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生产率，
延长正常运行时间

PowerFlex® 755T 交流变频器针对严苛的工业应用
提供灵活、高性能的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强大的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满足严苛的工业应用需求
让工厂生产率实现质的飞跃

工业制造商凭借采用 TotalFORCE® 技术的
PowerFlex®755T 变频器应对最严峻的挑战：
• 提升工厂生产率

• 最大程度缩短停机时间

全新 PowerFlex 755TS 变频器是新一代工业变频器的
佼佼者，其设计的性能旨在满足用户的各种应用需求。
这是首款采用 TotalFORCE 技术的六脉冲变频器，不仅
提供灵活、高性能的电机控制解决方案，还增加了实时
运营智能以及基于实际应用自动调优的功能。

• 降低能源成本

PowerFlex  755TL  变频器通过采用有源前端技术，支
持谐波抑制和功率因数校正。

PowerFlex 755T 交流变频器能帮助您
充分利用您的资产和生产时间

PowerFlex  755TM  变频器可选再生和非再生公共直
流母线，在多电机应用场合中可以有效降低能耗并节省
安装空间。

无论您身处什么行业，是在管理旧型设备和系统，还是
在设计新工厂，罗克韦尔自动化的智能电机控制解决方
案均可帮助您实现生产率目标。

专利  TotalFORCE  技术赋予您灵活、高性能的电机控制
解决方案，从而满足各类应用需求。

PowerFlex  755TR  变频器利用再生有源前端技术将
100%  电能回馈给电网。此外还提供谐波抑制和功率因
数校正。

此外，该系列产品还增加了实时运营智能以及基于实际
应用自动调优的功能，确保您始终保持最佳运营状态。

PowerFlex 755TL、
755TR 和 755TM 变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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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755TS 变频器

省时的设计

随时应您所需

和功能

我们的资深现场服务专家为您提供额外支持，
帮助改善设备运行状况，并确保其长期性能。

简化安装和维护

PowerFlex755T  全系列变频器均易于安装、调试和维护。
其设
计方便用户接触可轻松安装、拆卸和维修的紧凑型组件。变频
器采用基于插槽的硬件架构，使您能够灵活地选择多达 5 种选
件卡，以满足输入/输出、
通信、
安全性和反馈的应用需求。

解决空间局促的难题

PowerFlex  755TS  变频器体积更小，性能更强，可充分利用您
的空间和投资。
PowerFlex  755TL、TR  和  TM  变频器采用落地安装方式，提供
市场领先的功率密度，安装、
维修和更换简便：
• 可轻松拉出功率模块进行维修，而无需断开电源线

升级和迁移服务

提供交钥匙工程服务，帮助您从早期平台迁移
到我们的最新技术。

变频器启动

现场服务专员检查并验证变频器的安装是否
符合工厂标准，必要时微调变频器并根据实际
应用调整参数。另外对变频器进行调试，确保
其正常运行并发挥最佳性能。

预防性维护

年度或定制协议有助于延长硬件的生命周期
并优化其性能。

• 便捷操作关键组件

• 可选进线/出线仓，支持从机柜顶部进出线

“在 FactoryTalk Studio 5000®
设计环境中可以轻松实现配置、
集成和可视化”

简化变频器配置和编程

PowerFlex 变频器提供各种简单易用的软件包和工具， FactoryTalk®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环境
使配置和编程工作更加快捷和简便。
• 实现与 Logix 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的最佳集成
本地或远程 PowerFlex HIM
• 为配置和编程整套控制和设备系统提供统一开发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软件

• 免费软件提供直观的界面和启动向导，帮助用户顺利
使用变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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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 自动生成与变频器相关的数据，简化配置并避免
不一致错误
• 轻松查询系统、
机器和诊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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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FORCE 技术

提升了变频器开箱即可的生产率
将变频器转化为战略优势

采用 TotalFORCE 技术的 PowerFlex 变频器可帮助您达成
产出、
正常运行时间和能效目标。
TotalFORCE  技术将灵活、高性能的电机控制和先进的自
监控功能相结合，同时通过实时数字平台提供关乎盈亏的
关键数据。

