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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壓交流變頻器 產品選型指南

內容

最新消息
PowerFlex® 6000T 的增強功能包括 :

高速應用

PowerFlex 6000T 可在所有控制模式下，以固有的方式控制高達 120 Hz 輸出頻率的高速應用。

已啟用 CIP Security

PowerFlex 6000T 已啟用 CIP Security™ ，可支援深度防禦策略並保護⾃⾝不受所有網路資安事件影響。

擴充輸入電壓功能

PowerFlex 6000T A 框架 IEC 變頻器的輸出電壓額定值為 3.3 和 4.16 kV，現在可提供高達 13.8 kV 的主要輸入功能。

選購的 RealSine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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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購的 RealSine™  解決方案
在輸入總諧波電流失真 (THDi) 方面可改善高達 30%。此新設計不需要額外的硬體，也不會影響變頻器的佔地面積。

減少佔地面積的 A 框架

額定電壓為 6 與 6.6 kV 的 PowerFlex 6000T IEC 變頻器現在提供最高可達 215 A 的一體式設計。這些小巧的變頻器可在
不變更變頻器尺⼨下提供最高可達 13.8 kV 的一次側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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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壓交流變頻器 產品選型指南
PowerFlex 中壓變頻器的優點
Rockwell Automation 是全球最大的工業⾃動化和資訊公司，過去⼋⼗多年以來，一直致力於開發一流的中壓⾺達控制
技術。我們的變頻器有以下功能：

應用專業知識
憑藉超過 30 年的經驗及在各⾏各業的數
千個應用，我們的中壓變頻器能提供您可
以仰賴且經過驗證的成果。我們的應用
與測試工程師、專案管理團隊及現場服
務工程師能開發與提供滿足您需求的解
決方案。

智慧型馬達控制 – Connected 
Enterprise®
我們的中壓變頻器為控制系統提供有關變
頻器健康狀況及製程參數的寶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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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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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
無縫控制系統整合。

經驗證的可靠性
穩健的設計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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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將運作時間最大化。關鍵元件備援與
旁通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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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品質標準
我們的品質系統與流程有助於確保提供最
高品質產品給我們的客戶。耐電弧機殼與
功能安全選項有助於將人員與製程安全最
佳化。

能源效率
ECO 設計冷卻風扇與高效率隔離變壓器能
夠將系統效率最大化並降低營運成本。無
變壓器組態有助於提供最高的系統效率。

目標產品組合
我們的產品組合是專為滿足一般用途風
扇、幫浦與壓縮機應用或特殊用途之攪
拌機、輸送帶、起重機與吊車應用等需
求所量⾝打造的。

全球支援 
我們龐大的安裝基礎受到全球服務與支援
網路的支援，可隨時隨地滿足您的需求。

全方位測試
選擇 PowerFlex 中壓變頻器時，產品送到
您手上前會經過徹底測試。包括使用中壓
感應式⾺達進⾏全負載測試。針對恆定扭
矩及可變扭矩應用的負載曲線測試。測試
據點遍佈加拿大、中國、巴西與波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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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您的應用選擇適合的 PowerFlex 變頻器
PowerFlex 中壓變頻器系列產品有豐富的變頻器與選項可供選擇，能提供應用所需的效能。全方位的 PowerFlex 6000T
變頻器提供可用於風扇、幫浦、壓縮機、輸送帶與研磨機等應用的高效能特性。特殊用途的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具
有能用於球磨機與 SAG 研磨機、輸送帶、壓出機、攪拌機等特殊應用的進階特性。

PowerFlex 中壓變頻器最適應用

需求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一般應用
• 可變扭矩 ( 風扇、幫浦與壓縮機等 ) 
• 恆定扭矩 ( 非再生應用、平地輸送帶等 )
• 高速應用高達 120 Hz

• 可變扭矩 ( 全部 )
• 恆定扭矩 ( 全部 )

變頻器系統組態 單機、多⾺達適用的同步傳輸、負載分擔 單機、多⾺達適用的同步傳輸、負載分擔
變頻器冷卻需求 氣冷式 氣冷式、液冷式
⾺達電壓額定值 最高可達 11 kV 最高可達 6.6 kV
⾺達電流額定值 最高可達 680 A 最高可達 720 A
⾺達類型 感應式 感應式、同步式
再生式煞車 否 ( 兩個象限運作 ) 是 ( 四象限運作 )
⾺達電纜⻑度 高達 10 km (6.2 mi) 高達 30 km (18.7 mi)
在零轉速下可維持扭矩 是，磁通向量，僅封閉迴路控制模式 是
耐電弧機殼需求 否 是 - 符合 50 kA 電弧閃光額定值的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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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6000T 變頻器

PowerFlex 6000T 中壓變頻器特別適合風扇、幫浦、壓縮機、
輸送帶與研磨機等全方位應用。它們是 100…11,000 kW 
(190…14,600 Hp) ⾺達控制應用及額定值為 2.3 11 kV ( 高達 
120 Hz 輸出頻率 ) 之⾺達的理想解決方案。

氣冷式 PowerFlex 6000T 變頻器設計在正常負載和重載應用中
可透過啟用緩衝啟動和變速控制來提升能源效率。

為了達到低輸入諧波和接近於一的功率因子，此變頻器使用了
串聯式 「H」型橋接器 (C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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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頻器可和 Studio 5000 外掛設定檔優質整
合，以降低整合時間。 TotalFORCE 變頻器內建了主動控制功能
來維持運作，並搭配維護分析將維護排程簡化。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

PowerFlex 7000 中壓產品線的設計是要滿足各
式各樣的重工業需求與組態。高效能、安全且
健全的通訊功能有助於改善資產利用率，並降低
重要應用的安全風險，包括近海探油平台、天然
氣或輸油管線、採礦站、水 / 廢水設施，甚至船
舶應用等等。

PowerFlex 7000 中壓交流變頻器提供變頻器組
態與控制選項，例如採用 Direct-to-Drive™  技術
的再生電源供應器 (AFE) 以及高效能扭矩控制等
來幫助滿足應用需求。此外，安全關閉扭矩控制
及 ArcShield ™  耐電弧機殼選項與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能提供一套具有較高效能並可幫您
提升重要資產安全性的完整解決方案。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品 PFLEX-SG003I-ZC-P - 2022 年 11 月 5



