳細資料 A

磨損軸環 / 軸肩

貼齊導向器

導向器應力
消除機構 Ø

使用軸端標記或軸鍵來定位
編碼器絕對位置 (0° ±10°)。

M 上的 S 
S = 安裝孔的直徑 
M = 螺栓圈的直徑

顯示為 MDF-SB1003P-Qx82B-S 馬達

請參閱詳細資料 A

接頭外殼可以在 180° 度的範圍
內旋轉一次。

導向器高度

導向器 Ø

軸端螺紋孔
MDF-SB1003 IDM 單元
螺紋 - M5 x 0.8-6H

螺紋深度 - 12.5 (0.49)

MDF-SB1153 IDM 單元
螺紋 - M6 x 1.0-6H

螺紋深度 – 16 (0.63)

MDF-SB1304 IDM 單元
螺紋 - M8 x 1.25-6H

螺紋深度 – 19 (0.75)

軸密封
請參閱第 19 頁

以瞭解 Kinetix 6000M
整合式驅動馬達
軸密封套件資訊。

MDF-SB1003 = 5 x 5 x 22 鍵
MDF-SB1003 = 6 x 6 x 24 鍵
MDF-SB1003 = 8 x 7 x 31 鍵

前導機構直徑
MDF-SB1003 = 53.3 (2.10)
MDF-SB1153 = 59.7 (2.35)
MDF-SB1304 = 71.1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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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M 單元尺寸

IDM 單元尺寸 ( 續 )

MDF-SB AD
mm (in.)

D(1)

mm (in.)

(1) 此尺寸可接受的範圍為：
MDF-SB1003 IDM 單元 15.997…16.008 (0.6298 …0.6301)。
MDF-SB1153 IDM 單元 18.996…19.009 (0.7479 …0.7483)。
MDF-SB1304 IDM 單元 23.996…24.009 (0.9448 …0.9451)。

F 
mm (in.)

G 
mm (in.)

HD 
mm (in.)

L(2) 
mm (in.)

(2) 請使用以下數值來調整有煞車的 IDM 單元 (MDF-SBxxxxxx-Qx84B) 尺寸：
MDF-SB1003 型號，L、LB、LD 和 LE 新增 34.5 (1.36)。
MDF-SB1153 型號，L、LB、LD 和 LE 新增 48.5 (1.91)。
MDF-SB1304 型號，L、LB、LD 和 LE 新增 48.5 (1.91)。

L-LB (3) 

mm (in.)

(3) 此尺寸的公差為 ±0.7 (±0.028)。

LA 
mm (in.)

1003 173.8 
(6.84) 

16.0 
(0.629) 

5.0 
(0.197) 

12.95 
(0.510) 

221.0 
(8.70) 

271.3 
(10.685) 40.0 

(1.575) 

9.90 
(0.39) 

1153 178.2 
(7.01) 

19.0 
(0.740) 

6.0 
(0.236) 

15.40 
(0.606) 

229.0 
(9.02) 

271.2 
(10.675) 

10.20 
(0.40) 

1304 185.8 
(7.31) 

24.0 
(0.945) 

8.0 
(0.315) 

19.82 
(0.780) 

244.7 
(9.63) 

310.6 
(12.23) 

50.0 
(1.969) 

12.2 
(0.48) 

MDF-SB LB(1)

mm (in.)

(1) 對於有煞車的單元 (MDF-SBxxxxxx-Qx84B)，請使用以下數值來調整尺寸：
MDF-SB1003 型號，L、LB、LD 和 LE 新增 34.5 (1.36)。
MDF-SB1153 型號，L、LB、LD 和 LE 新增 48.5 (1.91)。
MDF-SB1304 型號，L、LB、LD 和 LE 新增 48.5 (1.91)。

LD(2)

mm (in.)

(2) 尺寸為至任一接頭的旋轉點的距離。

LE (3)

mm (in.)

(3) 尺寸為至公接頭前端的距離。

M
mm (in.)

N (4)

mm (in.)

(4) MDF-SB1003 IDM 單元的公差 = Ø 79.993…80.012 (3.1493…3.1501)
MDF-SB1153 IDM 單元的公差 = Ø 94.991…95.013 (3.7398…3.7407)
MDF-SB1304 IDM 單元的公差 = Ø 109.991…110.013 (4.3303…4.3312)

P
mm (in.)

P1
mm (in.)

S (5)

mm (in.)

