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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mpactLogix 控制器

重要使用者資訊
固態設備的操作特性與機電設備有所不同。固態控制系統的應用、安裝及維修安全指
南 （版本編號 SGI-1.1，可於您當地的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銷售辦公室或於線上
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 取得）內含部分固態設備及硬接線機電裝置之間重
要的相異之處。由於有此相異之處，且由於固態設備應用範圍廣泛，所有應用此設備
的負責人員必須確認欲以本設備所做的每項應用皆為可行。
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不會為任何因為使用或應用此設備而造成的間接或隨之而來之損
壞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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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本手冊中所述之資訊、線路、設備或軟體部分，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不承擔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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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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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能成功應用及瞭解本產品的重要資訊。

注意事項

顯示可能造成人員受傷、死亡、財產損壞、經濟損失的實作方法或情
況的資訊。注意資訊可協助您發現危險、避開危險並瞭解後果。

電擊危險

燒傷危險

標籤會位在設備上方或裡面 （例如在變頻器或馬達），警告可能會有
危險的高電壓。

標籤可能位在設備 （例如變頻器或馬達）上方或內側，以警告人員表
面可能達危險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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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機殼
注意事項

本設備專供於在污染等級 2 的工業環境使用，過電壓類別 II 之應
用 （如 IEC 出版物 60664-1 之定義），高度達 2000 公尺 （6562 英
尺）的環境中使用，而不降低額定值。
本設備根據 IEC/CISPR 標準版本編號 11 歸類為第 1 組，類別 A 的工
業用設備。若無適當的預防措施，可能因輻射干擾造成的導電，
在住宅區及其他環境中造成電磁相容性的問題。
本設備是開放型設備。必須安裝在專為將出現的特定環境狀況所
設計的機殼內，且需經過適當設計，防止人員因接觸通電零件而
受傷。機殼若非金屬製，必須有適當的防火屬性，防止或降低火
焰擴散，且遵守 5VA、V2、V1、V0 （或相等）的火焰擴散額定值。
惟有透過使用工具才可進入機殼內部。本文件的後面章節可能包
含特定機殼類型額定值的額外資訊，而某些產品安全認證要求必
須符合這些額定值之規定。
除了本文件外，請參閱：
• 工業自動化配線及接地指南，洛克威爾自動化版本編號
1770-4.1，以取得額外的安裝需求資訊。
• NEMA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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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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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危險地區使用認可
若在歐洲第 2 區 （Zone 2）地點安裝 1768-L43S 或 1768-L45S 控制
器，需考量以下事項。
歐洲第 2 區 （Zone 2）認證 （產品上有 EX 標示時適用以下原則。）
該設備之設計適用於潛存爆炸氣體環境 （依 《歐盟 94/9/EC 指令》之定
義），且已確認符合設計與製造第三類設備時之相關 《必要健康與安全要
求》，根據指令附錄二之規定，第三類設備係設計用於第 2 區 （Zone 2）潛
存爆炸氣體環境。
符合 EN 60079-15 及 EN 60079-0 規定即確保亦符合 《必要健康與安全要求》
之規定。

警告

• 應用於第 2 區 （Zone 2）環境時，用來裝設該設備的箱體必
須至少提供 IP54 的防護等級。
• 設備之使用需符合 Allen-Bradley 所定義之指定額定值。
• 需採取預防措施，防止應用於第 2 區 （Zone 2）環境時發生
多於 40% 的瞬變擾動，造成額定電壓超過規定值的情況。
• 該設備不具抗陽光或抗其他紫外線輻射源的特性。
• 以螺絲、滑動鎖扣、螺紋接頭或本產品提供的其他工具穩固
所有外部連接處。
• 除非電源已移除，或已知該地區為非危險性地區，否則請勿
斷開設備。

1768-L43S 與 1768-L45S 控制器的通用安全資訊
注意事項

負責安全相關可程式電子系統 （PES）應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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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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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危險地區使用認可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pplies when operating this equipment in hazardous locations.
Products marked "CL I, DIV 2, GP A, B, C, D" are suitable for use in Class I Division 2 Groups A, B, C, D, Hazardous Locations and nonhazardous locations
only. Each product is supplied with markings on the rating nameplate indicating the hazardous location temperature code. When combining products
within a system, the most adverse temperature code (lowest "T" number) may be used to help determine the overall temperature code of the system.
Combinations of equipment in your system are subject to investigation by the local Authority Having Jurisdiction at the time of installation.

EXPLOSION HAZARD -

WARNING
警告

• Do not disconnect equipment unless power has been removed or the area is known to be nonhazardous.
• Do not disconnect connections to this equipment unless power has been removed or the area is
known to be nonhazardous. Secure any external connections that mate to this equipment by
using screws, sliding latches, threaded connectors, or other means provided with this product.
• Substitution of components may impair suitability for Class I, Division 2.
• If this product contains batteries, they must only be changed in an area known to be nonhazardous.

Informations sur l’utilisation de cet équipement en environnements dangereux.
Les produits marqués "CL I, DIV 2, GP A, B, C, D" ne conviennent qu'à une utilisation en environnements de Classe I Division 2 Groupes A, B, C, D
dangereux et non dangereux. Chaque produit est livré avec des marquages sur sa plaque d'identification qui indiquent le code de température pour
les environnements dangereux. Lorsque plusieurs produits sont combinés dans un système, le code de température le plus défavorable (code de
température le plus faible) peut être utilisé pour déterminer le code de température global du système. Les combinaisons d'équipements dans le
système sont sujettes à inspection par les autorités locales qualifiées au moment de l'installation.