PowerFlex 中壓交流變頻器 產品選型指南
中壓變頻器選型流程圖

⾺達電壓是否超過 
6.6 kV？

是否需要液冷式變頻器？

是否需要耐電弧變頻器？

應用是否為再生式？

⾺達電纜距離是否超過 
10 km？

是否需要同步⾺達？

開始

是

否

否

請參閱 PowerFlex 6000T 
中壓 交流變頻器。

請參閱 PowerFlex 7000 
中壓交流變頻器。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超速是否大於所需的 
90 Hz？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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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壓變頻器比較
PowerFlex 變頻器比較

功能
PowerFlex 6000T 全方位變頻器 PowerFlex 7000 特殊用途變頻器

氣冷式 氣冷式 液冷式
2.3/2.4 kV 時的功率額定值範圍 最高可達 2390 kW (3205 Hp) 150...1500 kW (2000 Hp) —
3 kV 時的功率額定值範圍 最高可達 2990 kW (4010 Hp) —
3.3 kV 時的功率額定值範圍 最高可達 3280 kW (4398 Hp) 187...3600 kW (4750 Hp) —
4/4.16 kV 時的功率額定值範圍 最高可達 4140 kW (5525 Hp) 261...4400 kW (5750 Hp) 2240...3900 kW (5000 Hp)
6 kV 時的功率額定值範圍 最高可達 5970 kW (8006 Hp)

—
6.3 kV 時的功率額定值範圍 最高可達 6300 kW (8450 Hp)
6.6 kV 時的功率額定值範圍 最高可達 6570 kW (8810 Hp) 400...6000 kW (8000 Hp) 3000…5595 kW (7500 Hp)
6.9 kV 時的功率額定值範圍 最高可達 6870 kW (9210 Hp)

—10 kV 時的功率額定值範圍 最高可達 9950 kW (13,343 Hp)
11 kV 時的功率額定值範圍 最高可達 10,950 kW (14,686 Hp)
拓撲 串聯 H 形橋接器 CSI PWM
⾺達類型 感應式 感應式與同步式

控制電源 120V 60 Hz 、 240V 60 Hz 、 110V 50 Hz 
或 220/230V 50 Hz 220/240 V 或 110/120 V，單相 - 50/60 Hz (20 A)

輸入電壓額定值
2.4 kV 、 3 kV 、 3.3 kV 、 4.16 kV 、 6 kV 、
6.6 kV 、 6.9 kV 、 7.2 kV 、 10 kV 、 11 kV 、
13.8 kV

2.4 kV 、 3.3 kV 、 4.16 kV 、
6.6 kV 4.16 kV 、 6.6 kV

輸入電壓公差 額定值 ±10% 額定值 ±10%
輸入電壓驟降 額定值 -30% 額定值 -30%，額定值持續降低
輸入頻率 50/60 Hz，±5% 50/60 Hz，±5%
輸入功率因子 >0.95 >0.95 (AFE 整流器 )

輸入阻抗裝置 多相隔離變壓器
• 線路電抗器 (Direct-to-Drive AFE)
• 隔離變壓器 (AFE)
• 多相隔離變壓器 (18 脈波 )

一般變頻器系統效率(1) • 變頻器最高可達 500 kVA = 96%
• 變頻器超過 500 kVA = 96.5% >97.5% (Direct-to-Drive AFE)，>98% (18 脈波 )

變頻器噪音等級(2) • A 框架變頻器：80 dB(A)
• B 與 H 框架變頻器：<85 dB(A) <85 dB(A)

輸出電壓

0…2300/2400V 、 0…3000V 、 0…3300V 、
0…4000/4160V 、 0…6000V 、 0…6300V 、
0…6600V 、 0…6900V 、 0…10,000V 、
0…11,000V

0…2300V 、 0…3300V 、
0…4000V 、 0…6600V(3) 0…4000V 、 0…6600V(3)

過載能力
• 每 10 分鐘允許 110% 過載 1 分鐘 ( 正常負載 )
• 每 10 分鐘允許 150% 過載 1 分鐘 ( 重載 )

• 每 10 分鐘允許 110% 過載 1 分鐘 ( 正常負載 / 可變扭矩負載 )
• 每 10 分鐘允許 150% 過載 1 分鐘 ( 重載∕恆定扭矩負載 )

整流器組態 18 脈波至 54 脈波

• Direct-to-Drive 
( 無變壓器 AFE 整流器 )

• 有獨立隔離變壓器的 AFE
• 有整合式變壓器的 AFE
• 有獨立隔離變壓器的 18 脈波

• Direct-to-Drive ( 無變壓器 
AFE 整流器）

• 有獨立隔離變壓器的 AFE
• 有獨立隔離變壓器的 18 脈波

整流器開關 ⼆極體 SGCT (AFE 整流器 ) 、 SCR (18 脈波 )
變流器組態 脈寬調變式 (PWM) 電源模組 脈寬調變式 (PWM)
變流器開關 IGBT SGCT
輸出電流 THD <3% <5%
至⾺達的輸出波形 接近正弦的電流和電壓 接近正弦的電流和電壓
中壓隔離 光纖 光纖

控制方法

• 壓頻比
• 無感測向量控制 (SVC)
• 磁通向量控制 ( 無編碼器 )
• 有編碼器回授的磁通向量控制 ( 選配 )

• 數位無感測直接向量
• 搭載編碼器回授的全向量控制 ( 選配 )

速度調節
•  ±0.5%，使用 V/Hz 與 SVC 控制
• ≤ ±0.1%，使用開迴路向量控制
• ≤ ±0.01%，使用閉迴路向量控制

• 0.1%，無編碼器回授
• 0.01 0.02%，有編碼器回授

輸出頻率 0.3...120 Hz，速度範圍高達 200:1 (FVC CL)
• 0.2...75 Hz ( 標準 )
• 0.2...90 Hz ( 選配 )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品 PFLEX-SG003I-ZC-P - 2022 年 1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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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減速時間 0…3276 s 0…4800 s
快速啟動能力 是 是
停電⾃動重新啟動 是 是
再生⾺達制動 否 是
人機介面 10 in. 加強型彩色觸控螢幕 10 in. 加強型彩色觸控螢幕

語言
英文、中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俄文、德文、
法文、義大利文、波蘭文、韓文、日文、土耳其文、
捷克文

英文、中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俄文、德文、法文、
義大利文、波蘭文、韓文、日文、土耳其文、捷克文