(5) 公差為 +0.36 (±0.007)。

1003 231.3 
(9.11) 

183.0 
(7.21) 

126.3 
(4.97) 

100.0 
(3.937) 

80.0 
(3.15) 

89.4 
(3.52) 

94.4 
(3.72) 

7.0 
(0.283) 

1153 231.2 
(9.10) 

183.3 
(7.22) 

126.5 
(4.98) 

115.0 
(4.528) 

95.0 
(3.74) 

98.3 
(3.87) 

101.6 
(4.0) 10.0 

(0.401) 
1304 260.6 

(10.26) 
212.0 
(8.35) 

155.2 
(6.11) 

130.0 
(5.118) 

110.0 
(4.331) 

113.7 
(4.48) 

117.7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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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載力額定值
IDM 單元作業時可保持軸負載不變。圖片顯示徑向和軸向負載力位置，而表格則提供每個力的

最大值。

軸上的負載力

這些表格代表在各種不同的負載和速度時，有 20,000 小時的 L10 軸承的疲勞壽命。20,000 小時

壽命並不包括特定應用造成可能的壽命縮短，由於外部來源而使得軸承潤滑脂污染便會發生這

種情況。

負載的測量單位為英磅；可透過數學運算將單位轉換為公斤。

徑向負載力額定值 

帶有最大徑向負載的軸向負載力額定值

帶有零徑向負載的軸向負載力額定值

型號
500 rpm
kg (lb)

1000 rpm
kg (lb)

2000 rpm
kg (lb)

3000 rpm
kg (lb)

3500 rpm
kg (lb)

5000 rpm
kg (lb)

MDF-SB1003 – 74 (163) 59 (129) – 49 (107) 43 (95) 

MDF-SB1153 106 (233) 84 (185) 67 (147) – 55 (121) –

MDF-SB1304 140 (309) 111(245) 89 (195) 77 (170) – –

型號
500 rpm
kg (lb)

1000 rpm
kg (lb)

2000 rpm
kg (lb)

3000 rpm
kg (lb)

3500 rpm
kg (lb)

5000 rpm
kg (lb)

MDF-SB1003 – 27 (59) 20 (44) – 16 (35) 13 (29) 

MDF-SB1153 52 (114) 39 (86) 29 (64) – 22 (48) –

MDF-SB1304 49 (107) 36 (80) 27 (59) 22 (49) – –

型號
500 rpm
kg (lb)

1000 rpm
kg (lb)

2000 rpm
kg (lb)

3000 rpm
kg (lb)

3500 rpm
kg (lb)

5000 rpm
kg (lb)

MDF-SB1003 – 36 (80) 27 (59) – 21 (47) 18 (40) 

MDF-SB1153 69 (152) 51(112) 38 (87) – 30 (66) –

MDF-SB1304 69 (152) 51 (112) 38 (83) 31 (69) – –

軸向負載力

徑向負載力會施加在軸延長件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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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頭資料
下表和圖例提供關於 IDM 單元接頭腳位的資訊。請參閱第 6 頁的 IDM 單元接頭和指示燈以

瞭解接頭位置。

混合式接頭腳位

混合式輸出接頭 混合式輸入接頭

針腳 訊號名稱 針腳 訊號名稱

A DC + A DC + 

B DC - B DC - 

C 42V + C 42V + 

D 42V COM D 42V COM 

E  保護接地 (PE) 接地 E  保護接地 (PE) 接地 

1 

保留

1 保留

2 2 煞車 24V + 

3 3 煞車 24V COM 

4 安全啟用 1+ 4 安全啟用 1+ 

5 安全啟用 - 5 安全啟用 - 

6 安全啟用 2+ 6 安全啟用 2+ 

7 IDM CAN HI 7 IDM CAN HI 

8 IDM CAN LO 8 IDM CAN LO 

9 IDM SYSOKOUT 9 IDM SYSOKIN 

10 IDM SYSOKRTN 10 IDM SYSOKRTN 

D

5

4 2

6 3 1

CB

A
E

97
8

10

母接頭

A

1

2 4

3 6 5

BC

D
E

7
8

9
10

公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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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接頭腳位