AVERTISSEMENT
警告

RISQUE D’EXPLOSION –
• Couper le courant ou s'assurer que l'environnement est classé non dangereux avant de débrancher l'équipement.
• Couper le courant ou s'assurer que l'environnement est classé non dangereux avant de
débrancher les connecteurs. Fixer tous les connecteurs externes reliés à cet équipement à
l'aide de vis, loquets coulissants, connecteurs filetés ou autres moyens fournis avec ce produit.
• La substitution de composants peut rendre cet équipement inadapté à une utilisation en
environnement de Classe I, Division 2.
• S'assurer que l'environnement est classé non dangereux avant de changer les piles.

於危險地區使用本設備時，適用以下資訊。
標記為 「CL I、DIV 2、GP A、B、C、D」的產品僅適用於類別 I，2 級 A、B、C、D 組危險地區及非危險地區。每項產品在額
定值銘牌上都有標記，顯示危險地區溫度代碼。於系統內整合產品時，最不利的溫度代碼 （最低 「T」編號）可協助決
定系統總體溫度代碼。系統內的設備整合在安裝時必須接受當地主管機關之檢查。

爆炸危險 –

警告

• 除非電源已移除，或已知該地區為非危險性地區，否則請勿斷開設備。
• 除非電源已移除，或已知該地區為非危險性地區，否則請勿斷開本設備的連線。以
螺絲、滑動鎖扣、螺紋接頭或本產品提供的其他工具穩固所有外部連接處。
• 元件替代品可能會損害類別 I，2 級的適用性。
• 若本產品包含電池，僅能於已知為非危險地區進行變更。

預防靜電放電
注意事項

本設備對於靜電放電十分敏感，有可能會造成內部損壞進而影響
其正常運作。當您操作此設備時請遵守以下指導原則：
• 碰觸接地物體進行靜電放電。
• 配戴經認可的接地手環。
• 勿接觸元件板上的接頭或針腳。
• 勿接觸設備內的電路元件。
• 盡可能使用防靜電工作站。
• 在未使用時，將設備存放在靜電安全包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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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CompactLogix 控制器
CompactLogix 1768-L43及1768-L45控制器用於為中型應用提供Logix解
決方案。精巧型 GuardLogix 控制器型號末碼為 「S」。這些安全控制
器較標準型控制器更寬。

1768-L43、1768-L45

1768-L43S、1768-L45S

驗證相容性
注意事項

嘗試以不相容的軟體或韌體版本使用控制器可能造成以下情況：
• 在 RSLogix 5000 軟體中與 B 系列控制器的連線失效。
• 使用 ControlFlash 或 AutoFlash 公用程式時更新韌體失敗。

本表顯示相容的 RSLogix 5000 軟體版本及控制器韌體修訂版。
控制器

RSLogix 5000 軟體版本
或更新版

控制器韌體修訂版或更
新版

1768-L43 及 1768-L45，
B 系列

16.03

16.23

1768-L43S 及 1768-L45S，
B 系列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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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元件需求
在安裝控制器時需要以下部件：
• 1768-L43、1768-L43S、1768-L45 或 1768-L45S CompactLogix 控制

器
• 1768-PA3 或 1768-PB3 電源供應器
• 1769-ECR 端蓋
• 固定螺絲 （M4 或 8 號平頭螺絲）或以下其中一種

EN 50 022 DIN 軌道：
– 35 x 7.5 mm (1.38 x 0.30 in.)
– 35 x 15 mm (1.38 x 0.59 in.)
• 1756-CP3 序列電纜 （或自製序列電纜）

空間需求
與盤櫃壁、線路及其他設備間的最小間距需求。
105 mm (4.13 in.)

90 mm
(3.54 in.)

90 mm
(3.54 in.)

Power
OUT

L1
L2/N

31609-M

105 mm (4.13 in.)

注意事項

這些最小間距可確保模組在大部份的情況下散熱良好。
請參閱第 32 頁的規格以瞭解可接受的溫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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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配置
1768 背板 （本機）
1768 控制器、電源供應
器及 I/O 模組

遠端槽位
1769 電源供應器及
I/O 模組

1769 背板

注意事項

CompactLogix 系統距離額定值
因 1768 CompactLogix 電源供應器與控制器一起為 1768 系統供電，故
1768 CompactLogix 系統中的額定距離與 1769 CompactLogix 系統不同。
在 1768 系統中，該額定距離為 1769 I/O 模組與控制器間的距離。
在 1769 系統中，該額定距離為 1769 I/O 模組與電源供應器間的距
離。

請依以下要求對 1768 控制器、電源供應器、1768 I/O 模組及 1769
I/O 模組做適當配置。
• 放置 1768-L4xx 控制器時讓其作為 1768 背板中的最後一個模組

（與電源供應器間的距離最遠）。
• 1768 CompactLogix 電源供應器由右側開始供電，故其需為系

統中最左側的模組。
• 本機插槽中最多可有八個 1769 I/O 模組。
• 本機插槽由 1768 電源供應器供電。
• 最多有兩個 1769 I/O 模組的遠端插槽可使用 1769-CRLx 延伸電