外部數位輸入額定值  24V DC ( 標準 )，可使用 120/240V
• 50…60 Hz AC 或 DC
• 120…240 V – 1 mA

外部數位輸出額定值 24V DC 時的乾式接觸額定值，最大 2 A
• 50…60 Hz AC 或 DC
• 30…260 V – 1 A

類比輸入 (2) 隔離，0 10V DC (3) 隔離，4 20 mA 或 0...10V

類比輸出 (2) 非隔離：0…10V DC 或 4…20 mA (1) 隔離：4 20 mA，
(8) 非隔離：0…10V (600 Ω)

通訊協定 ( 選配 )
EtherNet/IP 、 Modbus RTU Follower RS-485 、
Modbus-TCP 、 Modbus-PLUS Follower RS-485 、
PROFIBUS RS-485

EtherNet/IP 、 RI/O 、 DeviceNet® 、 Lon Works 、
Can Open 、 PROFIBUS DP 、 RS-485 HVAC 、 Modbus 、
RS-485 DF1 、 Interbus 、 RS-232 DF1 、 ControlNet® 、 USB

⾺達電纜⻑度
• 最高可達 800 m (0.5 mi)
• 使用輸出 dv/dt 濾波器時最高可達 2 km (1.2 mi)
• 使用⾃訂濾波器時最高可達 10 km (6.2 mi)

30 km (18.6 mi)

安全性
• UL 版：機電與鑰匙安全機械互鎖 ( 標準 )
• IEC 版：機電互鎖 ( 標準 ) 與鑰匙安全機械互鎖

( 選配 )

• 鑰匙安全機械互鎖
• 安全關閉扭矩

數位安全性 • CIP Security™  合規設計 否 否

機殼
• IP31 ( 標準 )
• IP42 ( 選配 )

• IP21/NEMA 第 1 型 ( 標準 )
• IP42 ( 選配 )

耐電弧機殼 否 是，提供 ArcShield 選項

結構飾面

• 環氧樹脂粉末 - 烤漆
• 外觀 Sandtex 淺灰色 ( 類似 RAL 7035) 具⿊色紋理 

( 類似 RAL 8022) 紋理低壓門
• 內部 - 控制底板 - 高亮澤白 ( 類似 RAL 9003)

• 環氧樹脂粉末 - 烤漆
• 外觀 Sandtex 淺灰色 ( 類似 RAL 7035) 具⿊色紋理 

( 類似 RAL 8022) 紋理低壓門
• 內部 - 控制底板 - 高亮澤白 ( 類似 RAL 9003)

保護塗層 是 是

周圍溫度 ( 運轉中 )
• 0…40 °C (32…104 °F) ( 標準 )
• 0…50 °C (32…122 °F) ( 選配 )

• 0…40 °C (32…104 °F) ( 標準 )
• 0…50 °C (32…122 °F) ( 選配 )

周圍溫度 ( 存放 ) -25…+55 °C (-13…+133 °F) -40…+70 °C (-40…+158 °F)
相對濕度 最高 95% 不凝結 最高 95% 不凝結

海拔高度
• 0…1000 m (0…3280 ft) ( 標準 )
• 1001…5000 m (3284…13,123 ft) ( 選配 )(1)

• 0…1000 m (0…3280 ft) ( 標準 )
• 1001…5000 m (3284…16,404 ft) ( 選配 )(1)

設計標準 NEMA 、 ANSI 、 IEEE 、 UL 、 CSA 、 IEC 、
CE 、 EEMAC NEMA 、 ANSI 、 IEEE 、 UL 、 CSA 、 IEC 、 CE 、 EEMAC

方向 - 扭矩 向前與反向、迴轉 向前與反向、迴轉與再生 —
(1) 根據一般 4 極感應式⾺達。
(2) 無備援風扇選項。有備援風扇選項：<215 A 為 83 dB(A) 、 216...680 A 維持為 85 dB(A) 。
(3) 針對 Direct-to-Drive AFE 組態，最大輸出電壓約比輸入電壓小 3...4% 。

PowerFlex 變頻器比較 ( 續 )

功能
PowerFlex 6000T 全方位變頻器 PowerFlex 7000 特殊用途變頻器

氣冷式 氣冷式 液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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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壓交流變頻器 產品選型指南
一般應用負載扭矩系列
一般應用負載扭矩系列

應用
負載
扭矩

系列(1)

典型負載扭矩 ( 全負載扭矩的 %)(2)
增加啟動扭
矩是否需要

編碼器？

一般
過載額

定值 (%)

需要的
變頻器

工作負載額
定值

是否需要
再生制動
或減速？

建議的變頻器
分離 加速 峰值

運轉

風扇
( 離心，
周圍 )

阻尼器已關閉 VT 25 60 50 否 110 正常 確認(3) PowerFlex 6000G/T

阻尼器開啟 VT 25 110 100 否 110 正常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風扇 
( 離心，
熱氣 )

阻尼器已關閉 VT 25 60 100 否 110 正常 檢查 (3) PowerFlex 6000G/T

阻尼器開啟 VT 25 200 175 否 ⾃訂(4) ⾃訂 (4)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風扇 
( 螺旋槳，軸流 ) VT 40 110 100 否 150 重載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窯爐 
( 旋轉，已裝載 ) CT 250 125 125 是 ⾃訂 (4) ⾃訂 (4)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風箱 
( 離心 )

阻尼器已關閉 VT 30 50 40 否 110 正常 檢查 (3) PowerFlex 6000G/T
阻尼器開啟 VT 40 110 100 否 150 重載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切碎機  ( 木頭 )，
空載啟動 CT 50 40 200 否 ⾃訂 (4) ⾃訂 (4)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幫浦

離心，
排出口開啟 VT 40 100 100 否 110 正常 檢查 (3) PowerFlex 6000G/T

離心，
排出口已關閉 VT 40 75 75 否 110 正常 檢查 (3) PowerFlex 6000G/T

油田飛輪 CT 150 200 200 是 ⾃訂 (4) ⾃訂 (4)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螺旋槳 VT 40 100 100 否 110 正常 檢查 (3) PowerFlex 6000G/T
風扇幫浦 VT 40 100 100 否 110 正常 檢查 (3) PowerFlex 6000G/T
往復式∕
正位移式 CT 175 30 175 是 ⾃訂 (4) ⾃訂 (4)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螺旋式，乾啟動 VT 75 30 100 否 110 正常 檢查 (3) PowerFlex 6000G/T
螺旋式，已灌
注，排出口開啟 CT 150 100 100 是 150 重載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泥漿處理，
排出口開啟 CT 150 100 100 是 150 重載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渦輪，離心，
深井 VT 50 100 100 否 110 正常 檢查 (3) PowerFlex 6000G/T