數位輸入接頭
24V 數位 I/O 訊號經由三個 I/O 接頭從機器式感測器連接至 IDM 單元。請參閱第 6 頁的 IDM
單元接頭和指示燈以瞭解接頭位置。

Allen-Bradley® Bulletin 889D 和 879D 微型跳線、分路器和 V 型電纜和 IDM 單元上的 M12 數位

I/O 接頭相容。請參閱第 19 頁的電纜和配件套件以瞭解 Kinetix 6000M 系統纜線資源的清單。

網路輸出接頭 網路輸入接頭

針腳 訊號名稱 母接頭 針腳 訊號名稱 公接頭

1 TX+ 1 RX+ 

2 RTN RX+ 2 RTN TX- 

3 RTN RX- 3 RTN TX+ 

4 TX- 4 RX- 

5 REF 5 REF 

ID 數位輸入 針腳 訊號名稱(1)

(1) 關於數位輸入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Kinetix 6000M Integrated Drive-Motor System User 
Manual，出版品編號 2094-UM003。

接頭插腳

1 超行程 – 和
登錄 2

1 I/O 24V + 

 

2 超行程 - 

3 I/O 24V COM

4 登錄 2

5 屏蔽層 / 機箱接地

2 超行程 + 和
登錄 1

1 I/O 24V + 

2 超行程 +

3 I/O 24V COM

4 登錄 1

5 屏蔽層 / 機箱接地

3 歸位 (HOME)

1 I/O 24V + 

2 保留

3 I/O 24V COM 

4 歸位 (HOME)

5 屏蔽層 / 機箱接地

1

4

2

3 5
1

2

3

4

5

1

4

2

3 5

母接頭
洛克威爾自動化出版品編號 MDF-IN001B-ZC-P -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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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點位址開關
每個 IDM 單元都已經在 S1 和 S10 旋轉位址開關上設定了唯一的網路位址。有效的 IDM 位址

為 01…99。最低位數 (0…9) 在開關 S1 上設定，而最高位數 (10…90) 則在開關 S10 上設定。在

開關蓋板施加 0.6 N•m (5 lb•in) 的扭力以將開口環境密封。

請參閱第 6 頁的 IDM 單元接頭和指示燈以瞭解接頭位置。

網路和驅動器狀態指示燈
兩個多色指示燈 IDM 網路 (N) 和驅動器 (D) 狀態。請參閱第 6 頁的 IDM 單元接頭和指示燈以

瞭解狀態指示燈位置。

狀態顯示 網路 (N) 驅動器 (D) 

熄滅 無通訊 無電源

交互顯示綠燈／紅燈 – 自我測試

閃綠燈(1)

(1) 閃爍頻率為每秒一次。快速閃爍頻率為每秒兩次，慢速閃爍頻率為每兩秒一次。閃爍的定義為一次完整
的亮起 / 熄滅循環。

建立通訊 待命(2) 

(2) 正在等待網路通訊建立時，驅動器狀態為待命，然後轉換為正常運轉狀態。

快速閃爍綠燈 (1) 韌體更新在進行中 –

慢速閃爍綠燈 (1) 韌體更新在進行中  
( 在其他 IDM 單元 )

–

綠燈 通訊已就緒 正常運轉

閃紅燈 (1) – 可復原的故障 (3)

(3) 重設或重新啟動電源即可清除可復原的故障 ( 視 IDM 單元的狀態而定 )。

紅燈 重複位址 不可復原的錯誤 (4)

(4) 不可復原的故障需要重新啟動電源以清除錯誤和 / 或斷開電源時執行的硬體設定修改。
洛克威爾自動化出版品編號 MDF-IN001B-ZC-P -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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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與更換軸鍵和軸密封
IDM 單元有包含或不含軸鍵插槽的不同型號，但是建議最好使用軸鍵。軸密封可為整合式驅