灵活、高性能的电机控制
PowerFlex  755T  变频器提供精确的速度、扭矩和位置控
制，可在最苛刻的工业应用中实现卓越的电机控制。

从标准和高级工业电机控制应用到低谐波和能量再生解决
方案，全系列  PowerFlex  755T  变频器如今可以涵盖任何
应用需求。
实时智能运维
参照 PowerFlex 变频器提供的信息和见解，用户可以在操
作、
能源和预测性维护方面做出明智的决策。

变频器自动调优
提供一整套自适应控制功能，能够显著缩短启动和调试时
间（无需编写复杂代码或求助变频器调整专家）
，并自动响
应应用负载和机械外力变化，以提高电气效率和机械系统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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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
网络攻击风险

提升智能机器、网络和制造设备的安全性。支持
CIP Security 协议的设备，如 PowerFlex 755T 变
频器，能够显著提升工厂安全性，并将网络事故风
险降至最低。
CIP Security 协议在 EtherNet/IP 网
络中提供安全传输层，从而保护变频器免受恶意
通信影响。
CIP Security 协议提供以下特性：
• 建立可信连接，有助于防止未经授权的设备建
立通信
• 满足数据完整性要求，防止传输数据被篡改或
意外修改
• 加密有助于防止数据泄露

自适应控制

可提升生产率，降低机械磨损并
缩短停机时间
提升机器可靠性和性能

自适应控制是  TotalFORCE  技术的关键组成部分，有助于
提升生产率。
自适应控制将自适应调谐、负载观测器和母线观测器相结
合，可缩短启动时的调试时间，并在设备运行时监测机器
性能参数。

当机器的运行特性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时，PowerFlex  755T
变频器会自动调整以补偿这些变化，从而保持生产率。
这项
高级功能有助于减少机械磨损，令您的运营保持最佳水平。
• 缩短调整所需的启动时间，无需编写复杂代码或求助变
频器调整专家

• 实时监测变频器和系统的性能特性，并在必要时进行
调整
• 识别潜在有害的共振和振动情况，并执行共振抑制以确
保系统继续正常工作
• 自动监测并补偿惯量变化和电机负载变化，确保在过程
中实现更高的吞吐量，无需担心负载变化或外部干扰

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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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变化

固定/可调负载

全程伴您左右的

合作伙伴

我们经过工厂培训的专业人员在您投资 PowerFlex
变频器的每一步中为您提供帮助。
我们具备覆盖全球的服务能力，涵盖系统设计和
工程、启动和调试、远程和现场技术支持、主动预
防性维护，以及 MRO 和资产管理计划。
这些生命
周期服务都专注于最大程度地提升生产率、缩短
停机时间并降低维护成本。

通过预测技术
延长正常运行时间
主动接收诊断数据

• 即使进线侧电压下降，电压提升功能也能确保电机全
压启动运行

PowerFlex 755T 变频器具备主动接收诊断数据的功能，
• 热管理器监测温度，帮助应对可导致产品热过载的恶
以便您持续监测变频器的运行状况，并将当前性能与我
劣运行状况
们的专利 TotalFORCE 技术得出的应用设置进行对比。
• 变频器支持双电源供电方式，可以在公共电网和备用
实时监测和自带预测性分析工具可以帮助用户缩短计划
发电机之间进行切换
外停机时间，并制定资源优化型维护策略。
变频器自带预测性分析功能，通过建模预测设备寿命，帮
预测性分析能够最大程度地缩短停机时间
助降低维护成本并缩短停机时间。
PowerFlex 755T 变频器会立即通知操作员可能影响变
频器或电机正常工作的问题，例如：
• 熔断器熔断

• 组件即将达到设计寿命

• 温度上升超出了正常范围

PowerFlex 755T 变频器采用专利预测性维护模型和算
法，自带功能可以显著提升生产率。
• 直流母线调节器能够最大程度抑制直流母线电压瞬
变，从而保护电源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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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分析模型考虑环境温度测量值（驱动器模块内置传
感器）
，并测量设备转速。转速降低表明轴承可能出现了
故障。