葉片式，
正位移式 CT 150 150 175 是 ⾃訂 (4) ⾃訂 (4)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分離器，空氣 
( 風扇類型） VT 40 100 100 否 110 正常 檢查 (3) PowerFlex 6000G/T

電動水中型
[ESP] VT 20…100 評估 評估 否 ⾃訂 (4) ⾃訂 (4)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壓縮機

軸向葉片，
已裝載 VT 40 100 100 否 110 正常 檢查 (3) PowerFlex 6000G/T

往復式，無負載
啟動 CT 100 100 100 是 150 重載 檢查 (3) PowerFlex 6000G/T

輸送帶

皮帶式，已裝載 CT 150 130 100 是 150 重載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拖曳式 CT 175 150 100 是 ⾃訂 (4) ⾃訂 (4)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螺旋式，已裝載 CT 200 100 100 是 ⾃訂 (4) ⾃訂 (4) 是 PowerFlex 7000
擠壓機 
( 橡膠或塑膠 ) CT 150 150 100 是 ⾃訂 (4) ⾃訂 (4)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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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壓交流變頻器 產品選型指南
攪拌機

化學 CT 175 75 100 是 ⾃訂 (4) ⾃訂 (4)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液體 CT 100 100 100 是 150 重載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泥漿 CT 150 125 100 是 150 重載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固體 CT 175 125 175 是 ⾃訂 (4) ⾃訂 (4)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碎漿機 VT 40 100 150 否 ⾃訂 (4) ⾃訂 (4)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密閉式 CT 200…250 評估 評估 是 ⾃訂 (4) ⾃訂 (4)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攪拌機
液體 CT 100 100 100 是 150 重載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泥漿 CT 150 100 100 是 150 重載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研磨機

糖 CT 150 評估 評估 是 130 重載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立式輥
( 生料研磨機 ) CT 未裝載 - 30

已裝載 - 評估 評估 評估 是 150 重載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轉動 CT 評估 評估 評估 是 ⾃訂 (4) ⾃訂 (4) 檢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球磨與 SAG 研磨 CT >150…225 評估 評估 是 ⾃訂 (4) ⾃訂 (4) 是 PowerFlex 7000

拖索挖機

斗輪挖掘機
與取料機 CT >150 評估 評估 檢查 (4) 175…225 重載 是 PowerFlex 7000

拖索挖機 CT >150 評估 評估 檢查 (4) 175…225 重載 是 PowerFlex 7000
起重機與吊車 CT 評估 評估 評估 檢查 (4) 150 重載 是 PowerFlex 7000

冷卻器 冷卻器 CT 評估 評估 評估 檢查 (4) 110 正常 檢查 (3) PowerFlex 6000
推進器 船舶螺旋槳 CT >120 評估 評估 是 ⾃訂 (4) ⾃訂 (4) 是 PowerFlex 7000

(1) CT：恆定扭矩，VT：可變扭矩。
(2) 深色部分的負載扭矩屬性可能會影響 PowerFlex 6000T 變頻器額定值。請與 Rockwell Automation 中壓商用工程或您當地的 Allen-Bradley 經銷商聯絡。
(3) 若需要再生及∕或快速減速，請選用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
(4) 請與 Rockwell Automation 中壓商用工程或您當地的經銷商聯絡以瞭解變頻器額定值。

一般應用負載扭矩系列 ( 續 )

應用
負載
扭矩

系列(1)

典型負載扭矩 ( 全負載扭矩的 %)(2)
增加啟動扭
矩是否需要

編碼器？

一般
過載額

定值 (%)

需要的
變頻器

工作負載額
定值

是否需要
再生制動
或減速？

建議的變頻器
分離 加速 峰值

運轉
10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品 PFLEX-SG003I-ZC-P - 2022 年 11 月



PowerFlex 中壓交流變頻器 產品選型指南
PowerFlex 6000T 中壓
交流變頻器

PowerFlex 6000T 變頻器提供成熟的技術，動力結
構穩健，且小巧設計中兼具有安全與智慧功能。
TotalFORCE® 技術提供了易於使用的控制功能與優
質整合功能，有助於縮短試運轉時間，並在整個變
頻器生命週期中增加變頻器與流程運作時間。

功能
• 適合所有應用 (6000G/6000T) 的壓頻比、

無感測向量控制
• 適合需要高啟動扭矩與低速運作之應用 

( 僅 6000T) 的磁通向量控制
• 支援無輸出濾波器時最高可達 800 m 

(2625 ft) 以及使用濾波器時最高可達 10 km
(6.2 mi) 的⾺達電纜距離

• ⾃動單元旁通允許在降低容量的狀態下持續運作以將停機時間降到最低，還不會增加變頻器尺⼨
• 支援 EtherNet/IP 與各種其他通訊模組
• 小巧設計，同類產品中佔地面積最小，可選三種框架尺⼨ ( 額定電壓範圍 2.3 6.6 kV，額定電流範圍：≤ 70 A 、

71...140 A 與 141...215 A)
• 經強化的 NEMA 第 1 型∕ IP31 或 IP42 ( 選配 ) 機殼設計有正面操作門，以便於維護，並內建安全功能，比如機電互

鎖 ( 標準 ) 與鑰匙安全機械互鎖 ( 選配 )
• 同步傳輸與旁通功能 ( 電壓範圍 2.4…11 kV) 允許一部變頻器最多啟動 10 部⾺達，最高可到 680 A ( 總計高達 

3000 A)
• 可在不增加變頻器尺⼨的情況下選用突波吸收器
• 多層串聯 H 形橋接器設計提供含變頻器與變壓器在內的 96.5% 效率
• 透過優質整合可輕鬆在 Studio 5000 環境中進⾏設定、整合與顯⽰，幫助使用者將各類變頻器資產整合到 Logix 控

制專案中，同時保證體驗的一致性。 PowerFlex 6000T 外掛設定檔集預先設定好的資料轉譯器、視覺使用介面以
及資料設定程式於一體，也是將變頻器資料上游傳送到較高層控制系統中的主要工具。

•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軟體平台具有完整的裝置設定檔支援 - 用一個軟體套件便能輕鬆設定、程
式設計與顯⽰ ( 可連線至該裝置或離線使用 )