動馬達提供環境密封。IDM 單元會隨附有一個已安裝的 PTFE ( 聚四氟乙烯 ) 軸密封。

移除與更換軸鍵
必須將 IDM 單元從機器拆下才能卸除或更換軸鍵，本程序中假設該項工作已經完成。

IDM 單元的軸鍵是由 300 系列不鏽鋼所構成。設計公差會產生干涉配合 ( 略大於開口 )，可確

保配套連接安全而牢固。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以移除軸鍵：

• 使用鉗子或類似工具夾住軸鍵並抬起。

• 將螺絲起子插入軸鍵與插槽之間以撬起軸鍵。

遵照以下步驟來更換軸鍵。

1. 在進行更換之前，請確認更換軸鍵和軸的鍵槽以及配套機械連接件 ( 例如聯軸器和皮

帶輪 ) 相符。

2. 將軸鍵的前端與軸的前端對齊。

這樣就能避免 IDM 單元主體徑向切削末端對於正確的軸鍵定位產生干擾。

3. 用固定裝置支撐軸直徑的底部，並且使用可控制的按壓裝置對頂端表面施加恆力，將

鍵壓入軸中。

注意事項： 在安裝聯軸器和皮帶輪期間或是在取下軸鍵時，對軸施加激烈的撞擊，
可能會造成軸承以及回授裝置損壞。在面板上應用槓桿作用以移除安裝在軸上的
裝置，也可能會造成回授裝置損壞。在安裝或移除期間，請勿使用工具敲擊軸、
鍵、聯軸器或皮帶輪。使用卸輪器從軸的使用者端施加壓力，以移除軸中任何止
滑裝置或卡住的裝置。

鍵槽端的徑
向切口

軸和 IDM 單元

的支撐

鍵對齊
洛克威爾自動化出版品編號 MDF-IN001B-ZC-P -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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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與更換軸密封
軸密封必須使用食品級聚脲基潤滑脂，例如 ChevronSM FM (NLGI 2) 加以潤滑。通常軸密封

每隔 12 個月需要更換一次。套件有附帶提供潤滑劑。

請參閱第 19 頁的軸密封套件以瞭解軸密封的型號。

移除軸密封

用尖嘴鉗或類似的工具夾住軸密封邊緣，將軸密封安全地取下。抬起並稍微旋轉密封，並且用

與軸平行的方向將它從 IDM 單元的主體拉出。

更換軸密封

安裝更換的軸密封時不需要使用工具。

1. 在軸密封的內環以及 IDM 耐磨襯套塗上潤滑劑 ( 套件附帶提供 )。

2. 將密封置於軸的中央，密封位置朝向密封唇並向外傾斜，然後將密封沿著軸朝 IDM 單
元的安裝表面滑動。

3. 使用指尖以圓形方式施加壓力，慢慢地安裝軸密封，即可將軸密封壓入密封凹槽。

4. 確認軸密封的外部和內部週邊已完全裝入定位。

注意事項： 與密封接觸的軸表面若有損壞，會造成過度磨損，使得軸密封提早故
障。請小心使用以避免刮傷或損壞安裝表面或 IDM 軸。

提示 如果 IDM 單元配有軸鍵，請在移除或更換軸密封之前將軸鍵移除。請參閱第 17 頁
的移除與更換軸鍵。

重要資訊 請勿將軸密封降至最低位置。將軸密封適當安裝至特定深度，是延長
馬達壽命的關鍵。

插入軸密封，使得密封外直徑低於馬達前表面 1.0 mm (0.04 in.)。

提示 用指尖在密封和 IDM 接合處四周移動，感覺軸密封是否有不平整或是軸
密封與 IDM 安裝表面接觸的位置是否有沒對齊的情況，以確認軸密封是
否安裝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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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纜和配件套件
工廠製造的電纜有各種標準的電纜長度，可以提供必要的屏蔽和訊號端接。

如需更多電纜資訊，請就近聯絡洛克威爾自動化銷售辦公室。

軸密封套件

軸密封需要 PTFE 潤滑劑以減少磨損。套件中已提供潤滑劑。

資源 說明

Kinetix Motion Accessories Specifications Technical Data，
出版品編號 GMC-TD004

提供 Kinetix 6000M IDM 系統專屬的電纜型號和
說明。

Connection Systems Quick Selection Guide，
出版品編號 CNSYS-BR001

提供最人多使用的 Allen-Bradley 跳線規格的型
號和說明。

On-Machine™ Connectivity Catalog，出版品編號 
M117-CA001 提供關於 Allen-Bradley 跳線規格的完整資訊。

IDM 單元型號 軸密封型號
軸密封尺寸

內直徑
mm (in.)

外直徑
mm (in.)

寬度
mm (in.)

