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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INE 800 低压智能电机控制中心和开关组件 选型指南
新增内容
本出版物中包含以下新增内容或更新信息。该列表仅列出了主要更新，并未反映出所有变更。并⾮每次修订
都提供有翻译版本。

主题 ⻚码
更新了“主 ACP 选件”章节 31
更新了“进线,ACB”表 32
新增了“主 MCCB 选件”章节 33
更新了“进线,MCCB”表 33
更新了“⺟联,ACB”表 34
更新了“馈线，ACB”表 35
更新了“馈线，MCCB”表 36
更新了“DOL 直接启动器单元”表 40
更新了“DOL 反转电机启动器单元”表 41
更新了“Y-Delta 单元”表 42
更新了“两速启动器单元”表 42
更新了“SMC Flex 软启动器单元”表 44
更新了“PowerFlex 520 系列变频器选型”表 46
更新了“PowerFlex 750 系列变频器选型”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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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INE 800 低压智能电机控制中心和开关组件 选型指南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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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INE 800 低压智能电机控制中心

罗克⻙尔⾃动化的 Allen-Bradley® HiLINE 800 ™ 低压智能电机控制中⼼ (MCC) 使用电机控制设备的最新技
术。HiLINE 800 MCC 专为满足中国市场严苛需求而设计，满足 GB/T 7251.12-2015 和 IEC 61439-1 及 -2，
版本 2.0 b:2011 标准要求。

高性能电机控制中心
HiLINE 800 MCC 提供完全抽出式单元或可选固定式单元，其中包含各种 IEC 组件、交流变频器、软启动器和
其他设备。HiLINE 800 MCC 提供的智能化控制采用常用的通信协议，可轻松在 MCC 中实现联⽹。

除了全套电机控制设备之外，HiLINE 800 MCC 还组装了配电设备。HiLINE 800 MCC 可包含空⽓断路器、馈
线、进线、进线 - ⺟联 - 进线和变压器，从而可获得集成的低压电源组合。

HiLINE 800 MCC 特性：
• 完全抽出式单元或固定式单元
• ⾼单元密度，每个柜体最多可有 18 个单元
• 安全性和可靠性⾼，并可与 EtherNet/IP™ 连接
• 三线或四线电源系统性能
• 柜体安装式⽔平⺟线，可达 4000 A
• 全公制设计 （硬件和外部尺⼨）
• 空⽓断路器可作为进线和馈线
• 无电弧区、连续⺟线⽀撑系统和隔离单元电源插件组件等标准安全功能可帮助保护员⼯安全并确保过程

正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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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INE 800 低压智能电机控制中心
智能操作和维护管理系统
智能操作和维护管理系统基于单⼀ EtherNet/IP ⽹络，将变频或恒速电机组合到智能以太⽹连接中。该连接
通过罗克⻙尔⾃动化的核⼼硬件 ControlLogix® 产品，以 PlantPAx® 为基础，形成⼀个实时监控和维护操作
系统。同时，FactoryTalk® Historian 使用历史实时数据库来实现数据故障记录、智能控制、实时设备检查、
设备预维护和电源管理等功能。

智能操作和维护监控控制 MCC 并提供所有状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电压、电流、过载状态。报警以先进先
出的优先级顺序进⾏故障诊断，并通过⼿机短信向⼯⼚管理层发送报警通知。

E300/ 变频器远程诊断和配置

通过任何⽹络节点的 Web 浏览器，进⾏快速诊断并远程配置变频器和 E300™ 继电器。您可以执⾏变频器调
节，启动和停止操作，查看变频器参数、故障信息、报警信息、设置和修改参数等。此外，还可下载变频器
参数的备份，以便快速更换变频器。

单以太网 /IP 网络

运⾏和维护管理系统通过单个 EtherNet/IP 连接实现从顶部控制系统到设备层的无缝⽹络集成。可实时监控
整个⽹络的状态，包括交换机、交换机端口状态、⽹络电缆、协议数据包和报警。重要的⽹络警报会尽快发
送给⼯⼚管理层和相关维护⼈员。

双冗余环网架构

操作和维护管理系统将变频器和 E300 继电器连接到冗余环⽹。冗余环⽹的主交换机和服务器的中央交换机
构成光纤环⽹，可最大程度提⾼系统⽹络冗余，防止⽹络中断。同时，系统实时监控整个环⽹，并在屏幕上
显示状态。重要警报会尽快发送给⼯⼚管理层和相关维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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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INE 800 低压智能电机控制中心
选型过程
使用本出版物中的以下章节选择⼀款 HiLINE 800 电机控制中⼼。

步骤 1：查看 MCC 技术规格

确定应用需要的认证、额定值以及其他技术规格。步骤 1 从第 9 ⻚开始。

步骤 2：选择网络技术

选择⽹络技术、诊断和 HMI 软件⼯具的级别和类型。步骤 2 从第 11 ⻚开
始。

步骤 3：选择结构

选择单元配置、柜体宽度和深度、IP 等级和分隔等级。步骤 3 从第 15 ⻚开
始。

步骤 4：选择电源系统

选择 3 线或 4 线电⽓系统、⽔平和垂直电源⺟线容量、⺟线耐受额定值和短
路耐受额定值。步骤 4 从第 21 ⻚开始。

步骤 5：选择单元设计

选择单元尺⼨、类型和断开方式。步骤 4 从第 25 ⻚开始。

步骤 6：选择单元类型

根据进线和馈线、启动器、变频器、PLC 和各种⾮电机负载选择单元类型。
步骤 6 从第 31 ⻚开始。

选型校验表

在完成各步骤时，请完成选型校验表的每个相应部分。填写校验表有助于您
当地的销售办事处更好地了解您的需求。摘要校验表从第 51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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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INE 800 低压智能电机控制中心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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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查看技术规格

可在 Rockwell Automation 文献库 (rok.auto/literature) 中查找以下认证 (800-CTxxx and PEC-TDxxx)：

标准
IEC 61439-1 版本 3.0 b:2020
IEC 61439-2 版本 3.0 b:2020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 1 部分：⼀般要求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 2 部分：电源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GB 7251.12-2013
GB/T 7251.8-2005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 2 部分：电源开关和控制设备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智能完整组件的通用技术要求

认证和标志 中国强制认证 (CCC) 800-CT017 
中国 RoHS PEC-TD003 

额定电压
额定⼯作电压，Ue
额定频率，fn
额定绝缘电压，Ui

最⾼ 400V，3 相 
50 Hz
1000V，3 相

额定电流

连续电流额定值，Ie
短路尖峰耐受电流，Ipk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cw
中性线 (N)

⽔平⺟线 - 最⾼ 4000 A ；垂直⺟线 - 每个柜体最⾼ 1600 A(1) 
⽔平⺟线最⾼ 176 kA
⽔平⺟排在 1 秒内可达 80 kA
满容量或满容量的⼀半

(1) 每个柜体顶部最⾼电流 4000 A，最大垂直电流 1600 A。

漏电距离和间距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Uimp
材料组 （过电压种类）
污染等级

4 kV、6 kV 或 12 kV
IIIa (175 </= CTI < 400)
3

⺟线材料和电镀(2)

(2) 标准镀层；请咨询罗克⻙尔⾃动化了解镀层选择。

⽔平电源⺟线
垂直配电⺟线
保护接地装置 (PE)

铜制，镀锡 
铜制，镀锡
铜制，无镀层

防护等级 IEC 60529 IP40、IP41
分隔形式 IEC 61439-1 Form 2b 或 3b
柜体尺⼨ ⾼度、宽度、深度 请参⻅第 18 ⻚

单元

单元⾼度 (mm)

从 200 mm 开始为 25 mm 的倍数

8M = 200 mm (8 个空格）
12M = 300 mm(12 个空格）
16M = 400 mm(16 个空格）
20M = 500 mm(20 个空格）
24M = 600 mm (24 个空格）
36M = 900 mm (36 个空格）
72M = 1800 mm (72 空格）

单元宽度 (mm) 标准值 = 600 mm ( 近似值）
节省空间 8M/2 = 300 mm ( 近似值，仅适用于 8M ⾼度）

每个柜体单元 标准 = 规格为 8M 的最大 9 个单元
节省空间 = 规格为 8M/2 的 18 个单元的最大值

结构表⾯处理 内部
外部

镀铝锌金属 （可定制其他颜色）
RAL 7035 浅灰色涂层 （可定制其他颜色）

环境
存储温度
⼯作 （环境）温度
海拔⾼度

-5…+40 °C
-5…+40 °C(3) 在无凝露湿度⾼达 95% 的环境下
最⾼ 2000 m 不降容； 2000 m 以上降容

(3) 在 24 ⼩时时段内的平均温度不得超过 3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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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查看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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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网络技术