纜進行連接。
• 遠端插槽由標準 1769 電源供應器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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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9電源供應器兩側的遠端插槽中最多各可有八個1769精巧型

I/O 模組。請參閱模組規格以確認其額定距離。
注意事項

請勿將 1769 電源供應器置於具有 1768 控制器的本機插
槽中，否則會發生嚴重錯誤。

• 控制器的類型決定了本機插槽中可放置的最大1768模組數量以

及一個本機插槽與最多兩個遠端插槽中可放置的最大 1769 I/O
模組數量。
控制器

最大本機 1768 模組數

最大 1769
I/O 模組 （本機與遠
端）

1768-L43、1768-L43S

2

16

1768-L45、1768-L45S

4

30

安裝控制器
請依以下步驟安裝控制器。
1. 將控制器固定在盤體或 DIN 軌道上。
注意事項

使用 DIN 軌道固定控制器時請勿使用螺絲。若將 DIN 軌道
上的控制器以螺絲固定至盤體上，可能會損壞固定板。

2. 確認安裝。
3. 連接控制器
4. 設定序列或乙太網路驅動程式。
5. 安裝 CompactFlash 卡 （選配）。
6. 下載並安裝控制器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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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控制器進行盤體固定
依照以下步驟使用平頭螺絲固定控制器。
1. 依第 10 頁，將控制器固定在 DIN 軌道上所示，將 CompactLogix
模組連接在一起。
2. 以該控制器作為樣板，在盤體上標示定位孔。
3. 鑽鑿 M4 或 8 號螺絲的定位孔。
注意事項

在固定所有裝置時，請確認碎屑 （如金屬片或電線）
不會落入控制器或 I/O 模組中。落入控制器或模組中的
異物可能會在控制器啟動時造成損壞。

4. 使用 M4 或 8 號螺絲以 1.16 N•m（10 lb•in）的扭力將控制器固定
在盤體上。
5. 將該模組接地至附有專屬接地針的接地匯流排上。
6. 將接地匯流排連線至盤體或 DIN 軌道上的功能性接地上。

將控制器固定在 DIN 軌道上
注意事項

本產品透過 DIN 軌道接地至機箱接地上。請使用鍍鋅黃鉻酸鹽鋼
材 DIN 軌道確保正確接地。若使用其他會侵蝕、氧化或不佳的導
體作為 DIN 軌道材質 （例如鋁及塑膠），會造成接地不確實或不
穩定。每隔 200 mm （7.87 in.）便將 DIN 軌道緊固在固定面上，並
使用適用的尾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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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 1768 元件
請依以下步驟固定控制器。
1. 將控制器固定在 DIN 軌道上。

a.

b.

31595-M

31596 -M

2. 將額外的 1768 模組固定在控制器左側。

c.

a.

b.

a.

31597-M

c.

31598 -M

3. 固定 1768 電源供應器及其他 1768 模組。

3159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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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 1769 I/O 模組
請依照以下步驟將 1769 I/O 模組固定在控制器右側。
1. 將上下對接插槽對齊，並將模組滑回 DIN 軌道直到匯流排桿對
齊為止。

2. 關閉 DIN 軌道鎖扣。

3. 將匯流排桿向左滑以便將模組鎖在一起。

注意事項

當連接 I/O 模組時，為確保電氣連接正確，請務必將
匯流排接頭確實鎖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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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對接插槽 （a）並鎖定匯流排桿 （b）來連接端蓋。

a.
b.

a.

確認安裝。
在安裝控制器並通電後，請確認 PWR 及 I/O PWR 狀態指示燈均恆亮
綠燈。

Power
OUT

L1
L2/N

若該指示未恆亮，請參閱第 28 頁，對系統電源進行故障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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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至控制器
警告

若您透過供電至此模組或電纜末端的序列狀置來連接或中斷序列
電纜，可能會發生電弧現象。在危險地區安裝可能會導致爆炸。
請確定進行上述動作時已移除電源，或確定該區域無危險情況。

將 1756-CP3 序列電纜連接至控制器的序列連接埠及您的工作站。
若您使用自製電纜，請遵守以下指導原則。
• 依圖示將接頭配上電

線。
• 請將電纜長度限制在

15.2 公尺 （50 英尺）。
• 將屏蔽連在兩個接頭

上。

工作站

控制器

1 DCD
2 RDX
3 TXD
4 DTR
COMMON
6 DSR
7 RTS
8 CTS
9

1 DCD
2 RDX
3 TXD
4 DTR
COMMON
6 DSR
7 RTS
8 CTS
9

設定通訊驅動程式
在網路中更新控制器韌體或使用控制器前，需先設定適合該網路的通
訊驅動程式。
請參閱第 15 頁，設定序列通訊驅動程式或第 17 頁，設定 EtherNet/IP
驅動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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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序列通訊驅動程式
使用 RSLinx 軟體設定序列通訊的驅動程式。
1. 從 「通訊」功能表中，選擇 「設定驅動程式」。
2. 從 「可用的驅動程式類型」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RS-232 DF1
裝置驅動程式。

3. 按一下 「新增」。
4. 為驅動程式輸入名稱後按一下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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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 「設定裝置」對話方塊上的 「通訊連接埠」下拉式功能表
中選擇工作站上電纜所連接之序列連接埠。