• 透過較大的 10 in. 彩色觸控螢幕加強型 HIM (eHIM)，提供簡化且更直覺的 On-Machine 控制、監控與診斷使用經驗 
• 廣泛的輸入電力監控功能 - kW 、 kVA 、 kVAR 、已消耗 kWh 與 MWh 以及功率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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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時預測與預防性維護診斷系統可預測風扇壽命、監控變頻器與重要元件的壽命需求並防止意外停機。
• 可在所有控制模式下，以固有的方式控制高達 120 Hz 輸出頻率的高速應用
• 支援 CIP Security 功能，可支援您的深度防禦策略並防範所有網路資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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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壓交流變頻器 產品選型指南
同步傳輸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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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要求，用於緩啟動大型⾺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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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延⻑⾺達的使用壽命，也可
減少使用者的投資和營運成本。

• 提供 2.4...11 kV
• 可用一部變頻器最多啟動 10 部⾺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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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therNet/IP 與各種其他通訊模組

NEMA 3R 機殼

PowerFlex 6000T 採用適合戶外應用的 NEMA 3R 機殼。 A 與 B 框架變頻器均可使用該機殼。該變頻器幾乎可安裝在任
何地點，節省了工廠的空間。

• 提供步入式與非步入式兩種機殼
• 有強制冷卻型與空氣對空氣熱交換器兩種設計
• 也提供 IP54 機種 
• 無需混凝土座
• 作業溫度範圍：-40…+50 °C (-40…+122 °F)
• 採用 PLC 控制式機殼熱管理系統以達到最佳能源效率
• 可選配採用空氣對空氣熱交換器設計的封閉迴路式內部冷卻系統
• 安裝簡單：輸入與輸出線路各三條電纜
• 將濾波器維護降到最低
• 降低整體擁有成本

VFD

M2 M1

+X%

X%

-X%
*

*

2 號⾺達變頻器輸出
與旁通機櫃

1 號⾺達變頻器輸出
與旁通機櫃

變頻器輸入與輸出機櫃 控制與顯⽰∕
輸出電抗器機櫃

變頻器機櫃

固定頻率匯流排

變頻匯流排

保護繼
電器

保護繼
電器

點 I/O點 I/O點 I/O

變頻器輸出
隔離開關

輸出電抗器

至監控系統

旁通
接觸器

旁通
接觸器

輸入接觸器

輸入 PT旁通 PT

輸出 PT 輸出 PT

輸出
接觸器

輸出
接觸器

EtherNet/IP

LV 控制盤

控制變壓器

* 顯⽰了簡化的電力配線。配線進出經由機櫃頂板或底板的操作口。

旁通 PT

控制變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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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壓交流變頻器 產品選型指南
TotalFORCE 技術

TotalFORCE 技術可助您的應用提升產量、改善品質並縮短停機時間。

提高應用的產量

透過出色的追踪功能，變頻器可立即依循速度或扭矩指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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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助於提高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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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要求嚴苛的應用中維持速度調節。

減少設備停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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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機。

此外，變頻器內的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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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載 固定/調整負載

負載變化

減少意外停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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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壓交流變頻器 產品選型指南
產品型號說明

請用以下型號表瞭解中壓變頻器的組態。本節之範例非供產品選型使用。並非所有組合都會產生有效的產品型號。有關
產品上市時間的問題，請與您的 Allen-Bradley 經銷商聯絡。

如需詳細的產品選型、變頻器選項、規格、尺⼨與重量等資訊，請參閱出版物 6000-TD100 Medium Voltage AC Drives
Technical Data 。

6000T – A A 140 M J 6 AJ – J HE E – … 等等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a b c d
型號編號 變頻器框架尺寸 工作負載 變頻器電流額定範圍

代碼 說明 代碼 說明 代碼 說明 代碼 說明
6000G PowerFlex 6000G A 「A」框架 ( 氣冷式 )

A
正常負載，海拔高度 0...1000 m 。

最高周圍溫度 40 °C (104 °F)，每 10 分鐘
允許 110% 或 120% 過載持續 1 分鐘

15 15 A
6000T PowerFlex 6000T B 「B」框架 ( 氣冷式 ) 680 680 A

H 「H」框架 ( 氣冷式 )

C
重載，海拔高度 0...1000 m 。

最高周圍溫度 40 °C (104 °F)，每 10 分鐘
允許 150% 過載持續 1 分鐘

Z
⾃訂組態 ( 請聯絡您當地的 

Rockwell Automation 業務辦公室或 
Allen-Bradley 經銷商 )

e f g h
機殼類型 額定系統電壓 線路頻率 控制電壓

代碼 說明 代碼 說明 代碼 說明 代碼 說明 代碼 說明

D 1 型 /IP21 
( 附機門墊圈 )

A 2400V L 7200V 5 50 Hz AG 110V
B 3000V P 8320V 6 60 Hz AJ 120V

M IP31 ( 附機門墊圈 )
C 3300V R 10,000V AL 220V
E 4160V S 11,000V AN 230V

K IP42 ( 附機門墊圈 )
G 4800V T 11,500V AP 240V
D 5500V M 12,000V
F 6000V U 12,470V
H 6300V V 13,200V
J 6600V W 13,800V
K 6900V

i j k l
正常負載 ( 馬達 ) 電壓 變壓器效率 變頻器認證 選項

代碼 說明 代碼 說明 代碼 說明 代碼 說明
A 2300V/2400V HE 高效率 - 銅 E IEC 請參閱 PowerFlex 6000T 中壓

變頻器選項清單。B 3000V SE 標準效率 - 銅 U UL
C 3300V SA 標準效率 - 鋁
E 4000V/4160V
D 5500V
F 6000F
H 6300V
J 6600V
K 6900V
R 10,000V
S 11,0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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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壓交流變頻器 產品選型指南
PowerFlex 7000 中壓交流變頻器
我們的 PowerFlex 7000 中壓變頻器產品組合包含氣冷式與水冷式
變頻器、具有擴充功率組態的變頻器以及海運及船舶應用專用的變
頻器。

PowerFlex 7000 氣冷式變頻器

對於電壓為 2.4 6.6 kV 時功率為 150 6000 kW (200 8000 Hp)
的⾺達，本變頻器提供不同的框架尺⼨和散熱槽或熱管線組態，以適
應各種功率範圍。

PowerFlex 7000 擴充功率組態

這些最高可達 25,400 kW (34,000 Hp) 的高功率氣冷與液冷式變頻器
模組均為有效的解決方案，有助於進⾏熱備份和備援、負載換相式
變流器 (LCI) 改良和功率升級。