EtherNet/IP 可增强集成程度，有助于缩短 MCC 的设置时间并提⾼⽹络速度。通过 EtherNet/IP，可以从任
何位置对 MCC 进⾏快速监视、排障和诊断。HiLINE MCC 具有稳定的电机控制功能，通过⼀个可与整个企业
进⾏通信的⽹络让您获取需要的实时数据 。借助 EtherNet/IP ⽹络可以实现智能操作和维护管理，可⾃动配
置和填充 I/O 树与⽹络配置。

EtherNet/IP ⽹络成本合理，性能卓越，是 MCC 应用的理想选择。采用由 ODVA 管理的开放式规范和协议，
这意味着供应商无需购买用于连接系统的硬件、软件或许可权限。

EtherNet/IP 系统能够在正常和恶劣电⽓环境下通信和⼯作。该系统可应用于全⼚范围，并且能够跨越多种
策略，⽀持各种现货供应的商用 (COTS) 产品，例如以太⽹交换机和设备。

EtherNet/IP 系统具有以下功能：
• ⾃动设备配置 (ADC)，该功能可⾃动将 IP 地址、固件和设备参数设置下载到新替换的设备中，无需用⼾

进⾏任何⼲预。
• 交换机级线性或环形拓扑可提供⽹络灵活性，适用于各种规格的操作。
• ⾼通信压力下性能优异。
• 可动态添加或减少节点。
• 第⼆层管理型以太⽹交换机可以提供⾼级的⽹络配置、安全性和诊断功能。
• MCC 中的 EtherNet/IP 系统能够以 100 Mbaud 的速率运⾏。

有关如何使用 EtherNet/IP 配置 MCC 的更多信息，请参⻅ HiLINE 800 Low Voltage Intelligent Motor 
Control Centers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出版号：25800-IN001。

EtherNet/IP 网络示例

753 753

⼯程师站 控制室 HMI (PanelView ™ 终端 ) ControlLogix 控制器 维护计算机

EtherNet/IP ⽹络 维护计算机

HiLINE 800 低压 MCC PowerFlex 变频器 CENTERLINE® 2500 低压 MCC CENTERLINE 1500 中压 MCC
罗克⻙尔⾃动化出版物 25800-SG001B-ZH-P - 2023 年 2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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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网络技术
EtherNet/IP 元件

单元组件

每个单元都可搭配⼀个 EtherNet/IP 组件。
• 启动器单元可搭配固态过载继电器，如 E300 电子过载继电器。
• 交流变频器可搭配 EtherNet/IP 通信模块和 / 或内置选件。
• 固态控制器可搭配 EtherNet/IP 通信模块，在有些情况下还可搭配 EtherNet/IP POINT I/O™ 系统。
• 馈线电路可搭配 EtherNet/IP POINT I/O 系统。

MCC 单元中的每⼀个 EtherNet/IP 组件通过控制与⽹络⾛线槽中的端口连接到⽹络 。从⽹络中添加或去除单
元不会中断系统中⼯作的其他单元。⽹络⾛线槽与电源导线隔离。

布线

EtherNet/IP ⽹络使用光纤或铜双绞线。设备间铜线双绞线的最大长度为 100 米。整个⽹络无累积长度限
制。光纤电缆的长度因电缆设计而有所不同。所有 EtherNet/IP 电缆的额定电压均为 600V，无需与电机电缆
隔离。通过在⾼电流电机导线附近敷设⽹络电缆，对 EtherNet/IP 电缆系统的抗扰度进⾏全⾯测试。所有 
EtherNet/IP 电缆都通过控制和⽹络⾛线槽以及 MCC 顶部或底部的⾛线槽敷设。所有电缆都在隔板后⾯敷
设，将电缆与单元空间和⾛线槽相隔离，有助于防止意外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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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网络技术
智能操作和维护管理系统

智能操作和维护管理系统的特性：

系统启动 系统单线图 系统⽹络架构图

监视 实时和历史趋势 设备检查

状况记录 设备预维护 电源管理

系统和设备报警 系统推送通知
罗克⻙尔⾃动化出版物 25800-SG001B-ZH-P - 2023 年 2 ⽉ 13



步骤 2：网络技术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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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选择结构

安装配置
安装 HiLINE 800 MCC, 以便进⾏后部维护访问。柜体并排排列和安装。

柜体运输信息

每个柜体都配有四个钢制吊环，每个运输单元都配有⼀个连续的可拆卸吊环。每个柜体上也设有四个起吊环。

气隙要求

通⻛⺟线配置需要在柜体后部保留空⽓间隙。更多详细信息，请参⻅第 18 ⻚。
罗克⻙尔⾃动化出版物 25800-SG001B-ZH-P - 2023 年 2 ⽉ 15



步骤 3：选择结构
柜体结构和尺寸
HiLINE 800 MCC 柜体设计的整体设计结构采用⾃上而下模块化方法。设计结构如下图所示。

HiLINE 800 MCC 柜体采用典型的⾃⽀撑式 C- 柱，而框架采用模块化组件结构。框架的柜体和梁对称设计，
整个柜体使用专利的铝合金⻆联轴节组装。柜体和梁上的肋拱增强了柜体的结构强度和稳定性，同时在组装
后进⼀步提⾼了柜体的防护等级。

无论设备流经多大电流，由于⻆连接器将前梁、侧梁和柜体的磁电路分开而不互相接触，使得框架不会形成
闭环磁电路。这有助于消除因温升造成的缺点，并能承受已安装组件的动态热应力或短路情况。安装和运输
开关设备不会影响开关设备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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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选择结构
柜体结构

HiLINE 800 MCC 采用刚性设计，有助于
延长使用寿命。即使在经过多年的可靠服
务后，抽出式单元仍可进⾏安装和拆卸，
门仍可安全地紧闭。

每个柜体上都配有左侧板，增强了故障遏
制能力，有助于防止单个故障影响整体结
构，从而限制设备的损坏范围。末端柜体
配有曲⾯末端⾯板，提供电弧保护，有助
于防止⼈员带电接触。

通过用螺栓固定安装通道中的安装孔或通
过焊接方式将柜体固定在安装位置。

典型抽出式柜体
（典型的固定柜体没有设垂直⾛线槽）

吊环 (4)

顶板

⽔平⺟排
左侧板 顶部⾛线槽盖

垂直⺟排

底板

底部⾛线槽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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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选择结构
柜体尺寸

用模数来描述单元尺⼨。每个模块的⾼度为 25 mm (1M)。最⼩单元尺⼨包含 8 个模块 (8M), 最大单元尺⼨包
含 72 个模块 (72M), 总⾼度为 1800 mm。柜体可以容纳多达 18 个空间节省模块，由于其宽度缩减了约 
300 mm, 这些模块可实现更⾼的单元密度。空间节省单元称为 8M/2。该 8M/2 单元可在同⼀模块空间内串
联安装。⺟排隔室的⾼度为 9M (225 mm), 下部隔室的⾛线槽⾼度为 7M (175 mm)。

整体尺⼨如下：

防护等级 （外壳防护等级）
根据 IEC 60529，结构提供下列 IP 等级。

• IP 40、IP 41

结构金属件提供圆形边缘，紧密安装，看不到任何⽓隙。

操作环境 （温度和海拔）
MCC 旨在污染等级最⾼为 3 的环境中使用。

MCC 的⼯作条件为：环境⼯作温度范围为 -5 +40 °C，最⾼ 95% 的无冷凝相对湿度，任意 24 ⼩时时段内平
均温度不超出 35 °C。

MCC 最⾼可在海拔 2000 米的地方⼯作，而不会降低额定值。对于海拔超出 2000 米的位置，有关降低额定
值的信息，请联系罗克⻙尔⾃动化代表。

柜体组件尺寸
柜体 电流额定值 (A) 高度 (mm) 宽度 (mm) 深度 (mm)