6. 從 「裝置」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Logix5550/CompactLogix」。
7. 按一下 「自動設定」。
a. 出現 「自動系統組態設定成功」對話方塊後請按一下 「確
定」。
b. 若該對話方塊未出現，請回到步驟 5 並確認是否已選擇正確
的通訊連接埠。
8. 按一下 「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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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EtherNet/IP 驅動程式
針對 EtherNet/IP 通訊，需使用 1768-ENBT?1768-EWEB 模組。若控
制器為 1768-L4xS，需使用 B 系列 1768-ENBT 或 1768-EWEB 模組。
在 1768 背板中，最多可在控制器左側安裝兩個此類模組。在透過
EtherNet/IP 網路載入控制器韌體前，需先設定 EtherNet/IP 模組的 IP
位址。IP 位址可使用 RSLogix 5000 軟體之 「工具」功能表上的
BootP-DHCP 公用程式進行設定。
若需更多相關資訊，請參閱 Logix5000 控制系統中的 EtherNet/IP 模
組使用手冊，版本編號 ENET-UM001。

設定至控制器的通訊路徑
1. 為控制器開啟 RSLogix 5000 專案。
2. 從 「通訊」功能表中，選擇 「啟用誰」。
3. 將通訊驅動程式展開至控制器層級。
4. 選擇控制器。

5. 完成所需的動作。
目的

點擊

監測控制器中的專案

進入
線上模式

將專案副本從控制器傳送至 RSLogix 5000 軟體中

上傳

將開啟的專案傳送至控制器中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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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或移除 CompactFlash 卡
警告

電源啟動時若將 CompactFlash 卡插入或移除，可能會產生電弧。在
危險地區安裝可能會導致爆炸。
請確定進行上述動作時已移除電源，或確定該區域無危險情況。

請依以下步驟插入或移除 CompactFlash 卡。
1. 按下控制器前方面板上的記憶卡門板卡榫並
將門板朝你的方向拉。
2. 將記憶卡插入或從插槽上移除。
3. 關閉記憶卡門板。

安裝控制器韌體
控制器送達時並無可運作的韌體，故在使用控制器前需先取得並安裝
韌體。
注意事項

當安裝或更新控制器韌體時，請勿以任何方式中斷更新過程。
中斷韌體更新會使控制器無法運作。
若控制器無法運作則需將其送回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

韌體修訂版會附在 RSLogix 5000 程式編輯軟體中，也可以從以下支援
網站下載：
http://support.rockwellautomation.com。請準備輸入 RSLogix 5000 軟體
的序號。
安裝韌體可用方式如下。
方法

頁次

與 RSLogix 5000 軟體一併配送的 ControlFlash （第 8 版或更新版本）軟
體

19

在 RSLogix 5000 軟體中執行的 AutoFlash 軟體

20

已載入有效韌體的 1784-CF64 或 1784-CF128 CompactFlash 卡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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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ControlFlash 或 AutoFlash 軟體更新控制器韌體需先與控制器建
立序列或其他網路連線。
透過乙太網路連線的更新速度較快，但需先安裝 1768-ENBT 乙太網
路模組方可透過乙太網路與控制器連線。
若需有關安裝、組態設定及操作 1768-ENBT 模組的相關資訊，請參
閱 Logix5000 控制系統中的 EtherNet/IP 模組使用手冊，版本編號
ENET-UM001。

透過 ControlFlash 軟體安裝韌體
1. 請確認網路已連線。
2. 啟動 ControlFlash 軟體。
3. 當 「歡迎」對話方塊出現時，按一下 「下一步」。
4. 選擇控制器的型號後，按一下 「下一步」。
5. 將網路展開直到看見控制器為止。
提示

若未顯示所需的網路，請先在 RSLinx 軟體中設定該網路
的驅動程式。

6. 選擇控制器並按一下 「確定」。
7. 選擇所需的修訂版層級並按一下 「下一步」。
8. 按一下 「完成」後按 「是」開始更新。
OK 狀態指示燈會閃紅燈表示正在進行更新。更新完成後會顯
示狀態方塊且 OK 狀態指示燈會恆亮綠燈。
9. 按一下確定。
10. 按一下 「取消」後按 「是」將 ControlFlash 軟體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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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AutoFlash 軟體安裝韌體
1. 請確認網路已連線。
2. 使用 RSLogix 5000 軟體，嘗試下載至控制器專案。
若所需的韌體未載入至控制器，便會啟動 AutoFlash 軟體。
3. 選擇控制器的型號後，按一下 「下一步」。
4. 將網路展開直到看見控制器為止。
提示

若未顯示所需的網路，請先在 RSLinx 軟體中設定該網路
的驅動程式。

5. 選擇控制器並按一下 「確定」。
6. 選擇所需的修訂版層級並按一下 「下一步」。
7. 按一下 「完成」後按 「是」開始更新。
OK 狀態指示燈會閃紅燈表示正在進行更新。當更新完成後會
顯示狀態方塊且 OK 狀態指示燈會恆亮綠燈。
8. 按一下確定。
9. 按一下 「取消」後按 「是」將 AutoFlash 軟體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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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CompactFlash 卡安裝韌體
請依以下步驟使用 RSLogix 5000 軟體將已設定之控制器的控制器程式
與韌體儲存至 CompactFlash 卡中。儲存程式時，韌體會自動儲存在
CompactFlash 卡中。
1. 當 CompactFlash 卡安裝在已設定的控制器後，在 「控制器屬
性」對話方塊上按一下 「非揮發性記憶體」標籤頁。
2. 按一下 「啟動時載入映像檔」將其儲存至記憶卡上。
3. 將記憶卡移除並插入至您想載入韌體及使用者程式的控制器
中。
4. 啟動新控制器後，便會載入儲存在 CompactFlash 卡的映像檔。