当设备达到其预估寿命的特定百分比（默认为 80%）时，
预测性维护模型通过安全的以太网网络向控制系统发出
通知。
这会提醒维护团队在下次计划停机期间更换设备，
避免计划外停机。

让人放心的节能效果…
卓越技术带来显著成效

“PowerFlex 755TS 变频器
能耗是制造业最大的运营成本之一。
工业电机能耗占到工
具备卓越的能效，
业总能耗的 50% 以上。
短短 6 个月即可实现能源回报

在提升应用性能的
同时有效降低能耗”

六脉冲变频器设计遵循新指令要求，能帮助客户减少电机
控制过程中的能耗。
PowerFlex 755TS 变频器具有高能效
的特点，在提升电机控制性能的同时可以显著降低能耗，
符合 IEC 61800-9-2 标准 IE2 生态设计指令
确保变频器选型完美匹配实际应用需求。
采用 TotalFORCE 技术的 PowerFlex 755T 变频器
提供多种节能解决方案。

变频器支持连接多种电机使用，包括具有下列优势的
永磁电机：
• 电机热损耗更小

• 宽转速范围、
高扭矩输出、
低噪低振

• 电机紧凑化、
轻量化，有效减轻机器重量和减小尺寸
有源前端技术的优势如下：

• 再生功能将电能回馈给电网

• 支持低功耗模式，降低风扇转速并使 PowerFlex 755T
变频器或母线电源进入低功耗状态，有助于降低整体
能耗
• 提供谐波抑制和功率因数校正，减少能源使用

可持续生命周期服务

罗克韦尔自动化为客户提供可靠的动力控制产品，允许进行多次维修并重新投用。
PowerFlex 755T 系列自带预测
性维护功能，便于采取主动式预防措施来降低成本和维修任务频率。
如果您需要维修，我们的再制造服务将为您提
供环保型方案，在每一个环节秉持高品质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我们的目标是推进有弹性、可持续的行业转型，而延
长用户资产价值正是我们运用的诸多手段之一。
更多信息敬请登陆 rok.auto/sustainability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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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
控制工具

有助于提升生产率的

安全解决方案

安全是第一要务

在过去，实施安全解决方案往往意味着牺牲生产率。
PowerFlex 755T 变
频器不仅提供用于保护人员和设备的安全选项，还能有效缩短计划和意
外停机时间，从而解决生产率问题。

PowerFlex 755T 变频器提供四种安全选件模块

硬接线安全断开扭矩功能适用于安全相关应用场合，能够使变频器
切断电机旋转所需的动力。向安全系统发送指令后可快速启动。达到
SIL 3, PLe/Cat 3 功能安全等级。

基于  EtherNet/IP  的联网安全断开扭矩功能利用网络传递安全指令，
提供与硬接线安全断开扭矩功能同等的优势。
此外，联网安全解决方案
可简化机器设计并最大限度减少所需的设备。达到  SIL  3,  PLe/Cat  3
功能安全等级。
安全速度监测在限制机器运动的前提下为工作人员进入安全区操作
提供帮助。其允许操作员在不停止机器的情况下执行某些过程或维护
作业。
基于控制器的集成安全功能通过 EtherNet/IP 网络为 PowerFlex 755T
交流变频器提供高级安全解决方案。
选件模块采用符合 IEC 61800-5-2
标准的安全指令。
基于变频器的安全指令：
• 安全断开扭矩 (STO)

• 安全停车 1 (SS1)

• 安全反馈接口 (SFX)

• 安全限速 (SLS)

• 安全停车 2 (SS2)

• 安全方向 (SDI)

基于控制器的安全功能
• 安全停车 1 (SS1)

• 安全运行停止 (SOS)

• 安全限位 (SLP)
• 安全制动控制 (SBC)