1

PC ≤ 4000 2200

650

10002 800
3 1000
4 1200
5 电机控制中⼼ ≤ 4000 2200 650 10006 1000

10
控制 ≤ 4000 A 2200

650
100011 800

12 1000

柜体组件重量
柜体 宽度 (mm) 深度 (mm) 重量 (kg)(1)

(1) 所提供的重量取决于装有九个单元的 MCC 柜体。柜体的实际重量取决于多种因素 ( 例如，数量或单位、⽔平电源⺟线、⾛线槽、断路器型号、组
件数量、柜体深度、货运包装等）。MCC 单元随附的包装列表提供实际运输重量。下表中提供的重量仅供参考。

1

PC

650

1000

430
2 800 650
3 1000 720
4 1200 850
5 电机控制中⼼ 650 1000 520
6 1000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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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选择结构
电镀和喷涂
HiLINE 800 MCC 的内部金属板件采用镀铝锌镀层作为标准处理。其余结构金属件经过多步清洁、冲洗、粉
末喷涂和烘烤⼯艺，产生厚度为 50…80 µm 的涂层，具有出色的粘合性，可抗冲击和盐雾。这些⼯艺根据 
ISO 9001 质量管理标准进⾏维护和控制。

标准外部涂层颜色为浅灰色 (RAL 7035)。下部通⻛防护罩喷涂⿊色 (RAL 7016)。定制方案有其他涂层颜色可
选。

主铭牌
若指定铭牌，MCC 主铭牌可提供最多五⾏刻字，铭牌位于在顶部⺟排隔间的前门⾯板上。

走线槽
每个 MCC 都有⽔平、垂直 （可选）、控制与⽹络⾛线槽，用于导线和电缆的布置。

800 mm 宽 
固定柜体

650 mm 宽 
抽出式柜体

1000 mm 宽 
650 mm 宽抽出式柜体 

带 350 mm 宽垂直⾛线槽

⽔平⾛线槽

垂直⾛
线槽

800 mm 宽 
固定柜体

800 mm 宽 
固定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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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选择结构
水平走线槽

⽔平⾛线槽位于每个 MCC 柜体的顶部、前部和后部。⽔平⾛线槽扩展了 MCC 的整个宽度和深度。前顶部⾛
线槽通常用于 24V 直流电源和柜体之间的互锁线安装。后顶部⾛线槽用于通信⺟线。这是为了隔离 MCC 中
的电源和⽹络线路。⾛线槽前后盖板便于连接线路。这些盖板通过防弧门锁锁定并固定到位。为帮助进⾏故
障处理和维护，柜体顶部留出了安装⽹络变压器的空间。⽔平⾛线槽是⼀种隔离和封闭的金属隔间，旨在防
止通信受到⼲扰，有助于确保通信安全可靠。

⽔平⾛线槽与电源⺟线隔离。输⼊线路段的⽔平⾛线槽减少深度，以保持与输⼊线路区域相隔离。

垂直走线槽

垂直⾛线槽位于每个柜体的右侧，处于顶部和底部⽔平⾛线槽之间，⾼度达 1800 mm。垂直⾛线槽的深度
约为 450 mm，宽度为 350 mm。

垂直⾛线槽可选，用于管理某些终端和接线。

分隔形式
在下列各项之间存在内部绝缘和隔离：

• 各个单元之间
• 单元与⾛线槽之间
• 单元与⺟线系统之间
• ⾛线槽与⺟线系统之间

MCC 内的标准内部隔离方式为 3b 型。

2b 型：
• ⺟排与功能单元分开
• 功能单元和终端不分

开

3b 型：
• ⺟排与功能单元分开
• 功能单元彼此分开
• 终端与功能单元分开，

但终端彼此不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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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电源系统

控制和接入电源
HiLINE 800 MCC 适合在三相、三线或四线制、星形连接，额定电压为 400V 或更低，频率为 50 Hz 的电源系
统中使用。HiLINE 800 MCC 可以在带 / 不带可选中性线的三线或四线制系统中使用。中性线可以使用满额定
值的⼀半或满额定值。

根据要求，控制电源选件包括直流或 50 Hz 交流电源。可通过单个或中央控制变压器以及线路 - 中性线或直
流电源从供电线路获得控制电压。此外，也可通过 MCC 远程提供控制电压。

电源⺟线系统
MCC 的⽔平电源⺟线安装在结构的顶部，有⼀个独⽴的⺟线隔间，以提供最佳的散热、电源分配，并便于维
护和安装。⽔平电源⺟线安装在封闭的隔间中，独⽴⺟线隔间带有通⻛管，以实现⾃然通⻛和对流效应，从
而改善设备的有效散热。

垂直电源⺟线在顶部安装的⽔平⺟线下方提供配电。该功能还有助于实现不受限制的单元布局。

⽔平和垂直电源⺟线均通过组件固定在⼀起。

无电弧区是组件电路的⼀部分，除⾮绝缘层损坏，否则无电弧区的接线不会点燃。HiLINE 800 的标准无电弧
区包括：

• 垂直⺟排由隔离的⺟线⽀架和盖板进⾏完全封装。
• ⾃动挡板随标准产品⼀起供应。
• 在插⼊抽出式单元时，⾃动挡板打开，当拆卸单元时，⾃动挡板关闭。该安全特征有助于确保在拆卸抽

出式单元时，⽴即隔离垂直⺟线。
• 绝缘插头外壳为每个相提供独⽴的隔离通道。

水平电源⺟线

标准⽔平电源⺟线材料为镀锡铜。

水平⺟线额定值 ⺟排尺寸 
(mm)

⺟排数量
（每相）

短路耐受额定值，lcw(1)
（l 峰值 = 176 kA)

(1) 耐受额定值为短路 (lcw) 和短路峰值 (lpk)。短路额定值显示为最大 kA/s （表格中用
“s” 表示秒）。

50 kA/1 s 80 kA/1 s
1600 A 10 x 100 1 √
2000 A 10 x 80 2 √
2500 A 10 x 100 2 √
3200 A 10 x 125 2 √
4000 A 10 x 12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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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电源系统
垂直配电⺟线

垂直配电⺟线是由镀锡铜制成的矩形条，可与插⼊式单元插头实现最优接触。

中性线

可选的⽔平中性⺟线位于 MCC 内部，位于⽔平电源⺟线后方。

⽔平中性线提供满额定值或半额定值的额定电流，在材料和技术规范方⾯与⽔平电源⺟线⼀致。

垂直中性线连接到⽔平中性线，并为柜体中的单元提供⼀个中性连接。

中性线的⽀撑方式与⽔平电源⺟线相同。

垂直⺟线额定值 ⺟排尺寸 
(mm)

⺟排数量
（每相）

短路耐受额定值(1)

(1) 耐受额定值为短路 (lcw) 和短路峰值 (lpk)。短路额定值显示为最大 kA/s （表格中用 “s” 表示秒）。

⺟排钳位距离
(mm)lcw 65 kA/1 s

lpk 143 kA
≤ 500 A 6 x 40 1 √ 200

630 A 6 x 50 1 √ 225
800 A 6 x 60 1 √ 300

1000 A 6 x 80 1 √ 300
1250 A 6 x 100 1 √ 300
1600 A 6 x 120 1 √ 300

水平中性⺟线
额定值

⺟排尺寸 
(mm)

⺟排数量
（每相）

短路耐受额定值，lcw(1)
（l 峰值 = 176 kA)

(1) 耐受额定值为短路 (lcw) 和短路峰值 (lpk)。短路额定值显示为最大 kA/s （表格中用
“s” 表示秒）。

50 kA/1 s 80 kA/1 s
1600 A 6 x 100 1 √
2000 A 10 x 80 1 √
2500 A 10 x 100 1 √
3200 A 10 x 125 1 √
4000 A 10 x 120 2 √

垂直中性⺟线
额定值

⺟排尺寸 
(mm)

⺟排数量
（每相）

短路耐受额定值(1)

(1) 耐受额定值为短路 (lcw) 和短路峰值 (lpk)。短路额定值显示为最大 kA/s （表格中用 “s” 表示秒）。

⺟排钳位距离
(mm)lcw 65 kA/1 s

lpk 143 kA
≤ 500 A 4 x 30 1 √ 200

630 A 6 x 30 1 √ 225
800 A 6 x 30 1 √ 300

1000 A 6 x 40 1 √ 300
1250 A 6 x 50 1 √ 300
1600 A 6 x 60 1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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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电源系统
保护性接地导体
⽔平保护性接地导体和垂直插⼊式保护性接地导体构成⼀个完整的内部保护接地电路。

