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块化控制系统

智能工业控制



实施工业控制真的很难吗？

模块化控制系统经过专门设计，可以让您的工
作更轻松。凭借众多智能组件、选件和连接器  
我们为您提供量身定制的工业解决方案，以满
足您当下和未来的需求。

无论在当地还是全球，只需合理搭配模块化控
制系统组件，您即能获得满足更高标准要求
的解决方案，确保符合不同国际认证体系和 
规范。

•	 从系统角度设计	  
系统整体经过专门设计和测试，保证与 
相关组件完美适配，满足特殊应用要求

•	 符合多项标准和认证	  
符合多项全球标准测试和认证，满足实际
应用需求

•	 一站式选型	  
可选  5...2650  A  额定电流规格，涵盖电机
启动、阻性负载控制和强弱电隔离等应用
场合

•	 全球销售和支持	  
销售和服务网络遍及全球  100  多个国家/
地区

•	 Allen-Bradley	品质久经考验	 	
在设计、测试和生产的每个阶段都追求 
更高品质

Allen-Bradley®	模块化控制系统	
简单、易用，通过了多项测试。

电机保护断路器和电机电路保护器	  
Bulletin 140MP 和 140MT/UT 产品提供基
本功能或完整电机保护断路器和电机电路
保护器功能，以及可选的塑壳断路器。

连接器	  
采用系统模块化理念，通过连接器将断路器
直接插接在接触器上，显著减少接线数量  
构建集成式电机启动装置

接触器	  
准备好进行开关操作了吗？提供各类 NEMA  
IEC  和微型接触器，采用模块化设计，选型
和应用方便，灵活配置满足实际需求，并有
多种配套附件供用户选择。

电机保护继电器	 
Allen-Bradley  提供各类电机保护装置。从
简易的单用途保护产品到具有全面诊断和 
Logix  集成功能的智能过载保护技术产品  
无所不包。



一站式提供种类齐全的配套附件， 
灵活配置，满足模块化控制的要求。

接触器用于强弱电隔离、旁路和阻性负载控制。
节能线圈可以减少发热和降低成本。

140MT/MP  能够用于成组电机装置的手动控制  
或者作为电机隔离开关使用。140MT  提供配接
导线保护，允许在成组电机装置中连接更小导
线，从而节省资金。

与 100-C 和 100-E 接触器搭配使用，140MT 可以
满足 Type E 自保护组合电机控制器或 Type F 组
合控制器的要求。

成套启动器
模块化组件系统产品允许单独订购组件，也可提
供省时省力的开放式或封闭式成套装置。

双组件电机启动器解决方案
电机保护断路器自带过载保护单元，有效 
节省盘柜面板成本和空间。

三组件电机启动器
单独配置过载继电器，量身定制所需的电机 
保护级别。

完美组合，任意搭配	
根据实际需求随心选择所需的配置



电机保护断路器和	
电机电路保护器
扩展额定值，性能出众

罗克韦尔自动化提供两种档次的电机保护断路器和电机电路保护器。

Bulletin 140MP 系列电机保护断路器提供最常用功能，属于性价比之选。Bulletin 140MP 
提供高达 32 A 的磁短路保护和热过载保护能力。

Bulletin  140MT  系列具有扩展额定值，支持直接使用成套启动器，无需额外安装分支
电路保护装置。同时提供配接导线保护，允许在成组电机装置中连接更小导线，从而节
省资金。Bulletin  140MT  用作三组件启动器中的电机电路保护器，以及双组件启动器
中的电机保护断路器。

140MT  支持特殊选型，满足特殊应用需求。例如，140MT-D9V  适用于多电机应用的 
变频器 (VFD) 输出侧，140MT-D9T 适用于为高效率电机提供冲击电流保护。

所有 Bulletin 140 产品提供配套连接器，用于直接连接 Bulletin 100-K/C/E 接触器。

我们的电机保护断路器 
针对不同的电机负载提供 
短路和过载保护，适用于 
各种电机尺寸和安装方式。



Bulletin
140MP-A

Bulletin
140MT-C

Bulletin
140MT-D

Bulletin
140M-F

框架尺寸 框架 C 框架 D 框架 F
最大电流 Ie 32 A 32 A 40 A 45 A
额定电流 0.1...32 A 0.1...32 A 0.4...40 A 6.3...45 A
短路保护

标准磁脱扣 140MT-D9E 140MT-F8E
高倍数磁脱扣 140MT-D9T 140MT-F8T
单磁脱扣（电机电路保护 [MCP]） 140MT-D9N 140MT-F8N
过载保护
脱扣等级 10 A 10 10 10
缺相灵敏度
兼容下游变频器 (VFD) 140MT-D9V...
配接导线保护

手动自保护组合电机控制器 (Type E)

UL 60947-4-1、CSA C22.2 No. 60947-4-1(1)  
IEC/EN 60947-2、IEC/EN 60947-4-1

CE
ATEX  (2)
IECEx  (2)
EAC

CCC
KC
CB 体系认证
(1) 更多信息参见出版物 140-TD006 | (2) 不适用于产品目录 编号为 140MT-D9N...的产品。

产品范围	
电机保护断路器和	
电机电路保护器
电机电路保护器提供分支电路保护和磁短路保护，与独立过载继电器 
搭配使用。电机保护断路器内置电机过载保护单元，无需额外安装 
过载继电器。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td/140-td005_-en-p.pdf