当作为包含 GuardLogix® 5580ES 控制器或 Compact GuardLogix 5380ES
控制器的集成安全系统的组成部分时，此集成安全功能选件模块满足
SIL 3，PLe/CAT 4 功能安全等级要求。
此外，还需要使用版本不低于 31
的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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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755T  变频器标配  DeviceLogix™
技术，这是一种用于现场应用和辅助监控的内
置控制功能。
DeviceLogix 非常适合提升单机应用项目的生
产效率，能够在现场快速响应输入事件，而不
会产生网络往返轮询延时。此外，现场处理控
制逻辑能够简化故障排除工作，即使发生网络
中断也不会影响过程正常运转。
DeviceLogix 使用支持功能块和梯形图编辑器的
简单编程工具，可通过 FactoryTalk® Studio 5000®
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访问。
DeviceLogix  技术可
以配置为在特定情况下运行，因此所创建的程序
仅在逻辑已启用和未切换电源的情况下运行。
通
过使用内置的 DeviceLogix 功能，用户无需再部
署冗余固件。
部分应用如下：

• 速度基准值选择
• 复杂数学函数
• 信号缩放
• 故障处理

• 选择开关功能

• 批处理过程中的物料计数
• 编码器功能
• 信号调节
• 温度控制

• 电机控制应用

恶劣工况环境中的

防护解决方案
抵御腐蚀性气体

选用配备 XT 腐蚀性气体防护技术的 PowerFlex 变频器，降低
设备因受到腐蚀过早出现故障的风险。

我们已经深入研究了这一普遍的行业难题，对其了解程度远胜
于其他厂商。

根据研究结果，我们制定了解决方案和建议措施，帮助制造商应
对其工厂中变频器受到的腐蚀影响。
我们将相关技术简称为 XT。

凭借罗克韦尔自动化的专有研究、测试、产品设计和安装指南，
配备 XT 腐蚀性气体防护技术的 PowerFlex 变频器有助于避免
设备因暴露于腐蚀性气体环境过早出现故障，从而缩短与此相
关的停机时间。
PowerFlex 755TL、
TR 和 TM 全系列变频器均标
配此技术，并可作为 PowerFlex 755TS 变频器的选配技术。

为重型起重机械
提供助力

如果您从事起重、提升或其他重物升降作业，
那么您势必了解此类应用所带来的独特挑
战。
您必须总是考虑安全性、可靠性和生产率
这三方面因素。
于是，旨在简化您日常工作的
Allen-Bradley® 变频器应运而生。
充分利用  PowerFlex  变频器的强大功能，让
性能更上一层楼：
• TorqProve™  力矩校验功能确保在起重
应用中可靠控制负载；

• 防摇功能可以显著减少负载移动过程中的
摆动，从而提升安全性和效率；
• 能量回馈单元将电能回馈到电网，相比
电阻制动更为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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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755TS 变频器，
电机控制的明智之选

高端变频器产品组合中的新成员

PowerFlex 755TS 变频器可应用于整座工厂，从传统变
频器应用到更高级的电机控制应用（要求进行高性能电
机控制（精确速度、扭矩和位置控制））均可使用。
这是首
款采用 TotalFORCE® 技术的标准工业六脉冲变频器。
PowerFlex 755TS 适用于不同应用领域和行业，能够满
足您的生产率和吞吐量需求。
通过以下方式提升生产率和延长正常运行时间：
• 高性能电机控制（精确速度、
扭矩和位置控制）

• 通过专利预测性维护技术来简化设备维护和服务

• 提供能够加快工厂决策的实时设备数据，支持将数据
接入云端分析引擎

• 自适应控制功能使机器启动更快，有效提升机器可靠
性和性能
• 集成联网和硬接线安全功能，确保机器安全解决方案
实施过程符合经济效益

“PowerFlex 755TS
适用于不同应用领域和行业，
能够满足您的生产率和吞吐量
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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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用户提供同等的软硬件体验，降低复杂性并减少培
训需求
• 支持多种电机类型 — 感应电机、
永磁电机和同步磁
阻电机
• 内置双千兆以太网端口  (1000  Mbps)，吞吐量是
10/100 Mbps 以太网端口的 10 倍

• DeviceLogix™  集成逻辑求解功能，适用于需要在现
场快速响应输入事件的应用场合
• 提供  T-Link  选件卡，用于实现变频器间的高速光纤
通信
• 支持  CIP  Security  安全通信协议，保证满足受信任
设备之间的授权、
数据完整性和隐私性要求
• 可选  XT  腐蚀性气体防护技术，有助于延长正常运行
时间并抑制腐蚀性气体环境中的腐蚀影响
• 1...400 Hp/0.75...270 kW/400...480V