水平保护性接地⺟排

⽔平保护性接地 (PE) 导体使用未电镀的铜或镀锡铜 （可根据要求提供）制成，位于底部⽔平⾛线槽中。
⽔平 PE 在柜体宽度范围内是连续的，由不同规格的接线组成。

垂直⾛线槽中提供⼀根单元负载 PE 导线。这简化了连接电机 PE 引线的接线⼯作。垂直单元负载 PE 导线和
⽔平 PE 导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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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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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选择单元设计

所有单元都有牢固的底板和单元⽀撑板，将故障从⼀个单元扩散到柜体内的其他单元的概率降至最⼩。

单元尺寸
通过模块 (M) 来描述单元尺⼨。单元⾼度范围为 8...72M 
(200...1800 mm), 单元宽度约为 600 mm。此外，还提供⾼
度 200 mm 且宽度约为 300 mm 的空间节省单元 (8M/2)。

每个 MCC 柜体最多可容纳 18 个模块。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第 9 ⻚的单元技术规范。

单元类型
提供以下型号的单元：

• 可借助 SecureConnect ™ 完全抽出式 – 可在 SecureConnect 门保持关闭的情况下从结构中拆除单元，
从而提升⼈员安全。单元的最大电流额定值为 630 A。

• 固定式 — 单元：单元固定安装至 MCC 的框架。

全抽出式单元
抽出式单元由单元、牢固的单元⽀撑板和单元门组成。当插⼊时，抽出式单元牢牢固定在柜体中，它设计了
⼀个互锁机构，有助于确保当断开装置处于 ON/I 位置时，无法插⼊或抽出单元。

抽出式单元可以通过提供的曲柄⼯具释放线路、负载、控制、⽹络和保护性接地 (PE) 连接。输出负载和控制
连接位于 MCC 的后部。可指定顶部或底部进⼊。在单元中无需进⾏任何其他连接。

为增加安全性，无论单元处于连接、试验还是断开位置，都请持续连接 PE。

完全抽出式单元示例

抽出式单元使用低摩擦校正滑槽和⼀个机械操作⼿柄，使单元的插⼊和抽出变得更简单。单元有⼀个锁定机
构，用⼾解开该机构来改变位置。提供物理定位槽，有助于确认单元牢牢固定在每个位置。

8M (200 x 650 mm) 规格单元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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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选择单元设计
抽出位置

抽出式单元具有三个操作位置：连接、试验和抽出。
关于每个定位的特性，请参阅下⾯的描述。

连接 – 线路、负载、控制、⽹络和 PE 连接均已接合。
若要使用互锁或把断开装置转换到 ON/I 位置，则必须完
全关闭单元门。

试验 – 控制、⽹络和 PE 连接已经接合。线路和负载连接
被隔离开。在此位置下，用⼾可检验控制和⽹络接线。
挂锁可以将单元锁定在此位置。

抽出 — 所有连接均断开。抽出式单元可从柜体内卸下，
从而隔离连接。挂锁可以锁定已抽出的单元，以防止插
⼊。

控制和网络连接

对于抽出式单元，插⼊式控制和⽹络连接会⾃动完成。
⼀个额定值为 10 A 的 30 针连接器插头，用于控制连接。
⽹络连接则通过⼀个单独的连接器实现。控制和⽹络连
接器使用⼀个弹簧式机构来确保连接的可靠。

SecureConnect

使用 HiLINE 800 MCC SecureConnect 单元后，无需打开单元门即可卸下单元，利用这⼀特性，可提⾼检修
期间的个⼈安全⽔平，同时可减少生产停机时间。

单元操作⼿柄位于单元门外部，可移动到单元的所有操作位置。当门关闭时，可更改单元位置，有助于确保
移动单元时防护等级不变。该特性满足 IEC 61439 的要求。

SecureConnect 单元门也配有互锁按钮，可通过顺序互锁和锁定功能可提⾼安全性。互锁按钮在锁定和解锁
位置之间切换时会产生声音。

完全可抽出式单元的操作位置

操作位置
提供的连接

可锁定位置
线路 负载 控制 网络 PE

连接 √ √ √ √ √ √(1)

(1) 当门关闭时可以锁定单元。

试验 — — √ √ √ √
抽出 从柜体中拆除单元。连接已断开。 √

单元位于连接位置

单元位于测试位置

单元位于释放位置 （并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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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选择单元设计
必须先按下互锁按钮才能解锁单元。将单元移动到所需位置后，再次按下互锁按钮，将单元锁定在该位置。
还可以锁定和关闭对互锁按钮的访问，以限制继续更改单元位置。

固定式安装单元
固定式安装单元⼀旦安装到柜体后，便无法移动或调整
位置。对于 36 模块及以上大⼩的单元，固定式单元设计
是标准设计。线路、负载、PE 和控制连接直接连接到元
件。通过固定或插⼊式接线端子进⾏⽹络连接。固定式
单元消耗的电流量由⽔平电源⺟线的额定值确定。

单元连接

连接
单元类型

完全可抽出式 固定式
负载 √ √
线路 √ √
PE √ √
控制 √ √
⽹络 可抽出 已断开

操作位置
•连接
•试验
•抽出

固定式

可用的模块数 8M/2...24M 8M...72M

SecureConnect 手柄位置
图标 位置 说明

连接 线路、负载、控制、⽹络和 PE 连接均已接合。可以将单元锁定在已连接位置。

试验 控制、⽹络和 PE 连接已经接合。线路和负载连接被隔离开。在此位置下，用⼾可检验控制和⽹络接线以及单
元功能。可以将单元锁定在试验位置。

抽出 抽出式单元可从柜体卸下，从而隔离连接。抽出的单元可通过抽屉杆锁定，以防止插⼊。

固定式安装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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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选择单元设计
旋转操作手柄
操作⼿柄为重载旋转⼿柄，用于控制各个单元的断开方
式。当单元门关闭时，⼿柄与断开装置啮合。

可最多通过 3 个钩环挂锁 （直径均为 8 mm）将操作⼿
柄锁定在 OFF/O 位置。可以对操作⼿柄进⾏修改，使其
能够锁定在 ON/I 位置。

单元操作⼿柄与单元门互锁，有助于防止打开单元门，
否则只有在断开装置处于 OFF/O 位置时才能打开门。另
外还有⼀种特殊的外部操作方法，借助外部⼯具也可以
打开单元门操作单元，而不会中断单元⼯作。操作⼿柄
与单元互锁，因此，在操作⼿柄处于 ON/I 位置时，不能
插⼊或抽出单元。

单元断开装置
单元断开开关的类型为断路器型断开或可选熔断器型断开装置。组合启动器单元的耐受额定值取决于所选的
短路保护装置和组件。

插件

用于 8M/2…24 个模块的电源插件

两件套的电源插头外壳由⾼强度、无电痕的玻璃聚酯材
料制成，它为每个相位提供⼀个独⽴、绝缘的路径。

用于 8M/2…24 个模块的单元插⼊式电源插头的额定值
为 630 A。插头由镀锡铜制成，以实现低电阻连接，并
且在发生大电流浪涌时，插头将⾃动紧缩。

浮动和⾃动对准式单元的插⼊式电源插头由不锈钢弹簧
夹⽀撑，以保证插头与垂直⺟线之间的⾼压力连接。

中性点插件对于 4 线制系统是可选的。它是⼀个独⽴的
组件，其设计和功能与电源插件相同。

保护性地线 (PE) 触点

在抽出式单元上提供⼀个未电镀的铜 PE 接触⾯。建⽴其他连接之前，该触点先与 PE 连接在⼀起，而当所有
连接断开时，与 PE 的连接将最后断开。

旋转⼿柄未按比例显示。

8/2…24 模块单元的电源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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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选择单元设计
单元门
门通过重载铰链安装到柜体框架上。铰链销可拆卸。门锁为 1/4 圈。通常将操作及指示设备的控制盒以及过
载继电器的低矮型外部复位按钮安装到固定式单元门上。

有关指示设备和控制盒的详细信息，请参⻅第 29 ⻚。

门锁

标准 HiLINE 800 MCC 有电弧抑制四分之⼀圈门锁。在单元门和垂直线
槽门上提供门锁，使门保持关闭，从而使⼈员和柜体隔离。旋转门锁四
分之⼀圈，可以锁定或打开门锁。门锁上箭头的头部指向锁闭位置。