將 1768 或 1769 模組從 DIN 軌道上移除
若您需要將模組從 DIN 軌道上移除，請依以下步驟進行。
1. 將控制器的電源移除並等候電源供應器及控制器上的所有狀態
指示燈熄滅。
未亮起

Power
OUT

L1
L2/N

注意事項

若在控制器仍在寫入程式至記憶體時將系統的任何零件移除，
則該程式會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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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除 1768 模組。
a.

b.

Power
OUT

L1
L2/N

a.
d.

c.

Power
O UT

L1
L 2 /N

c.

31607-M

3. 透過解鎖匯流排桿（a）及 DIN 軌道鎖扣的方式將 1769 模組移
除。
b.

Power
OUT

L1
L2/N

b.

4. 將該模組沿對接插槽滑出 DIN 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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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指示燈
控制器狀態指示燈
指示燈
PWR

I/O PWR

RUN
（執行）

狀態

說明

綠燈

控制器供電給系統中的 1768 模組。

熄滅或紅燈

請參閱第 28 頁，對系統電源進行故障檢測。

未亮起

更換控制器。

綠燈

控制器運作正常。

閃紅燈／綠燈
或恆亮紅燈

請參閱第 28 頁，對系統電源進行故障檢測。

未亮起

控制器處於 PROG （程式）或 Test （測試）模
式。

綠燈

控制器處於 RUN （執行）模式。

未亮起

沒有含 I/O 強制值的標籤或 I/O 強制不可用
（停用）。

琥珀色燈

I/O 強制已啟動 （啟用） I/O 強制值可能存在或
未存在。

閃爍琥珀色燈

已有一個或以上之輸入或輸出位址強制變成開
啟或關閉狀態，但並未啟用強制功能。啟用強
制功能或解除個別 I/O 的強制狀態。

未亮起

使用者程式與設定資料並未主動儲存在快閃記
憶體中。

綠燈

使用者程式與設定資料正在儲存於快閃記憶體
中。

未亮起

控制器的 I/O 設定中並無裝置或控制器未含專
案。

綠燈

控制器正與其 I/O 設定中的所有裝置通訊。

閃綠燈

控制器的 I/O 設定有一個或以上之裝置無回
應。
請參閱第 27 頁，對無回應模組進行故障檢
測。

閃紅燈

控制器並未與其 I/O 設定中的任何裝置通訊。
請參閱第 27 頁，對無回應模組進行故障檢
測。

FORCE

MEM
SAVE

I/O

出版物 1768-IN004D-ZC-P - 2009 年 12 月

24 CompactLogix 控制器

控制器狀態指示燈
指示燈
OK

狀態

說明

未亮起

未接電源。若 MEM SAVE 指示燈為綠色，則使
用者程式與設定資料正被儲存至快閃記憶體。

閃紅燈

• 控制器需做韌體更新或正在進行韌體更
新。
• 控制器中發生可復原的嚴重錯誤。
• 控制器中發生無法復原的嚴重錯誤。
• 請參閱第 26 頁，排除嚴重錯誤。

CF

紅燈

控制器偵測到無法復原的嚴重錯誤故將專案從
記憶體中清除。
請參閱第 27 頁，排除無法復原的錯誤。

綠燈

控制器正常。

閃綠燈

控制器正在從非揮發性記憶體中存取專案。

未亮起

無 CompactFlash 卡活動。

閃綠燈

控制器正在讀取或寫入 CompactFlash 卡。
重要資訊：當控制器正在讀取或寫入時請勿將
CompactFlash 卡移除。在讀取或寫入時移除記憶
卡可能會造成記憶卡上的資料、控制器的資料
及安裝在控制器上的韌體毀損。

閃紅燈

CompactFlash 卡並無有效的檔案系統且需更換。

DCH0

未亮起

通道 0 已設定為與預設的序列設定不同。

綠燈

通道 0 有預設的序列設定。

CH0

未亮起

無 RS-232 活動。

綠燈

RS-232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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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狀態指示燈 （僅適用 1768-L43S 與 1768-L45S 控制器）
指示燈