PowerFlex 7000 液冷式變頻器

對於電壓為 4.16 6.6 kV 時功率為 2240 6340 kW (3000 8500 Hp) 的⾺達，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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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Flex 7000 海運及船舶用變頻器

這款液冷式海運及船舶用變頻器的額定功率為 600 kW 至 24 MW (800 32,000 Hp)，並採用 Direct-to-Drive 技術以節省
空間和重量，可承受海上的嚴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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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PowerFlex 7000 交流變頻器提供高效能控制選項，並可選擇耐電弧機殼，可以發揮更大的彈性。
• 可控制感應或同步交流⾺達 ( 正常負載或重載 ) 的速度、扭矩與方向
• 廣泛的功率範圍：150…25,400 kW (200…34,000 Hp) 
• 接近正弦的電流與電壓波形可允許使用標準⾺達
• EtherNet/IP 通訊介面。不同網路通訊協定的選用介面
• 運用能夠監測變頻器元件健康狀況的內建診斷及偵測功能幫助減少停機時間
• 透過同步旁通與傳輸控制多個⾺達系統
• 透過 Direct-to-Drive 技術，無需安裝龐大的隔離變壓器，降低了系統的尺⼨與重量，同時提高了效率
• 彈性的輸入組態，包括：Direct-to-Drive ( 無變壓器 ) 、採用獨立或內建隔離變壓器的再生電源供應器以及有獨立變

壓器的 18 脈波整流器
• 固有的四象限變頻器運作提供再生能力，無需額外的硬體即可實現高效的⾺達制動
• 根據 IEC 61508 和 ISO 13849-1 標準，安全關閉扭矩選項可支援最高可達並包含 SIL 3 、 PLe 的應用，有助於保護

人員與財產安全
• TorqProve ™  驗證機械式煞車在停止時能控制負載，並在零速度下提供 100% 的維持扭矩
• 再生電源供應器組態同時支援安全關閉扭矩及 TorqProve 功能
• ⾺達電纜距離最高可達 30 km (18.6 mi)，使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非常適合用於陸地或海上鑽油平台應用
• 使用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應用程式與 Logix 控制平台進⾏優質整合，縮短開發與整合的時間 
• 提供遠端監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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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rcShield 技術的 PowerFlex 7000

使用 ArcShield 技術的 PowerFlex 7000 變頻器可明顯降低電弧閃光危險，並將與電子設備營運及維護有關的風險降到
最低。 ArcShield 技術可用於 AFE Direct-to-Drive 組態，旨在保護員工，最大限度地減少意外中斷與停機。

• 第一款額定值為 50 kA 的耐電弧中壓變壓器具有完整再生能力
• 透過專利的增壓設計轉移電弧閃光能量以遠離人員
• 包含輸入啟動器與變頻器組合的全整合式解決方案
• 與現有的 Allen-Bradley 耐電弧 MCC 相容
• 可用於 40 kA 或 50 kA 電弧故障分級
• 2B 型防護含可在低電壓時開啟機門

項目 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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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氣體與物質可藉增壓排氣系統，向上由機殼頂部排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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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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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機櫃結構健全，包含加強側板、櫃門、頂部及背板，專為提升堅固性⽽設計，以便容納電弧故障能量。
6 使用高強度絞鍊、鎖扣及螺栓將櫃門牢固安裝於機櫃上，以增加防護性。
7 專利的⾃動關閉排氣孔接入板，能避免電弧閃光氣體由前部的進氣口逸出。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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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型號說明

請用以下型號表瞭解中壓變頻器的組態。本節之範例非供產品選型使用。並非所有組合都會產生有效的產品型號。有關
產品上市時間的問題，請與您的 Allen-Bradley 經銷商聯絡。

7000 – A 40 D A RPDTD 1… 等等
a b c D e f g

a b
型號編號 工作負載∕海拔⾼度代碼

代碼 說明 代碼 說明

7000A 「A」框架 ( 氣冷式 ) A 正常負載，0 1000 m
周圍溫度最高 40 °C (104 °F)

7000 「B」框架 ( 氣冷式 )

B

正常負載，海拔高度 1001...5000 m
周圍溫度下降 ( 從 40 °C [104 °F] 開始 )

1001…2000 m = 37.5 °C (99.5 °F) 
2001…3000 m = 35 °C (95 °F) 

3001…4000 m = 32.5 °C (90.5 °F) 
4001…5000 m = 30 °C (86 °F) 

7000L C 框架 ( 液冷式 )

c C 重載，海拔高度 0...1000 m，周圍溫度最高 40 °C (104 °F)
變壓器電流額定值

D 重載，海拔高度 1001...5000 m 。降低周圍溫度
( 從 40 °C [104°F] 開始 ) - 與上面的代碼 「B」相同代碼 說明

40 40 A E 正常負載，海拔高度 0...1000 m 。周圍溫度最高 35 °C (95 °F)
46 46 A

F

正常負載，海拔高度 1001...5000 m 。
周圍溫度降低 ( 從 35 °C [95 °F] 開始 )

1001...2000 m = 32.5° C (90.5 °F)
2001...3000 m = 30° C (86 °F) 

3001...4000 m = 27.5° C (81.5 °F) 
4001...5000 m = 25° C (77 °F) 

53 53 A
61 61 A
70 70 A
81 81 A
93 93 A G 重載，海拔高度 0...1000 m 。周圍溫度最高 35 °C (95 °F)

105 105 A J 正常負載，海拔高度 0...1000 m 。周圍溫度最高 50 °C (122 °F)
120 120 A L 重載，海拔高度 0...1000 m 。周圍溫度最高 50 °C (122 °F)
140 140 A N 正常負載，海拔高度 0...1000 m 。周圍溫度最高 20 °C (68 °F)
160 160 A

Z ⾃訂組態 ( 請聯絡您當地的 Rockwell Automation 業務辦公室或 
Allen-Bradley 經銷商 )185 185 A

215 215 A
250 250 A
285 285 A d
325 325 A 機殼類型
375 375 A 代碼 說明
430 430 A D 1 型∕ IP21 ( 附機門墊圈 )
495 495 A K IP42 ( 附機門墊圈 )
575 575 A
625 625 A
657 657 A
720 72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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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的產品選型、變頻器選項、規格、尺⼨與重量等資訊，請參閱出版物 7000-TD010 PowerFlex 7000 Medium
Voltage AC Drives Technical Data 。

7000 – A 40 D A RPDTD 1… 等等
a b c D e f g

e f
電源電壓∕控制電壓∕控制電源變壓器 (C.P.T.) 選型 整流器組態∕線路阻抗類型

框架尺寸
電壓

頻率 (Hz)
代碼 代碼 說明

額定線路 控制 有 C.P.T.(1)