铭牌单元铭牌

单元铭牌可为⿊色聚碳酸酯铭牌，可容纳容纳 3 ⾏或 4 ⾏⽩色刻字。

控制电源
单元控制电源被指定为 24V DC 或 110、115、120、220、230 或 240V AC，也可以根据要求提供其他数值。

单元控制电源通常由每个 MCC 组内的⼀个中央控制电源变压器供电，因此抽出式单元的测试功能可以在最
有效的方式下⼯作。中央控制源以线电压⼯作，可选用普通控制熔断器。

可以将单独的控制电路变压器安装在每个单元中。⼆次侧的⼀个引脚装有熔断器，而其他的引脚则与 PE 相
连，⼀次侧的保护功能通过⼀次侧的熔断器来实现。该可选控制电源不⽀持试验位置。

控制线

控制线是铜绞合线，⼯作温度为 105 °C 时，额定值最⼩为 1.5 mm2。线标使用衬套型。

电源导线

电源线是铜绞合线，⼯作温度为 105 °C 时，额定值最⼩为 4 mm2。电源线规格满足单元的电流额定值。

导向器设备

指示设备封装在门式安装的控制盒内。根据门的规格和应用要求，每个
控制盒可容纳多个设备。

通过断开控制盒，可将其移动，以免阻碍抽屉中组件的视图，从而方便
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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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选择单元设计
E300 门安装式控制盒

可向 E300 继电器的扩展⺟线添加⼀个操作员接口。有两种类型的操作
盒可选，分别是控制或诊断操作盒。两种操作盒均安装在标准 22 mm 按
钮槽中。每个操作盒均提供诊断信息状态指示灯，用⼾在电⽓防护罩之
外便可查看 E300 继电器的状态。两种操作盒均配有可实现电机控制逻
辑的按钮，且两者均可从基本继电器上传和下载参数配置数据。

两种操作盒同样⽀持通过 CopyCat 功能上传和下载 E300 的配置参数。

E300 控制盒

E300 诊断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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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选择单元类型

柜体可使用多种不同类型的单元进⾏扩展，例如进线、馈线、直接启动器、Y-Delta、双速启动器、软启动
器、交流变频器和控制器等。根据进线电流，这些单元可使用空⽓断路器 (ACB) 或塑壳断路器 (MCCB) 作为
标准部件。还提供主接线⽚配置供用⼾选择。

进线
客⼾可通过主接⼊单元连接接⼊电源，主断路器可为 MCC 的主电源⺟线提供必要的保护。这些单元使用 
ACB 作为标准部件。还提供主接线⽚配置供用⼾选择。断路器可以是 3 极或 4 极，带顶部或底部电缆接⼊。
主接⼊单元通常放置在 MCC 的左侧、中⼼或右侧。有多种 ACB 可选，以满足最严苛的应用需求。

进线空气断路器 (ACB) 单元

空⽓断路器进线提供 630…4000 A 配置。使用 ACB 的进线单元提供可拆卸进线断路器，便于服务。可在前端
接触这些单元，拆除时挡板可增强安全性。所有带 ACB 进线的规格都是 72 个模块，拥有三个专用隔室；测
量、断路器和进线端接。可提供单进线和双进线配置。对于需要⺟联部分 （进线 - ⺟联 - 进线）的应用，请
参⻅第 34 ⻚。

进线 ACB 选件
• 测量
• 充电装置
• 合闸脱扣
• 分励脱扣
• 欠压脱扣
• 钥匙和挂锁
• 其他辅助信号触点
• 锁定托架挡板

进线电缆连接
进线 ACB

单元额定值 主配置 电缆规格 
(mm2) 每相电缆数

630…1600 A
•深度：800 mm
•顶部和底部⼊口
•3 极和 4 极

240 6
400 4

630…2500 A
•深度：800 mm
•顶部和底部⼊口
•3 极和 4 极

240 9
400 8

2000…4000 A
•深度：800 mm
•顶部和底部⼊口
•3 极和 4 极

240 14
63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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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选择单元类型
进线 ACB 保护模块

所有进线 ACB 均搭载 DIP 开关接口或可选触摸屏接口。提供多种功能和选件，包括以下内容：
• 接地故障
• 残余电流
• 功率因数
• 谐波
• 同步检查
• 区域选择
• ⾃动转移
• 负载卸载
• ⽹络通信

进线，ACB

电流 (A) 断路器 单元尺寸 柜体宽度 
(mm)

柜体深度 
(mm)

带 BYEW3 系列断路器的主单元
630 BYEW3-1600/3 630 A 抽出式

72M 800 1000

800 BYEW3-1600/3 800 A 抽出式
1000 BYEW3-1600/3 1000 A 抽出式
1250 BYEW3-1600/3 1250 A 可抽出

1600 BYEW3-1600/3 1600 A 抽出式
BYEW3-4000/3 1600 A 抽出式

2000 BYEW3-4000/3 2000 A 抽出式
2500 BYEW3-4000/3 2500 A 抽出式
3150 BYEW3-4000/3 3200 A 抽出式
4000 BYEW3-4000/3 4000 A 抽出式

带 ABB 系列断路器的主单元
630 E2.2 800 A 抽出式

72M 800 1000

800 E2.2 800 A 抽出式
1000 E2.2 1000 A 抽出式
1250 E2.2 1250 A 抽出式
1600 E2.2 1600 A 抽出式
2000 E2.2 2000 A 抽出式
2500 E2.2 2500 A 抽出式
3150 E4.2 3150 A 抽出式
4000 E4.2 4000 A 抽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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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选择单元类型
只有主接线片的隔室
只有主接线⽚ (MLO) 的隔室仅包含⼀组用于接⼊ MCC 电源的主机械接线⽚。MCC 中没有主分断或主接⼊保
护。MCC 保护通常由靠近 MCC 的外部设备提供。

熔断隔离型进线

提供熔断器隔离型进线断开方式。

进线塑壳断路器 (MCCB) 单元
主线 MCCB 单元与其他功能单元⼀起放置在抽出式柜体内，可灵活地将单元放置在最适合您需求的位置。
MCCB 馈线最多可抽出 400 A。

主线 MCCB 选件
• 测量
• 电动操作
• 合闸脱扣
• 分励脱扣
• 欠压脱扣
• 辅助触点
• 温度

进线、MCCB

电流 (A) 断路器 单元尺寸 柜体宽度 
(mm)

柜体深度 
(mm)

带 BYE5Z 系列断路器的主单元
400

BYE5Z 72M 650 1000
630
800

1000
1250

带 Allen-Bradley 系列断路器的主单元
400 140G-K

72M 650 1000630 140G-M
800 140G-M

1200 140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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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选择单元类型
⺟联
对于具有更严格电源要求的应用，可以将⺟联配置与相邻进线组合。

如果可用功率降低或丢失，则⺟联可提供备用电源方式或负载卸载功能。带 ACB ⺟联的典型配置可以是进线
- ⺟联 - 进线 (M-T-M)，其中 MCC 内设有单独的⺟线 （‘A’ 总线和 ‘B’ ⺟线）。基于微处理器的嵌⼊式
控制可用于 M-T-M 切换和发电机控制。

⺟联 ACB 选件
• 测量
• 充电装置
• 合闸脱扣
• 分励脱扣
• 欠压脱扣
• 钥匙和挂锁
• 其他辅助信号触点
• 锁定托架挡板

⺟联，ACB

电流 (A) 断路器 单元尺寸 lcw, kA 柜体宽度 
(mm)

柜体深度 
(mm)

带 BYEW3 系列断路器的⺟联单元
630 BYEW3-2500/3 630A

72M 85

800

1000

800 BYEW3-2500/3 800A
1000 BYEW3-2500/3 1000A
1250 BYEW3-2500/3 1250A
1600 BYEW3-2500/3 1600A
2000 BYEW3-2500/3 2000A
2500 BYEW3-2500/3 2500A