接触器
灵活配置、模块化设计、使用方便

罗克韦尔自动化提供完整的 NEMA 和 IEC 接触器产品线，可选规格 0 至 8 的 NEMA 
接触器或额定电流 5…2650 A 的IEC 接触器。这些产品继承了 Allen-Bradley 久经考
验的优异品质，提供无与伦比的服务支持网络、广泛的设计选型工具以及丰富的配套
附件。

接触器可独立使用，也可与兼容断路器和过载继电器搭配使用，构成双组件或三组件
启动器。种类齐全的配套附件能够帮助用户解决各类常规和非常规问题。可选多种预
配置开放式或封闭式启动器，提供方便接线的彩色编码接头。

NEMA 和 IEC 接触器 
易于选型和应用，提供 
丰富的配套附件，提供 
灵活的模块化解决方案



Bulletin
100-K

Bulletin
100-C

Bulletin	
100-E

微型级 组件级 架构级

产品线跨度  5...12 A 9...97 A 9...2650 A
最大程度降低电源要求：与标准非电子线圈相比，冲击电流 (VA) 最高减小 68%， 
吸合瞬间电流 (VA) 减小 75% 以上
提供多种电子交流/直流线圈，简化产品选型
提供安全型号
交流型号和直流型号的尺寸相同 12 V DC 和 24 V DC
内置浪涌保护器 可选 直流线圈 交流和直流线圈
换向线圈端接点（进线或负载侧） 无需拆卸
采用机械互锁装置，无需为换向接触器预留空间
可选集成 PLC 接口，无需中间继电器 > 100 A
提供前置或侧装辅助触点
可选带线圈接线端的前置辅助触点，便于三组件启动器接线
可选电子或气动定时模块 (9…97 A)
兼容电子式过载继电器
兼容双金属片式过载继电器

产品范围	
国际标准接触器
Bulletin 100 接触器符合 IEC 标准，提供国际公认的工业控制应用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NEMA	接触器

Bulletin
300

Bulletin
500

标准型 节能型 传统型

产品线跨度  NEMA 规格 0…3 NEMA 规格 0…8 NEMA 规格 0…5

节省空间 对比传统型 NEMA 接触器， 
体积缩小了 25%

可选多种节能线圈 
提供安全型号
手指防护 
可选集成 PLC 接口，无需中间继电器  NEMA 规格 4...8
支持 DIN 导轨安装  基于规格 3
内置浪涌保护器 
符合全球标准
采用机械互锁装置，无需为换向接触器预留空间
可以直接检查和维修，无需从面板上拆下接触器
顶部接线选项，方便连接电源
支持现场维修 
可选电源极数扩展装置，增强应用灵活性 最多配置 5 极
线圈终身质保
兼容电子式过载继电器
兼容易熔型过载继电器

如果当前应用需要  NEMA  接触器，罗克韦尔自动化提供两种不同选择：适用严
苛工况、使用寿命最长的  Bulletin  500  传统型接触器，以及使用成本低、节省 
空间的 Bulletin 300 接触器。



电机过载继电器
用智能设备构建更智能的机器
从简单的单用途保护产品到具有诊断和  Logix  集成功能的新型过载保护产品， 
Allen-Bradley 电机保护装置系列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电机是当今现代化工业的支柱，大部分制造过程所需的机械能都由电机提供。高强度
高频次使用可能导致代价高昂的设备损坏或意外停机。

75% 的电机故障可以 
通过采取合适的保护措施 
加以避免

5%
转子轴

51%
轴承

10%
未知

电机故障原因

16%
外部因素

16%
定子绕组

2%
联轴器

数据来源：IEEE Petro-Chemical Paper PCIC-94-01。



Bulletin	193	T/K
双金属片式

Bulletin
193	E100

Bulletin
193	E200

Bulletin
193	E300

超载
缺相
接地故障
电流不平衡
堵转
过电压/欠电压

电压不平衡
过功率/欠功率
满载电流百分比
热容量利用百分比
电压
功率
电能

DeviceLogix™
Logix 控制器
可选 NEMA 型号

产品范围	
过载继电器
Allen-Bradley  电机保护装置系列包括双金属片式过
载继电器和多种电子式过载继电器（包括具有诊断和
网络功能的新型过载保护技术产品）。



罗克韦尔自动化独家提供整体短路电流额定值在线计算工具。

此工具旨在帮助用户进行选型计算，确保合理搭配 Allen-Bradley  
组件（断路器、接触器、过载继电器），同时还可生成一份测试总
结报告，声明具体产品符合  IEC  和  UL  标准。测试总结报告基于
由罗克韦尔自动化认证测试中心在  UL  实验室的监督下开展的
协调性测试。

短路电流额定值计算工具	(SCCR)
相比过去，机器制造商可以更轻松地确定所需的	SCCR	值

登陆	rok.auto/sccr	网站使用此工具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en-us/support/product/product-selection-configuration/global-short-circuit-current-ratings-too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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