(1) 您必須選擇控制電源變壓器改型 (6 、 6B... 等等 ) 才能確定變壓器規格。

無 C.P.T.(2)

(2) 控制電路電源從獨立∕外接電源供應。

RPDTD AFE 整流器搭配內建線路電抗器
和 Direct-to-Drive 直流鏈

「A」框架

2400
120

60
A AD

120…240 AA —
RPTX AFE 整流器，可連接至獨立隔離

變壓器 ( 標準直流鏈 )3300
110

50
CY CDY

220 CP CDP

4160

110
50

EY EDY
RPTXI AFE 整流器搭配內建隔離變壓器 

( 標準直流鏈 )(3)

(3) RPTXI 組態僅適用於 「A」框架組態。

220 EP EDP
120

60
E ED

R18TX 18 脈波整流器，可連接至獨立隔
離變壓器 ( 標準直流鏈 )(4)

(4) R18TX 組態僅適用於 「B」和 「C」框架組態。

120…240 EA —

6600

110
50

JY JDY
220 JP JDP

110…220 JAY — g
120

60
J JD 選項

240 JA — 代碼 說明

「B」和
「C」框架

2400
208

60
AHD 請參閱 PowerFlex 7000 中壓 

變頻器選項清單。480 ABD
600 ACD

3300
230

50
CPD

380 CND
400 CKD

4160

230
50

EPD
380 END
400 EKD
208

60
EHD

480 EBD
600 ECD

6600

230
50

JPD
380 JND
400 JKD
208

60
JHD

480 JBD
600 J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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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頻器選項
PowerFlex 中壓變頻器提供一系列可滿足您應用各種需求的選項。可在進⾏人機介面、通訊、變頻器系統設定、功能安
全與⾺達控制等操作時選擇這些以及更多選項，也可訂購搬運設備用的工具。

如需可用選項的完整清單，請依您的變頻器參閱以下資料：
• 出版物 6000-TD100，PowerFlex 6000 Medium Voltage AC Drives Technical Data
• 出版物 7000-TD010，PowerFlex 7000 Medium Voltage AC Drives Technical Data

機門安裝式人機介面

兩個變頻器系列均提供機門安裝式介面選項，包括各種指⽰燈與啟動或停止按鈕開關以及人機介面模組 (HIM) 等。 HIM
可方便進⾏變頻器設定、監控與本機控制。

PowerFlex 6000T 變頻器提供有直覺式彩色觸控螢幕的加強型人機介面。 PowerFlex 7000 提供本機與遠端安裝式人機
介面選項。

隔離式類比訊號介面

可選擇輸入速度參考或輸出速度、電壓或電流參考選項。最多可選擇四種輸出選項。

通訊模組

提供以下用於工業網路通訊的選項及更多內容：
• EtherNet/IP
• 雙埠 EtherNet/IP
• Modbus
• PROFIBUS
• PROFINET

備援選項

備援風扇與電源供應器選項可幫助您保持系統持續運作。

I/O 模組選項及選項卡

PowerFlex 6000T 控制桿可依您所需加入數位∕類比 I/O 卡及多種選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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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殼類型

1 型∕ IP21 ( 一般用途 )

1 型∕ IP21 機殼之設計主要是供室內使用，可提供一定程度的防護，避免與位於無異常使用條件之地點的封閉設備接觸。
本機殼採用鋼板製成，並經過抗腐蝕處理。

1 型∕ IP21 ( 附機門墊圈 )

1 型∕ IP21 ( 附機門墊圈 ) 機殼與 1 型∕ IP21 機殼完全相同，只是在機門周圍增加了墊圈。這是為了提供額外的防護，
以免污染物滲入。本機殼採用鋼板製成，並經過抗腐蝕處理。

1 型∕ IP42 ( 附機門墊圈 )

1 型∕ IP42 機殼設計供室內使用，可提供一定程度的防護，不僅能避免與封閉設備接觸，還能防止多數線材、螺絲等等
( 直徑超過 1 mm) 進入，並預防水滴以高達 15° 的角度垂直落下。本機殼採用鋼板製成，並經過抗腐蝕處理。

12 型∕ IP52 ( 防塵 )

12 型∕ IP52 機殼設計供室內使用，可為人員提供一定程度的防護，以免意外接觸封閉設備，還可防塵，避免污染物掉
落，以及預防水滴以高達 15° 的角度垂直落下。本機殼採用鋼板製成，並經過抗腐蝕處理。

3R 型 ( 戶外無步入式 )

3R 型無步入式機殼採用門中門結構。此機殼主要是供室內或室外使用，可為人員提供一定程度的防護，以免意外接觸封
閉設備，並有效預防落塵、降雨、冰霰與降雪。設備不會因機殼上的積雪⽽受損。本機殼採用鋼板製成，並經過抗腐蝕
處理。

結構改造

耐電弧

耐電弧機殼將在內部電弧故障時釋出的能量遠離人員與相鄰的設備，並導向至可安全容納及通風的增壓室或管道中。在
耐電弧機殼中，電弧事件不會影響到可⾃由操作之機殼前後與兩側的完整性，或將低電壓控制隔離的牆面或儀器區。

Seismic 認證

Seismic 機殼一般有較大的門檻管道及強化過的結構連接件，故機櫃更堅固。還有額外的機械圖說明尺⼨、重量以及
重心。
Rockwell Automation 出版品 PFLEX-SG003I-ZC-P - 2022 年 11 月 21



PowerFlex 中壓交流變頻器 產品選型指南
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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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源
這些文件包含與 Rockwell Automatio 產品相關的其他資訊。您可至下列網址檢視或下載出版物：rok.auto/literature 。

資源 說明
PowerFlex 6000 Medium Voltage Variable Frequency Drive 
Firmware, Parameters, and Troubleshooting Manual，
出版物 6000-TD004

提供關於變頻器功能、參數與故障檢測等詳細資訊。

PowerFlex 6000 Medium Voltage Variable Frequency Drive User 
Manual，出版物 6000-UM002 提供日常變頻器重複使用、人機介面與維護工作的說明。

PowerFlex 6000 Medium Voltage AC Drives Technical Data，
出版物 6000-TD100

提供有關技術規格、認證、尺⼨、電纜考量、變頻器扭矩能力及產品選型表的
資訊

PowerFlex 6000 Medium Voltage Variable Frequency Drive 
Shipping and Handling Manual，出版物 6000-IN008 提供中壓變頻器與相關設備的運送與搬運說明。