10003150 BYEW3-4000/3 3200A
4000 BYEW3-4000/3 4000A

带 ABB 系列断路器的⺟联单元
630 E2.2 800A 抽出式

72M 85

800

1000

800 E2.2 800A 抽出式
1000 E2.2 1000A 抽出式
1250 E2.2 1250A 抽出式
1600 E2.2 1600A 抽出式
2000 E2.2 2000A 抽出式
2500 E2.2 2500A 抽出式

10003150 E4.2 3150A 抽出式
4000 E4.2 4000A 抽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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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选择单元类型
馈线
提供多种从开关设备或 MCC 应用中进⾏配电的馈线选件。对于更大的功率需求，通常采用空⽓断路器 
(ACB)。ACB 的可用范围为 630 4000 A。较⼩功率的应用通常采用塑壳断路器 (MCCB)。MCCB 的标准范围
为 16 1250 A。所有馈线均可为 3 极或 4 极。

馈线空气断路器 (ACB) 单元

使用空⽓断路器的馈线进线单元提供可拆卸馈线断路器，便于服务。可在前端接触这些单元，拆除时挡板可
增强安全性。带 ACB 的馈线单元提供 24 或 72 个模块，具体规格取决于额定值。所有 ACB 都包括⼀个基于
微处理器的脱扣单元。

馈线 ACB 选件
• 测量
• 电动操作
• 充电装置
• 合闸脱扣
• 分励脱扣
• 欠压脱扣
• 钥匙和挂锁
• 其他辅助信号触点
• 锁定托架挡板

馈线，ACB

电流 (A) 断路器 单元尺寸 柜体宽度 
(mm)

柜体深度 
(mm)

带 BYEW3 系列断路器的馈线单元
630 BYEW3-2500/3 630A

24M

800 1000

800 BYEW3-2500/3 800A
1000 BYEW3-2500/3 1000A
1250 BYEW3-2500/3 1250A
1600 BYEW3-2500/3 1600A

72M

2000 BYEW3-2500/3 2000A
2500 BYEW3-2500/3 2500A
1600 BYEW3-4000/3 1600A
2000 BYEW3-4000/3 2000A
2500 BYEW3-4000/3 2500A
3200 BYEW3-4000/3 3200A
4000 BYEW3-4000/3 4000A

带 ABB 系列断路器的馈线单元
630 E2.2 800A 抽出式

24M

800 1000

800 E2.2 800A 抽出式
1000 E2.2 1000A 抽出式
1250 E2.2 1250A 抽出式
1600 E2.2 1600A 抽出式

72M
2000 E2.2 2000A 抽出式
2500 E2.2 2500A 抽出式
3200 E4.2 3150A 抽出式
4000 E4.2 4000A 抽出式
罗克⻙尔⾃动化出版物 25800-SG001B-ZH-P - 2023 年 2 ⽉ 35



步骤 6：选择单元类型
馈线塑壳断路器 (MCCB) 单元

馈线 MCCB 单元与其他功能单元⼀起放置在抽出式柜体内，可灵活地将单元放置在最适合您需求的位置。使
用 BYEM5 系列断路器的 MCCB 馈线可抽出 1250 A，使用 Allen-Bradley 系列断路器可抽出 400 A。

馈线 MCCB 选件
• 断路器的辅助触点
• 断路器的分励脱扣线圈
• 断路器报警触点
• 断路器最⼩电压线圈 （欠压线圈）
• 断路器辅助触点和报警触点组件
• 测量

馈线，MCCB

电流 (A) 断路器 单元尺寸 脱扣 抽出式 / 固定式

带 BYEM5 系列断路器的馈线单元
16 BYEM5-250N/3300 16A

8M

热磁

抽出式

25 BYEM5-250N/3300 25A
32 BYEM5-250N/3300 32A
40 BYEM5-250N/3300 40A
63 BYEM5-250N/3300 63A
80 BYEM5-250N/3300 80A

100 BYEM5-250N/3300 100A
125 BYEM5-250N/3300 125A
160 BYEM5-250N/3300 160A
200 BYEM5-250N/3300 200A
250 BYEM5-250N/3300 250A
320 BYEM5-630N/3300 320A

12M
400 BYEM5-630N/3300 400A
500 BYEM5-630N/3300 500A

16M
630 BYEM5-630N/3300 630A
800 BYEM5-630N/3300 1250A

24M1000 BYEM5-630N/3300 1250A
1250 BYEM5-630N/3300 1250A

40 BYEM5Z-250N/3300 40A

8M

电子脱扣器 LSI

100 BYEM5Z-250N/3300 100A
160 BYEM5Z-250N/3300 160A
250 BYEM5Z-250N/3300 250A
400 BYEM5Z-630N/3300 400A 12M
630 BYEM5Z-630N/3300 630A 16M
800 BYEM5Z-630N/3300 1250A

24M1000 BYEM5Z-630N/3300 1250A
1250 BYEM5Z-630N/3300 125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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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选择单元类型
带 Allen-Bradley 系列断路器的馈线单元
6.3 140MT-D9E-B63

8M/2 可调热 /
固定磁脱扣器

抽出式

10 140MT-D9E-C10
16 140MT-D9E-C16
20 140M-F8E-C20
25 140M-F8E-C25
32 140M-F8E-C32
15 140G-G6C3-C15

8M 热磁

25 140G-G6C3-C25
30 140G-G6C3-C30
35 140G-G6C3-C35
40 140G-G6C3-C40
60 140G-G6C3-C60
80 140G-G6C3-C80

100 140G-G6C3-D12
125 140G-G6C3-D12
200 140G-J6F3-D20
225 140G-J6F3-D22
40 140G-K6H3-D40

8M

电子脱扣器 LSI

100 140G-M6H3-D63
160 140G-M6H3-D80
225 140G-N6H3-E10
400 140G-N6H3-E12 12M
630 140G-K6H3-D40 16M

固定式800 140G-M6H3-D63
24M

1200 140G-N6H3-E12

馈线，MCCB （续）

电流 (A) 断路器 单元尺寸 脱扣 抽出式 / 固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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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选择单元类型
启动器单元

直接 (DOL) 启动单元

直接启动单元配有 Allen-Bradley Bulletin 100-C 或 100-E 接触器
以及⼀个断路器型断开装置或可选的熔断型断开装置。这些单元
也可选装 E300 或 E100 电子过载继电器，或选装用于过载继电器
的外部复位按钮。启动器单元有抽出式或固定式类型。

直接可逆启动单元 (DOLR)

这些组合 DOLR 单元配有 Allen-Bradley Bulletin 104-C 或 104-E 
接触器以及⼀个断路器型断开装置或可选的熔断型断开装置。这
些启动单元通过机械和电⽓方式进⾏互锁，避免同时闭合两个接
触器。

这些单元也可选装 E300 或 E100 电子过载继电器，或选装用于过
载继电器的外部复位按钮。DOLR 启动器单元有抽出固定式类
型。

DOL 和 DOLR 启动器单元选件

Bulletin 100-C (DOL)/104-C (DOLR) IEC 接触器的特性：
• 交流和直流线圈控制
• 适用于所有接触器尺⼨的通用附件
• 辅助触点可采用前端和侧⾯安装方式
• 电子定时模块
• 节省空间的线圈安装式控制模块
• 换向线圈终端 （进线或负载侧）
• 所有设备均可固定到 35 mm 的 DIN 安装导轨
• 环保材料

Bulletin 100-E (DOL)/104-E (DOLR) IEC 接触器的特性：
• 电子和常规线圈

- 交流和直流
- 集成的 PLC 接口
- 低功率吸合和保持
- 宽电压范围

• 各种附件
• 环保
• 尺⼨紧凑

带断路器的 DOL 直接启动器

带断路器的 DOL 可逆启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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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选择单元类型
Bulletin 193 (DOL/DOLR) – E300 电子过载继电器的特性：
• 三种模块：检测、控制和通信
• 智能电机控制 （⽀持 EtherNet/IP）
• 集成 I/O
• 可调脱扣等级为 5 … 30
• 可编程脱扣和警告设置
• 真实均方根 (RMS) 电流 / 电压感应 (50/60 Hz)
• 可选接地故障

Bulletin 193-1EE (DOL/DOLR) – E100s 固态过载继电器的特性：
• ⾃供电
• 缺相保护
• 宽调节范围 (5:1)
• 成型的电源连接
• ⼀个常开和⼀个常闭隔离辅助触点 （B600 等级）
• 低能耗 (150 mW)
• 环境温度补偿
• 可⻅的脱扣指示
• 可选接地故障

DOL 和 DOLR 启动器单元选件
• 接触器辅助触点
• 断路器的辅助触点
• 浪涌抑制器
• 控制电路变压器
• 按钮
• 指示灯

- 状态指示灯
- 状态指示灯，按下进⾏测试状态指示灯

• 选择开关
- 两挡
- 三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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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 和 DOLR 选项
直接启动器单元