MDF-SB1003 MPF-SST-A3B3 23 (0.90) 47 (1.85) 6 (0.24) 

MDF-SB1153 MPF-SST-A4B4 26 (1.02) 52 (2.05) 6 (0.24) 

MDF-SB1304 MPF-SST-A45B45 31 (1.22) 62 (2.44) 7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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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空氣配件套件
密封氣壓套件 ( 型號 MPS-AIR-PURGE) 可用於現場安裝。

套件提供快拆式母頭空氣配件。對 IDM 單元施加正氣壓可提供額外等級的保護，防止外部物

質和濕氣進入。

密封空氣配件套件準則

您必須提供以下項目以便連接密封塞：

• 塑膠空氣管必須為 4 mm (5/32 in.) 外直徑的 Teflon FEP 管。

• 提供給 IDM 單元的空氣不可超過 0.1 bar (1.45 psi)。

密封空氣配件套件安裝

1. 使用十字螺絲起子取下 5 mm (0.20 in.) 的密封塞。

2. 檢查空氣配件和開口以確認表面區域沒有受損而且接觸區域是乾淨的。

3. 使用 2.5 mm 的六角鑽頭安裝空氣管線，並且將空氣配件扭力旋轉至 1.1…1.2 N•m 
(10…12 lb•in)。

4. 目視檢查連接周圍以確認安裝正確。

注意事項： 供應給 IDM 單元的空氣必須乾淨、乾燥，同時達到儀器等級水
準。最大空氣壓力為 0.1 bar (1.45 psi)。空氣壓力過大或空氣過濾不當都會導
致 IDM 單元損壞。

重要資訊 如果已經安裝密封空氣配件，在旋轉混合式接頭時請小心。空氣配件
與接頭之間的最小間隙可能會造成夾壓點。

空氣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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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關於互連電纜和配件的其他規格，請參閱 Kinetix Motion Control Accessories Technical Data，出

版品編號 GMC-TD004。

屬性 數值

安裝間隙(1) 

(1) 安裝間隙為 IDM 單元以及會產生熱的其他元件之間任何方向的實際間隔距離。

100 mm (3.9 in.)

作業溫度 0…40 °C (32…104 °F)

儲存溫度 -30…70 °C (-2 …158 °F)

相對濕度 5…95% 非凝結

大氣 非腐蝕性

塗料 符合 USDA 標準的食品等級

IP 等級 (2) (3)

(2) 以下為 IPx6 噴水試驗條件。
• 一般條件為運轉三分鐘，從 2.5…3.0 m (98…118 in.) 距離的各種角度噴水
• 噴水條件為每分鐘 100公升 (26.4 gpm)，從 12.5 mm (0.5 in.) 噴嘴噴出，
噴嘴壓力約 1 bar (14.5 psi)。

• 所噴液體為在室溫狀態下的水。不包括化學物質或清潔溶液。
(3) IP66 的異物進入等級類似於 NEMA 35 ( 防塵，防滴漏 )。

Bulletin MDF 外殼被列為 IP66 ( 防塵，強大的水射流 )(4) 
( 在軸密封安裝的情況下 )(5)

(4) 整合式驅動馬達的防護等級 (IP 等級 ) 可衡量其環境保護程度。
IP 等級不包括因電纜或其插頭所產生的任何等級降低。

(5) 請參閱第 19 頁 的軸密封套件，以獲得更多資訊。

接頭，安裝扭力 / 旋轉
• 數位 I/O - M12
• 混合式 - M23
• 網路 - M12
• 密封空氣配件

0.8…1.2 N•m (7…12 lb•in) 
45° 旋轉，自行鎖定
0.8…1.2 N•m (7…12 lb•in) 
1.1…1.2 N•m (10…12 lb•in)

蓋螺絲，密封扭力
• 數位 I/O (1, 2, 3)
• 節點位址 (S1, S10)

0.6 N•m (5 lb•in) 
0.6 N•m (5 l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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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過載保護

此伺服驅動器使用依據 UL 508C 規定的固態馬達過載保護。馬達過載保護是由演算法 ( 熱記

憶 ) 所提供，它可根據運轉條件預測實際的馬達溫度 ( 只要控制電源有持續通電 )。然而，當

移除控制電源時，將不會保留熱記憶。

除了熱記憶保護以外，此驅動器也提供馬達內建的外部溫度感測器 / 熱敏電阻裝置的輸入，以

使馬達過載保護符合 UL 規定。

此驅動器所支援的若干馬達不含溫度感測器 / 熱敏電阻；因此，不支援電源循環中馬達過度連

續過載的保護功能。

此伺服驅動器符合以下關於固態馬達過載保護的 UL 508C 規定。

關於描述馬達與驅動器之間配線的互連圖，請參閱伺服驅動器使用手冊。

馬達過載保護跳閘點 數值

最終 100% 過載

8 分鐘內 200% 過載

20 秒內 600% 過載

注意事項： 為了避免因過度、連續馬達過載跳閘產生過熱，進而對馬達造
成損壞，請遵照使用手冊中提供的配線圖作為馬達和驅動器組合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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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源
這些文件包含與洛克威爾自動化產品相關的其他資訊。