安全執行

安全任務

安全鎖定

安全正常

狀態

說明

未亮起

使用者安全任務或安全輸出已停用。控制器
處於 PROG （程式）模式、測試模式或安全
任務發生錯誤。

綠燈

使用者安全任務及安全輸出已啟用。正在執
行安全任務有安全簽章。

閃綠燈

使用者安全任務及安全輸出已啟用。正在執
行安全任務沒有安全簽章。

未亮起

未建立配套關係。

綠燈

安全控制器狀態為 OK。座標系統時間
（CST）已同步且已建立安全 I/O 連線。

閃綠燈

安全控制器狀態為 OK。座標系統時間
（CST）不同步。

紅燈

安全配套關係已消失。

閃紅燈

安全任務無法運作。

未亮起

安全任務未鎖定。

綠燈

安全任務已鎖定。

未亮起

未接電源。

綠燈

配套安全性產品正常。

閃綠燈

配套安全性產品正在從非揮發性記憶體中存
取專案。

紅燈

配套安全性產品偵測到無法復原的嚴重錯誤
故將專案從記憶體中清除。

閃紅燈

• 內部配套安全性產品需做韌體更新或正
在進行韌體更新。
• 配套安全性產品中發生可復原的嚴重錯
誤。
• 配套安全性產品中發生無法復原的嚴重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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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嚴重錯誤
若 OK 狀態指示燈因可復原的嚴重錯誤而閃爍紅燈，請依以下步驟
排除錯誤。
1. 將控制器鑰匙開關從 PROG 切換至 RUN 再切換回 PROG。
2. 使用 RSLogix 5000 軟體進入線上模式，並下載專案。
3. 在 「控制器屬性」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嚴重錯誤」標籤頁
取得該錯誤的相關資訊。
若 OK 狀態指示燈因無法復原的嚴重錯誤而閃爍紅燈，則該控制器：
• 的 OK 指示燈會先開始恆亮紅燈。
• 接著自動重置。
• 接著將專案從其記憶體中清除。
• 將 OK 指示燈設成閃爍紅燈。
• 產生嚴重的可復原錯誤並在 RSLogix 5000 專案中產生對應的錯
誤代碼。
– 錯誤代碼 60 表示未安裝 CompactFlash 卡。
– 錯誤代碼 61 表示已安裝 CompactFlash 卡。
請依以下步驟從錯誤代碼 60 或 61 中復原。
1. 將控制器鑰匙開關從 PROG 切換至 RUN 再切換回 PROG。
2. 使用 RSLogix 5000 進入線上模式並下載專案。
3. 變更為 REM RUN 或 RUN 模式。
若問題仍存在，請在重啟電源並與洛克威爾自動化技術支援中心聯繫
前記錄 OK 指示燈與 RS-232 指示燈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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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無法復原的錯誤
若 OK 狀態指示燈恆亮紅燈，請依以下步驟排除錯誤。
1. 重啟電源。
2. 下載專案。
3. 變更為 REM RUN 或 RUN 模式。
若問題仍存在，請在重啟電源並與洛克威爾自動化技術支援中心聯繫
前記錄 OK 指示燈與 RS-232 指示燈的狀態。

對無回應模組進行故障檢測
請依以下步驟判斷裝置無回應的原因。
1. 確認專案中所有的 I/O 模組均以相同順序安裝。
2. 確認所有裝置均已更新為最新的韌體主要及次要修訂版本。
3. 使用 RSLogix 5000 軟體的線上說明判斷未回應的模組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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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系統電源進行故障檢測
CompactLogix 電源供應器與 CompactLogix 控制器一同為系統供電。在
嘗試對系統電源進行故障檢測時兩者均需列入考慮。
注意事項

在中斷連線、重新連線或更換任何元件前，請確實將電源關閉
並等候至所有系統狀態指示燈均熄滅。

若要對系統電源問題進行故障檢測，請善用 CompactLogix 電源供應
器 PWR 狀態指示燈及 CompactLogix 控制器的 PWR 與 I/O PWR 指示
燈。若電源供應器未正確運作，則控制器亦無法正確運作。需先診斷
並修正電源供應器的問題方可對控制器進行故障檢測。
1. 檢視電源供應器 PWR 狀態指示燈。
2. 若電源供應器正常運作且電源供應器 PWR 狀態指示燈亮綠燈，
請檢查控制器的 PWR 指示燈。
3. 若控制器 PWR 狀態指示燈亮綠燈，請檢視 I/O PWR 狀態指示
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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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電源供應器 PWR 狀態指示燈。
電源供應器 PWR
指示燈狀態

建議操作

未亮起

確認電源供應器已啟動且已正確連接足夠的輸入電
源。
更換電源供應器。

綠燈

電源供應器運作正常。
檢查控制器的 PWR 與 I/O PWR 狀態指示燈確認整個系
統運作正常。

紅燈

電源供應器未產出有效的 24V 電源至 1768 模組。請依
照以下動作進行修正。

1. 移除電源並等候所有狀態指示燈熄滅。
2. 切斷所有模組與系統的連線 （包括控制器）。
3. 重新供電
4. 檢查電源供應器的 PWR 狀態指示燈。
a. 若該狀態指示燈仍亮紅燈，請更換電源供應器。
b. 若狀態指示燈亮綠燈，則指示燈亮紅燈為系統中其他模組
所造成。
5. 移除電源並等候所有狀態指示燈熄滅。
6. 重新安裝控制器並檢查電源供應器的 PWR 指示燈。
a. 若亮綠燈，則移除電源，等候所有狀態指示燈熄滅後逐一
重新安裝 1768 模組，直到確認造成指示燈亮紅燈的模組為
何為止。
b. 若亮紅燈，則更換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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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控制器的 PWR 指示燈
此任務假設電源供應器的 PWR 指示燈亮綠燈。
控制器的 PWR 指示燈
狀態