• -20...60°C 工作温度范围（-20...50°C 时无需降额使用）
• 外壳选项：IP54，法兰式安装，可选  XT  腐蚀性气体
防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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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755TL 和 755TR 变频器
让生产率实现质的飞跃

罗克韦尔自动化提供最齐全的智能
解决方案

企业盈利与否，关键在于是否能够随时掌握运营数据和
过程控制状态。

PowerFlex  755T  变频器系列能够为您的过程控制系统
带来更高的生产率、
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性能。

其他优势

内置组件可减小占地面积需求和盘柜宽度，提供市场领
先的功率密度
• 借助掉电跨越控制功能，让您的设备能经受大多数
线路扰动

• 使用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或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软件对整流器和逆变器
进行配置和编程

PowerFlex  755TL  和  755TR  变频器通过采用有源前端
技术实现谐波抑制和功率因数校正。通过减少谐波失真
的不利影响，变频器能够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成本， • 标准双  EtherNet/IP  端口提供拓扑灵活性，能够与
Logix 环境实现智能集成
并尽量减少工厂车间的配电问题。
借助内置再生功能，PowerFlex  755TR  变频器还能将
电能回馈给电网，从而降低能耗。

谐波抑制的优势

• 低谐波与功率因数校正可降低超额配置电源设备的
需求
• 抑制谐波失真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其他设备的干扰
• 符合 IEEE 519 标准（总谐波失真不超过 5%）

再生功能的优势

• 变频器能够将电能回馈给电网，能效方面远胜于电阻
制动或机械制动

• 无需使用制动电阻和冷却设备，省去了接线、人工、安
装和维护的成本

• 高级诊断和预测性维护功能有助于提升性能、延长正
常运行时间并缩短调试时间

• PowerFlex 755TL 和 TR 变频器标配 XT 腐蚀性气体
保护技术

还在寻找
“开箱即用”
型
解决方案？

PowerFlex 755TL、
TR 和 TM 变频器可根据具体的
成套产品需求进行订购和交付。
• 输入断路器和/或熔断器
• 门装式按钮和选择开关
• 可选门装式 HIM

• 输出接触器和/或输出滤波器
• 通信选件
• I/O 选件

• 电压感应和红外观察窗

请通过 ProposalWorks 进行设计和订购。
如果您尚
未使用我们的配置工具，请访问 rok.auto/pst 下载
ProposalWorks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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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755TM 变频器解决方案
优化系统设计和能耗

敏捷型变频器操作系统能够提升生产率
并带来其他诸多优势

提供一系列公共母线电源和公共母线逆变器预制方
案，有助于您优化系统设计和功耗。公共母线变频器系
统具有设计灵活、能源效率高和安装成本低的特点。此
外，PowerFlex 755TM 自带谐波抑制和能源回馈单元。

PowerFlex 755TM 的优势

• 通过在再生和驱动负载间共享能源的电机提高能源
效率

• 变频器连接至公共母线，可节省空间、简化安装过程
并降低硬件需求
— 无需分别将交流电源接线至各个变频器
— 缩短安装时间，降低劳动力和接线成本

— 各单元内置直流母线端子，轻松连接相邻单元

— 落地式变频器的各单元中自带控制母线，可在一
整排机柜中有效分配辅助电源
— PowerFlex 755TM 变频器标配 XT 腐蚀性气体防
护技术

• 公共母线系统构成了一种混合式架构，允许将不同类
型的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和其他电源组件连接至同一
直流母线
• 可实现多电机协同控制

— 符合 IEEE 519 标准（总谐波失真不超过 5%）

— 减少谐波失真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并最大限度
地减少工厂车间的配电问题

— 无需使用自耦变压器或滤波器，省去了相关的接
线、人工、空间、安装和维护的成本

PowerFlex 755TM 非再生电源

针对无需能量回馈和低谐波技术的应用场合提供高性价
比的公共母线解决方案。
该系列产品采用模块化设计，能
够根据特定电源需求任意调整。

“通过再生功能将电能回馈给
电网，能效方面远超电阻制动
解决方案。
”