您可以至以下網址檢視或下載出版品：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literature。
若要訂購書面技術文件，請向您當地的 Allen-Bradley 經銷商或洛克威爾自動化銷售代表洽詢。

資源 說明

Kinetix IPIM to IDM Hybrid Cable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出版品編號 2090-IN031 

關於 Kinetix 6000M 整合式驅動馬
達系統相容元件和配件的安裝
資訊。

Kinetix 6000 Multi-axis Servo Drive User Manual，出版品編
號 2094-UM001 

Kinetix 6200 和 Kinetix 6500 模組化多軸伺服驅動器使
用手冊，出版品編號 2094-UM002 

Kinetix IPIM to IDM Hybrid Cable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出版品編號 2090-IN031 

Kinetix Hybrid Cable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出版品編號 
2090-IN032 

Kinetix Network Cable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出版品編號 
2090-IN034

Kinetix Hybrid Terminator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出版品
編號 2090-IN035

Kinetix Network Terminator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出版品
編號 2090-IN036 

Kinetix Brake Override Cable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出版品
編號 2090-IN037 

Kinetix 6000M Bulkhead Cable Adapter Kit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出版品編號 2090-IN039 

System Design for Control of Electrical Noise Reference Manual，
出版品編號  GMC-RM001

如何將系統等級電氣雜訊減至
最低並且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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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控制，資訊解決方案總部
美洲地區: Rockwell Automation, 1201 South Second Street, Milwaukee, WI 53204-2496 USA, 電話: (1) 414.382.2000, 傳真: (1) 414.382.4444
歐洲/中東/非洲地區: Rockwell Automation NV, Pegasus Park, De Kleetlaan 12a, 1831 Diegem, Belgium, 電話:  (32) 2 663 0600, 傳真:  (32) 2 663 0640
亞太地區: Rockwell Automation, Level 14, Core F, Cyberport 3, 100 Cyberport Road, Hong Kong, 電話: (852) 2887 4788, 傳真:  (852) 2508 1846

台灣洛克威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Rockwell Automation Taiwan Co., Ltd.  www.rockwellautomation.com.tw

台北市104建國北路二段120號14樓  高雄市80052新興區中正三路2號19樓A室
Tel: (886) 2 6618 8288, Fax: (886) 2 6618 6180 Tel: (886) 7 9681 888, Fax: (886) 7 9680 138

www.rockwel lautom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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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威爾自動化技術支援
洛克威爾自動化在網頁提供的技術資訊以協助您使用我們的產品。
您可以在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support 網站上找到技術及應用系統說明、範例代碼以及
軟體更新套件的連結。 您亦可造訪我們的支援中心 https://rockwellautomation.custhelp.com/，上面有軟
體更新、支援聊天室與論壇、技術資訊、常見問題，並可註冊產品通知更新服務。

此外，我們也提供安裝、設定與故障排除等多種支援計劃。 請向您當地的經銷商或洛克威爾自
動化公司代表洽詢，或造訪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services/online-phone 以了解詳情。

安裝協助
若在安裝後的 24 小時以內出現問題，請參閱本手冊中所含的資訊。 您也可以撥打專屬的客服
電話以尋求始步協助，讓您的產品開始運轉。

新產品退貨
洛克威爾自動化的所有產品出廠時，都會經過測試以確保運作完全正常。 若您的產品無法運轉
而需要退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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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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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與您
當地的洛克威爾自動化代表聯絡。

美國境內
請聯絡您的經銷商。 您必須將客戶支援案件編號 ( 請撥打以上電話號碼
取得 ) 提供給您的經銷商，才能完成退貨流程。

美國以外地區 請向您當地的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代表洽詢退貨程序。

Allen-Bradley、CompactLogix、ControlLogix、Kinetix、On-Machine、Rockwell Software、Rockwell Automation 及 SoftLogix 皆
為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的商標。

凡不屬於洛克威爾自動化之商標皆為其所屬公司所有。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rockwellautomation/distributor-locator/sales-locator.page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rockwellautomation/support/overview.page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rockwellautomation/support/overview.page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support
https://rockwellautomation.custhelp.com/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services/online-phone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literature/
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du/ra-du002_-e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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