建議操作

未亮起

確認系統中的所有模組均正確安裝且彼此確實連
接。若指示燈保持熄滅，請依照以下動作進行修
正。

綠燈

控制器供電給系統中的 1768 模組。
檢查控制器的 I/O PWR 狀態指示燈確認整個系統運
作正常。

紅燈

需更換系統中的控制器或 1768 模組。請依照以下
動作進行修正。

1. 移除電源並等候所有狀態指示燈熄滅。
2. 將除了控制器以外之所有 1768 模組與系統的連線中斷。
3. 重新供電
4. 檢查控制器的 PWR 指示燈
a. 若該狀態指示燈仍亮紅燈，請更換控制器。
b. 若狀態指示燈亮綠燈，則指示燈亮紅燈為系統中其中一個
1768 模組所造成。
5. 移除電源。
6. 逐一重新安裝 1768 模組，將電源移除後再重新供電，並依次檢
查控制器的 PWR 指示燈。
7. 若控制器的 PWR 指示燈亮紅燈，則最新安裝的模組便是造成
指示燈亮紅燈的原因。
若要對 1768 模組進行故障檢測，請參閱所屬安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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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I/O PWR 指示燈
此任務假設電源供應器與控制器的 PWR 指示燈亮綠登，且系統中有
1769 I/O 模組。
控制器 I/O PWR 指示燈

建議操作

狀態(1)
未亮起

更換控制器。

綠燈

控制器運作正常。不需採取任何動作。

閃爍紅燈與綠燈

確認 1769 I/O 模組或端蓋已正確連接並重新啟動電
源。

紅燈

本機插槽中可能有安裝 1769 電源供應器，或系統
中的控制器或 1769 I/O 可能有問題。請依照以下動
作進行修正。

(1)

當控制器啟動時，若沒有任何問題，則 I/O PWR 狀態指示燈會暫時亮紅燈後變成綠
燈。若指示燈保持紅燈，請使用上表對問題進行故障檢測。

1. 若本機插槽中有安裝 1769 電源供應器，請將其移除後重新供
電。
若 I/O PWR 指示燈保持紅燈，請進行下一步驟。
2. 移除電源並等候所有狀態指示燈熄滅。
3. 將 1769 I/O 模組與系統的連線中斷。
4. 重新供電
5. 檢查控制器的 I/O PWR 指示燈
a. 若該指示燈亮紅燈，請更換控制器。
b. 若指示燈亮綠燈，則指示燈亮紅燈為系統中其中一個 1769
I/O 模組所造成。
若要對 1769 I/O 模組進行故障檢測，請參閱所屬安裝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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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1768-L43、1768-L43S、1768-L45、1768-L45S 控制器
屬性

1768-L43

1768 背板模組支援

2

背板電流

1.3 A @ 24V

1769 背板電流輸出

2.0 A @ 5.2V

2.0 A @ 5.2V

1768 背板電流輸出

2.8 A @ 5.2V

5.6 A @ 5.2V

1768 及 1769 背板電流總
輸出

4.8 A @ 5.2V

7.6 A @ 5.2V

功耗

6.3 W(2)

7.5 W(2)

8.3 W(2)

9.5 W(2)

功耗

31.3 W

33.6 W

48.0 W

50.4 W

1768-L43S

1768-L45

1768-L45S

4
1.4 A @ 24V

2.0 A @ 24V

2.1 A @ 24V

1769 系列 I/O 模組數量， 16
最多
2
I/O 槽位數量，最多

30

可用的 1768 模組數
量，最多

2

4 (3)

隔離電壓

30V （連續）
功能絕緣類型
於 500V AC 進行類型測試 60 秒，以 RS-232 與系統
連線

配線類別(1)

2 - 通訊連接埠上

3

(3)

北美溫度代碼

T4

IEC 溫度代碼

不適用

安裝螺絲扭矩

1.16 N•m (10 lb•in)，使用 M4 或 8 號螺絲

出版物 1768-IN004D-ZC-P - 2009 年 12 月

T4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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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L43、1768-L43S、1768-L45、1768-L45S 控制器
屬性

1768-L43

1768-L43S

1768-L45

1768-L45S

約略尺寸 （高 x 寬 x
深）

131.6 x 67.4
x 121.8 mm
(5.18 x 2.65
x 4.80 in.)

131.6 x 90 x
121.8 mm
(5.18 x 3.55
x 4.80 in.)

131.6 x 67.4
x 121.8 mm
(5.18 x 2.65 x
4.80 in.)

131.6 x 90 x
121.8 mm
(5.18 x 3.55
x 4.80 in.)