PowerFlex 6000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出版物 6000-IN006 提供變頻器安裝、尺⼨、要求說明及配線資訊。
PowerFlex 6000T Drives Programming Manual，
出版物 6000-PM100 提供關於變頻器功能、程式設計參數與故障檢測及警報的詳細資訊。

PowerFlex 6000T Drives Hardware Service Manual，
出版物 6000-TG100 提供日常變頻器重複使用、人機介面與維護工作的說明。

PowerFlex 6000T Drives Shipping and Handling Product 
Information，出版物 6000-PC100 提供運送與搬運 PowerFlex6000T 變頻器及相關設備的說明。

PowerFlex 6000T Drives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出版物 6000-IN100 提供 PowerFlex 6000T 變頻器與相關設備的安裝說明。

PowerFlex 7000 AC Drive A Frame User Manual，
出版物 7000A-UM200

提供有關氣冷式 A 框架中壓變頻器之硬體更換、概要、控制與功率元件定義、維
護與規格的詳細資訊。

PowerFlex 7000 AC Drive B Frame User Manual，
出版物 7000A-UM202

提供有關氣冷式 B 框架中壓變頻器之硬體更換、概要、控制與功率元件定義、
維護與規格的詳細資訊。

PowerFlex 7000 AC Drive C Frame User Manual，
出版物 7000A-UM303

提供有關液冷式 C 框架中壓變頻器之硬體更換、概要、控制與功率元件定義、維
護與規格的詳細資訊。

PowerFlex 7000 Series Safe Torque Off User Manual，
出版物 7000-UM203

提供 PowerFlex 7000 安全關閉扭矩選項的安全需求、安裝、設定以及預防性維
護的相關資訊。

PowerFlex 7000 HMI Offering User Manual，出版物 7000-UM201 提供有關 PowerFlex 7000 HMI 介面卡的設定、安裝、操作、更新與故障檢測的
詳細資訊。

PowerFlex 7000 Medium Voltage AC Drives Technical Data，
出版物 7000-TD010

提供有關技術規格、認證、尺⼨、電纜考量、變頻器扭矩能力及產品選型表的
資訊

PowerFlex 7000 Medium Voltage AC Drives Troubleshooting 
Guide，出版物 7000-TG002

提供所有 PowerFlex 7000 中壓變頻器的故障與警告訊息、零件及故障與警告
代碼。

PowerFlex 7000 AC Drive Transportation and Handling 
Procedures，出版物 7000-IN008 提供中壓變頻器與相關設備的接收與搬運說明。

PowerFlex 7000 AC Drive Medium Voltage AC Drive Parameter 
Manual，出版物 7000-TD002 提供所有 PowerFlex 7000 中壓變頻器的完整參數清單。

PowerFlex 7000 AC Drive B Frame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
出版物 7000-IN007 提供 PowerFlex 7000 B 框架變頻器的詳細安裝與預試運轉程序及相關資訊。

System Security Design Guidelines Reference Manual，
出版物 SECURE-RM001

提供如何執⾏安全評估、將 Rockwell Automation 產品建置於安全系統中、
強化控制系統、管理用戶存取及棄置設備。

Safety Guidelines for the Application,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olid-state Control，出版物 SGI-1.1

此固態控制設備應用、安裝和維護的一般指南是用於搭配 NEMA 標準出版物編
號 ICS 1.1-1987，並隨著個別裝置或以固態元件包裝組件的型式提供。

Industrial Automation Wiring and Grounding Guidelines，
出版物 1770-4.1 提供安裝 Rockwell Automation 工業用系統的一般指導原則。

產品認證網站，rok.auto/certifications 。 提供合規聲明、證書和其他認證詳細資訊。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td/6000-td004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um/6000-um002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td/6000-td100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in/6000-in008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in/6000-in006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pm/6000-pm100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tg/6000-tg100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pc/6000-pc100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in/6000-in100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um/7000a-um200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um/7000-um202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um/7000l-um303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um/7000-um203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um/7000-um201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td/7000-td010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tg/7000-tg002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in/7000-in008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td/7000-td002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in/7000-in007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rm/secure-rm001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in/sgi-in001_-en-p.pdf
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in/1770-in041_-en-p.pdf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tw/support/documentation/product-certifications.html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tw/support/documentation/literature-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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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well Automation 技術支援
請利用以下資源來獲取支援資訊。

說明⽂件意⾒回饋
您的意⾒將有助我們提供更佳的服務，滿足您對文件的需求。如有關於如何改善本文件的任何建議，
請填妥在 rok.auto/docfeedback 的表格。

技術支援中心 尋求包含操作指導影片、常⾒問答、交談、使用者論壇、知識庫和產品通知更
新等的說明資訊。 rok.auto/support

本地技術支援電話號碼 尋找您所在國家 / 地區的服務電話號碼。 rok.auto/phonesupport
技術檔案中心 快速存取與下載技術規格、安裝指⽰與使用手冊。 rok.auto/techdocs
⽂獻資料庫 尋找安裝說明、手冊、小手冊和技術資料出版物。 rok.auto/literature
產品相容性和下載中心 (PCDC) 下載韌體、相關檔案 （例如 AOP 、 EDS 與 DTM）及取得產品版本資訊。 rok.auto/pcdc

Rockwell Automation 在其網站上提供最新的產品環境合規資訊：rok.auto/pec 。

Allen-Bradley 、 ArcShield 、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 Connected Enterprise 、 Direct-to-Drive 、 expanding human possibility 、 PowerFlex 、
RealSine 、 Rockwell Automation 、 Studio 5000 、 TorqProve 與 TotalFORCE 均為 Rockwell Automation, Inc. 的商標。
CIP Security 、 ControlNet 、 DeviceNet 與 EtherNet/IP 均為 ODVA, Inc. 的商標。
凡不屬於 Rockwell Automation 之商標均為其所屬公司所有。

請與我們聯絡。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tw/support.html
https://rok.auto/phonesupport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tw/support/documentation.html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tw/support/documentation/literature-library.html
https://rok.auto/pcdc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du/ra-du002_-en-e.pdf
https://rok.auto/docfeedback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zh-tw/company/about-us/sustainability/product-environmental-compliance.html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
https://www.facebook.com/ROKAutomation
https://www.instagram.com/rokautomation/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rockwell-automation
https://twitter.com/ROK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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