通过服务集成最大程度缩短停机时间
将先进的变频器技术与现代支持工具相结合，最大程度
缩短计划外停机时间并降低维护成本。
• 借助在线和虚拟支持服务加速故障排除

• 通过提供优先支持的集成服务产品最大化技术投资
价值
12

• 用数据见解和虚拟现实工具为维护团队赋能，从而
提高维护生产率，并且提供能够自主安排时间的在线
课程
• 运用新技术，不断积累自动化和控制系统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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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200/240 V 电压等级
400 V 电压等级

480 V 电压等级

600 V 电压等级

690 V 电压等级
通信

安全选件
额定环境温度
存储温度
相对湿度
TotalFORCE 技术电机控制
电机控制带宽*
标准和认证
扭矩精度
* 3 dB 交叉（闭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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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755TS
变频器

PowerFlex 755TL
变频器

PowerFlex 755TR
变频器

PowerFlex 755TM
变频器

未来推出

无

无

无

0.75…270 kW

7.5…1250 kW

7.5…3640 kW

1…400 Hp

10…1800 Hp

未来推出

10…6000 Hp

10…1500 Hp

未来推出

10…5100 Hp

11…1400 kW

11…4550 kW

公共母线逆变器：
160…3640 kW
再生母线电源：
87…4358 kW
公共母线逆变器：
250…6000 Hp
再生母线电源：
90...4818 kW
公共母线逆变器：
250…5100 Hp
再生母线电源：
69…4432 kW

公共母线逆变器：
200…4550 kW
再生母线电源：
84…4714 kW

内置双千兆 EtherNet/IP 端口 • ControlNet •DeviceNet • PROFIBUS DP • PROFINET • 变频器间光纤通信

硬接线安全断开扭矩（SIL3，PLe/Cat 3 功能安全等级）• 联网安全断开扭矩（SIL3，PLe/Cat 3 功能安全等级）
• 硬接线安全速度监视（SIL3，PLe/Cat 4 功能安全等级）• 联网集成安全功能（SIL3，PLe/Cat 4 功能安全等级）

-20…50 °C 环境温度范围，
无需降额使用

-20…60 °C 环境温度范围，
降额使用

-20…40 °C 环境温度范围，无需降额使用
-20…55 °C 环境温度范围，降额使用

-40…70 °C
工作时：0…95% 无凝露

无传感器矢量 • 磁通矢量控制 • V/F 控制 • 节能模式 • 磁场定向控制 • 永磁同步电机控制 • 同步磁阻
速度调节器带宽 300 Hz (1885 rad/s)
位置调节器带宽 207 Hz (1301 rad/s)

c-UL-us • CE • EAC • KCC • RCM • RoHS • 抗震认证证书
有关产品认证的完整列表，请登陆
罗克韦尔自动化网站 (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 搜索 PowerFlex 认证。
不低于电机额定转速的 5% 时，扭矩精度为额定扭矩的 2 % —
可选配扭矩精度模块低于电机额定转速的 5% 时，扭矩精度为额定扭矩的 5 %

在正确的时间，提供正确的专业知识。
我们凭借丰富的领域知识，为您的生命周期和数字化转型之旅赋能。

咨询服务

专业服务

互联服务

现场服务

劳动力服务

数字化转型和互联企业

主要自动化承包商
(MAC)

OT 网络与网络安全

资产维修、再制造和
管理

在线学习

数据科学与分析
企业技术

前端工程设计自动化
安全与风险管理

升级与迁移工程设计

计划与项目管理和实施
全球推广

托管服务

OT 基础架构即服务
远程支持

安全评估和整改
现场技术支持

预测性/规范性分析

讲师指导课程和
虚拟培训
劳动力评估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如需深入了解我们如何帮助解决您的独特业务挑战，请咨询 Allen‑Bradley® 当地授权分销商或
罗克韦尔自动化销售办事处，或访问网站 rok.auto/lif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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