P (kW) 断路器 接触器 超载 单元尺
寸 抽出式 / 固定式E100 E300

带 140MT 系列断路器的直接启动器单元
0.06

140MT-D9N-B10

100-C16

193-1EFAB —

8M/2 抽出式

0.09
0.12
0.18 193-1EFBB

193-ESM-***-30A-T

0.25
0.37 140MT-D9N-B16

193-1EFCB
0.55
0.75 140MT-D9N-B25
1.1 140MT-D9N-B401.5
2.2 140MT-D9N-B63

193-1EFDB
3 140MT-D9N-C104

5.5 140MT-D9N-C167.5
11 140MT-D9N-C25 100-C37 193-1EFED

带 BYEM5 系列断路器的直接启动器单元
15 BYEM5-250N/32002 32A 100-C37

193-1EFFD 193-ESM-***-60A-C55 8M

抽出式

18.5 BYEM5-250N/32002 40A
22 BYEM5-250N/32002 50A 100-C5530 BYEM5-250N/32002 63A
37 BYEM5-250N/32002 80A 100-C85 193-1EFGE 193-ESM-***-100A-C97

12M
45 BYEM5-250N/32002 100A 16M55 BYEM5-250N/32002 160A 100-C97
75 BYEM5-250N/32002 200A 100-E190 193-1EFKZ 193-ESM-***-30A-E3T

或
193-ESM-VIG-30A-CT

（两者均使用 100-E400)
24M90

110 BYEM5-250N/32002 250A 100-E265 193-1EFWZ132 BYEM5-630N/32002 320A160 100-E305
193-1EFMZ

193-ESM-***-30A-E3T
或

193-ESM-VIG-30A-CT
28M200 BYEM5-630N/32002 500A 100-E460250

带 Allen-Bradley 系列断路器的直接启动器单元
15 140MG-G8P-C50 100-C37

193-1EFFD 193-ESM-***-60A-C55 8M

抽出式

18.5
140MG-G8P-C8022 100-C5530

37
140MG-G8P-D12 100-C85 193-1EFGE 193-ESM-***-100A-C97

12M
45 16M55 100-C97
75 140MG-J8P-D25 100-E205 193-1EFKZ

193-ESM-***-30A-E3T
（适用于 I 和 IG 应用）

或
193-ESM-***-30A-CT
（适用于 VIG 应用）

24M90
110 140MG-K8P-D40 100-E400 193-1EFWZ132
160

140MG-M8P-D80 100-E580 193-1EFMZ 28M20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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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 可逆启动器单元

P (kW) 断路器 接触器 超载 单元尺寸 抽出式 / 固定式E100 E300
带 Allen-Bradley 系列断路器的可逆启动器单元

0.06

140MT-D9N-B10

104-C16

193-
1EFAB —

8M/2

抽出式

0.09
0.12
0.18 193-

1EFBB

193-ESM-***-30A-T

0.25
0.37 140MT-D9N-B16

193-
1EFCB

0.55
0.75 140MT-D9N-B25
1.1 140MT-D9N-B401.5
2.2 140MT-D9N-B63

193-
1EFDB

3 140MT-D9N-C104
5.5 140MT-D9N-C167.5
11

140MG-G8P-C50 104-C37 193-
1EFFD

193-ESM-***-30A-C55
8M15 193-ESM-***-60A-C5518.5

带 BYEM5 系列断路器的可逆启动器单元

11 BYEM5-250N/32002 25A
104-C37

193-
1EFED 193-ESM-***-30A-C55

8M

抽出式

15 BYEM5-250N/32002 32A
193-

1EFFD 193-ESM-***-60A-C5518.5 BYEM5-250N/32002 40A
22 BYEM5-250N/32002 50A 104-C55

12M
30 BYEM5-250N/32002 63A
37 BYEM5-250N/32002 80A 104-C85 193-

1EFGE 193-ESM-***-100A-C9745 BYEM5-250N/32002 100A
55

BYEM5-250N/32002 160A
104-C97

75 104-E400 193-
1EFKZ 193-ESM-***-30A-E3T 2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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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elta 启动器单元
Y-Delta （星形三⻆形）启动器单元有助于降低电机的起动电流，并有助于降低其对电⽹的影响。随 Allen-
Bradley Bulletin 104-C 或 104-E 接触器以及断路器隔离开关或可选熔断型隔离开关⼀起提供。这些启动单元
通过机械和电⽓方式进⾏互锁，避免同时闭合两个接触器。这些单元也可选装 E300 或 E100 电子过载继电
器，或选装用于过载继电器的外部复位按钮。Y-Delta 启动器单元有抽出式或固定式类型。

双速启动器单元
双速启动器单元配有 Allen-Bradley Bulletin 104-C 或 104-E 接触器以及⼀个断路器型断开装置或可选的熔断
型断开装置。这些启动单元通过机械和电⽓方式进⾏互锁，避免同时闭合两个接触器。这些单元也可选装 
E300 或 E100 电子过载继电器，或选装用于过载继电器的外部复位按钮。双速启动器单元有抽出式或固定式
类型。

Y-Delta 单元

P (kW) 断路器 接触器 超载 单元尺寸 抽出式 / 固定式E100 E300
带 BYEM5 系列断路器的启动器单元

18.5 BYEM5-250N/32002 40A 3*100-C37(*)10 193-1EFFD 193-ESM-***-60A-C55 12M

抽出式

22 BYEM5-250N/32002 50A 3*100-C55(*)10
30 BYEM5-250N/32002 63A 3*100-C85(*)10 193-1EFGE 193-ESM-***-100A-C97 16M37 BYEM5-250N/32002 80A
45 BYEM5-250N/32002 100A 3*100-C97(*)10
55 BYEM5-250N/32002 160A 3*100-E205(*)11 193-1EFJZ 193-ESM-***-200A-E205 24M75

双速启动器单元

P (kW) 断路器 接触器 超载 单元尺
寸 抽出式 / 固定式E100 E300

带 BYEM5 系列断路器的启动器单元
0.6 / 3

BYEM5-250N/32002 16A 3*100-C16(*)10 193-1EFDP 193-ESM-***-30-T 16M 抽出式
1.1 / 2.2
1.5 / 5.5

4 / 12 BYEM5-250N/32002 25A 3*100-C37(*)10 193-1EFEP
4 / 15 BYEM5-250N/32002 32A 193-1EFFP 193-ESM-***-6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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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启动器单元
软启动器指降压固态单元，它们包含⼀个微处理器控制的电机控
制器、控制电路变压器以及⼀个熔断型/断路器型断开装置。
SMC™ Flex 软启动器单元适用于抽出式或固定式 HiLINE 800 
MCC。

SMC Flex 软启动器的特性 ：
• 七个标准操作模式：软启动、电流限制启动、双斜坡、全电

压、线形加速、预置低速和软停车
• 可选的操作模式：泵控制、智能电机制动、Accu-Stop™ 和

低速制动
• 整体型 SCR 旁路
• 带可选过载脱扣等级的电子过载保护
• 全测量和诊断
• DPI™ 通信

何时指定使用 SMC ™ 而不是变频器？
• 当要求使用经济实用的启动器时
• 当不需要速度控制时
• 用于简单的加速和减速操作
• 用于更低的启动转矩要求
• 当电机的规格对负载而言足够时
• 用于标准启动和停机操纵
• 当不要求动态制动时
• 当启动器不用于将转子保持在零速度时

如需了解 SMC Flex 软启动器单元选型的信息，请转到第 44 ⻚。

如需了解 SMC Flex 软启动器选件的信息，请转到第 45 ⻚。

带断路器的 SMC Flex，带 SCR 熔断器

带断路器的 SMC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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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C Flex 软启动器单元
P (kW) 断路器 SMC Flex 产品目录号 单元尺寸 抽出式 / 固定式

带 BYEM5 系列断路器的软启动器单元
5.5 BYEM5-250N/33002 16A

150F25N**

24M 抽出式

7.5 BYEM5-250N/33002 25A11
15 BYEM5-250N/33002 32A

150F43N**18.5 BYEM5-250N/33002 40A
22 BYEM5-250N/33002 50A
25 BYEM5-250N/33002 63A 150F60N**30
37 BYEM5-250N/33002 80A 150F85N**45 BYEM5-250N/33002 100A