約略重量

0.34 kg
(11.9 oz)

0.45 kg (15.9
oz)

0.34 kg
(11.9 oz)

0.45 kg
(15.9 oz)

機殼類型額定值

無 （開放型）

(1)
(2)
(3)

使用此導體分類資訊來規劃導體線路。請參閱工業自動化配線及接地指南，版本編
號 1770-4.1。
請參閱後續的相關功耗圖表。
重要資訊：您可以在系統中任意組合安裝運動及網路模組。系統中最多可以安裝兩
個網路模組。網路模組包括：1768-ENBT、1768-CNB、1768-CNBR 及 1768-EWEB。

1768-L43 與 1768-L43S 功耗
7.5 W

8

功耗 （瓦特）
4.0 W



6

6.3 W

4

2.8 W


2
0


5

10

15

20

25

1768-L43S
1768-L43

30

1768 及 1769 匯流排 5.2V 負載 （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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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L45 與 1768-L45S 功耗
9.5 W
4.0 W
功耗 （瓦特）



8

8.3 W

6
4

2.8 W



1768-L45S

2

0

  1768-L45
5

10

15

20

25

30

35

40

1768 及 1769 匯流排 5.2V 負載 （瓦特）

環境規格
屬性

值

作業溫度

IEC 60068-2-1 （測試 Ad，操作，冷），
IEC 60068-2-2 （測試 Bd，操作，乾熱），
IEC 60068-2-14 （測試 Nb，操作，熱衝擊）：
0...60 °C （32...140 °F）

溫度，無操作

IEC 60068-2-1 （測試 Ab，無包裝，無操作，冷），
IEC 60068-2-2 （測試 Bb，無包裝，無操作，乾熱），
IEC 60068-2-14 （測試 Na，無包裝，無操作，熱衝擊）：
-40...85 °C （-40...185 °F）

相對濕度

IEC 60068-2-30 （測試 Db，無包裝，無操作，濕熱）：
5...95% 無凝結

振動

IEC 60068-2-6 （測試 Fc，操作）：
5 g @ 10...500 Hz

衝擊，操作

IEC 60068-2-27 （測試 Ea，無包裝衝擊）：30 g

衝擊，無操作

IEC 60068-2-27 （測試 Ea，無包裝衝擊）：50 g

排放

CISPR 11：第 1 組，類別 A

ESD 耐受性

IEC 61000-4-2：6 kV 接觸放電
8 kV 空氣放電

EFT/B 耐受性

IEC 61000-4-4：
通訊連接埠上：5 kHz 時為 ±4 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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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規格
屬性

值

無線射頻輻射耐受
性

IEC 61000-4-3：
10V/m，1 kHz 正弦波 80% AM，80…2000 MHz
10V/m，200 Hz 50% 脈波 100% AM，900 MHz
10V/m，200 Hz 50% 脈波 100% AM，1890 MHz
3V/m，1 kHz 正弦波 80% AM，2000…2700 MHz

突波瞬時耐受性

IEC 61000-4-5：
通訊連接埠上：±2 kV 線對地 （CM）

導電無線射頻耐受
性

IEC 61000-4-6：
10V rms，1 kHz 正弦波 80% AM，150 kHz…80 MHz

認證 （當產品有標示時）(1)
認證
c-UL-us

值

CE

歐盟 2004/108/EC EMC 指令，符合：
EN 61326-1；Meas./Control/Lab，工業要求
EN 61000-6-2；工業耐受性
EN 61000-6-4；工業排放
EN 61131-2；可程式控制器 （條款 8，A 區及 B 區）

C-Tick

澳洲無線通信法案，符合：AS/NZS CISPR 11；工業排放

Ex

僅適用 1768-L43S 與 1768-L45S：
歐盟 94/9/EC ATEX 指令，符合：
EN 60079-15；潛存爆炸氣體環境防爆規範及 II 3 G Ex nA IIC T4 X
EN60079-0；一般性規定

功能安全(2)

僅適用 1768-L43S 與 1768-L45S：
由 TÜV 認證：依據 IEC 61508 標準，可達 SIL 1 至 3；依據 ISO
13849-1 標準安全等級達 PLe/Cat. 4

UL 列名為工業用控制器設備，認證適用於美國及加拿大。請
參閱 UL File E65584。
UL 列名為類別 I、2 級 A、B、C、D 組危險地區，認證適用於美
國及加拿大。請參閱 UL File E194810。

(1)

請參閱 www.ab.com 的產品認證連結以瞭解合規聲明、證書及其他認證細節。

(2)

當使用指定軟體版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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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源
這些文件包含與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 http://www.ab.com 產品有關的
其他資訊。
資源

說明

Logix5000控制系統中的EtherNet/IP模組
使用手冊，版本編號 ENET-UM001

提供有關如何對 EtherNet/IP 模組進行
設定、程式編輯、操作與故障檢測
的詳細資訊，並提供技術規格。

1768 精巧型 ControlLogix 控制器使用手
冊，版本編號 1768-UM001

關於如何組態設定、程式編輯及操
作 1768 CompactLogix 系統的詳細說
明，並提供技術規格內容。

精巧型 GuardLogix 控制器使用手冊，
版本編號 1768-UM002

提供有關如何對 1768 精巧型
GuardLogix 系統進行設定、程式編輯
與操作的詳細資訊。

GuardLogix 控制系統安全參考手冊，
版本編號 1756-RM093

GuardLogix 控制系統的安全需求相關
資訊。

工業自動化配線及接地指南，版本
編號 1770-4.1

提供安裝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工業
用系統的一般指導原則。

產品認證網站，http://www.ab.com

提供合規聲明、證書及其他認證細
節。

您可以至網站 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 檢視或下載出版
物。如欲訂購技術說明文件之紙本，請聯繫您當地的洛克威爾自動化
經銷商或業務代表。
Allen-Bradley、Rockwell Automation、Rockwell Software、CompactLogix、GuardLogix、RSLogix 5000、
ControlFlash、RSLinx、Logix5000、及 TechConnect 皆為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的商標。
非屬於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的商標為其他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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