36M

固定式

55 BYEM5-250N/33002 160A 150F108N**
75 BYEM5-250N/33002 200A 150F201N**90

72M

110 BYEM5-250N/33002 250A 150F251N**132 BYEM5-630N/33002 320A160 150F317N**
200 BYEM5-630N/33002 500A 150F480N**250

带 140 系列断路器的软启动器单元
0.37 140MT-C2N-B16

150F5N**

24M 抽出式

0.55 140MT-C2N-B250.75
1.1 140MT-D8N-B40
1.5 140MT-D8N-B632.2
3

140MT-D8N-C10

150F25N**

3.7
4

4.5 140MT-D8N-C165.5
7.5

140MT-D8N-C259.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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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C Flex 软启动器单元选件
• 断路器的辅助触点
• 控制电路变压器
• 按钮
• 指示灯

- 状态指示灯
- 状态指示灯，按下进⾏测试状态指示灯

• 选择开关
- 两挡
- 三挡

• Ethernet/IP POINT I/O 系统
• EtherNet/IP 通信模块，安装在固态启动器内部
• 隔离接触器
• 接触器辅助触点
• ⼈机界⾯模块

- 封口盖板，没有功能，门安装在边框上
- 液晶显示器，全数字键盘，门安装在边框上
- 液晶显示器，仅编程器，门安装在边框上

• 泵控制，提供泵启动和停机
• 制动控制，提供智能电机制动、Accu-Stop 和慢速制动

5.5 140G-G6C3-C30 150F25N**

24M

固定式

7.5
11 140G-G6C3-C5015

150F43N**18.5 140G-G6C3-C7022
25 140G-G6C3-D12 150F60N**30
37 140G-G6C3-D12 150F85N**45 140G-J6F3-D15 36M55 150F108N**
75 140G-J6F3-D20 150F201N**90 140G-J6F3-D25

72M

110 140G-K6H3-D30 150F251N**132 140G-K6H3-D40
160

140MG-M8P-D80
150F317N**

200 150F480N**250

SMC Flex 软启动器单元 （续）
P (kW) 断路器 SMC Flex 产品目录号 单元尺寸 抽出式 / 固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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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器 (VFD) 单元
交流变频器单元组合装置用于在 HiLINE 800 MCC 使用，它们包含⼀个交流变频器和⼀个熔断型 / 断路器型
断开装置。PowerFlex® VFD 单元有抽出式或固定式类型。

可用标准型号包括：
• PowerFlex 525
• PowerFlex 753
• PowerFlex 755

PowerFlex 变频器的特性包括：
• 逻辑和电源相隔离
• ⼀个三相脉宽调制 (PWM) 调频输出和电压输出用于对电机速度和转矩实现卓越的控制
• 可访问模式编程，提供精确且可重复的精确设置、控制与操作以及处理各种应用的适应性

PowerFlex 变频器单元选件
PowerFlex 520 系列变频器选型

P (kW) 断路器 PowerFlex 520 系列变频器 框架 单元尺寸 抽出式 / 固定式
带 BYEM5 系列断路器的 VFD 单元

0.37

BYEM5-250N/33002 16A 

25*-D1P4N104

A 16M

抽出式

0.75 25*-D2P3N104
1.1 25*-D4P0N1041.5
2.2 25*-D6P0N104
3 25*-D010N104 B

18M4
5.5 25*-D013N104 C7.5 BYEM5-250N/33002 25A 25*-D017N104
11 25*-D024N104 D

24M15 BYEM5-250N/33002 32A 25*-D030N104
18.5 BYEM5-250N/33002 40A 25*-D037N114 E22 BYEM5-250N/33002 50A 25*-D043N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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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140 系列断路器的 VFD 单元
0.75 140MT-C3E-B40 25*-D2P3N104

A 16M 抽出式1.1 140MT-D8N-B63 25*-D4P0N1041.5
2.2 140MT-D8N-C10 25*-D6P0N104

0.75

140G-G6C3-C15

25*-D2P3N104

A 16M

固定式

1.1 25*-D4P0N1041.5
2.2 25*-D6P0N104
3 25*-D010N104 B

20M4
5.5 140G-G6C3-C30 25*-D013N104 C7.5 25*-D017N104
11 140G-G6C3-C50 25*-D024N104 D

24M15 25*-D030N104
18.5 140G-G6C3-C70 25*-D037N114 E22 25*-D2P3N104

PowerFlex 750 系列变频器选型
P (kW) 断路器 PowerFlex 750 系列变频器 框架 单元尺寸 抽出式 / 固定式

带 BYEM5 系列断路器的 VFD 单元
0.37

BYEM5-250N/33002 16A 

20*11RC2P1JA0NNNNN

1 18M

抽出式

0.75
1.1 20*11RC3P5JA0NNNNN1.5
2.2 20*11RC5P0JA0NNNNN
3 20*11RC8P7JA0NNNNN4

5.5 20*11RC011JA0NNNNN
7.5 BYEM5-250N/33002 25A 20*11RC015JA0NNNNN
11 20*11NC022JA0NNNNN 2

24M15 BYEM5-250N/33002 32A 20*11NC030JA0NNNNN
318.5 BYEM5-250N/33002 40A 20*11NC037JA0NNNNN

22 BYEM5-250N/33002 50A 20*11NC043JA0NNNNN
30 BYEM5-250N/33002 63A 20*11NC060JA0NNNNN 4

36M

固定式

37 BYEM5-250N/33002 80A 20*11NC072JA0NNNNN
45 BYEM5-250N/33002 100A 20*11NC085JA0NNNNN 555 BYEM5-250N/33002 160A 20*11NC104JA0NNNNN
75 BYEM5-250N/33002 200A 20*1 ANC140JN0NNNNN

690 20*1 ANC170JN0NNNNN
72M110 BYEM5-250N/33002 250A 20*1 ANC205JN0NNNNN

132 BYEM5-630N/33002 320A 20*1ANC260JN0NNNNN

PowerFlex 520 系列变频器选型 （续）
P (kW) 断路器 PowerFlex 520 系列变频器 框架 单元尺寸 抽出式 / 固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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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140G 系列断路器的 VFD 单元
0.75

140G-G6C3-C15

20*11RC2P1JA0NNNNN

1 20M

固定式

1.1 20*11RC3P5JA0NNNNN1.5
2.2 20*11RC5P0JA0NNNNN
3 20*11RC8P7JA0NNNNN4

5.5 140G-G6C3-C30 20*11RC011JA0NNNNN
7.5 20*11RC015JA0NNNNN
11 140G-G6C3-C50 20*11NC022JA0NNNNN 2

24M15 20*11NC030JA0NNNNN
318.5 140G-G6C3-C70 20*11NC037JA0NNNNN

22 20*11NC043JA0NNNNN
30 140G-G6C3-D12 20*11NC060JA0NNNNN 4

36M
37 140G-G6C3-D12 20*11NC072JA0NNNNN
45 140G-J6F3-D15 20*11NC085JA0NNNNN 555 20*11NC104JA0NNNNN
75 140G-J6F3-D20 20*1 ANC140JN0NNNNN

690 140G-J6F3-D25 20*1 ANC170JN0NNNNN
72M110 140G-K6H3-D30 20*1 ANC205JN0NNNNN

132 140G-K6H3-D40 20*1ANC260JN0NNNNN

PowerFlex 750 系列变频器选型 （续）
P (kW) 断路器 PowerFlex 750 系列变频器 框架 单元尺寸 抽出式 / 固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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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PLC 和 I/O 隔室
提供半抽出式和固定式安装单元类型。

选择管理型交换机

每个 EtherNet/IP ⽹络都有⼀个或两个 Stratix® 5700 交换机，采用标准配
置的交换机通常都安装在顶部⽔平⾛线槽中。每个控制和⽹络⾛线槽中最
多可提供 16 个 EtherNet/IP 端口。电缆先连接到交换机再敷设到柜体中的 
EtherNet/IP 设备。

选择使用精简版或完整版固件的 Stratix 5700 交换机。完整版固件⽀持更
多虚拟局域⽹ (VLAN)、服务质量 (QoS)、IPv6 等。有关完整版和精简版固件⽀持的功能详情，请参⻅ 
Stratix 5700 ⼯业管理型以太⽹交换机，出版号 ENET-PP005。

网络链接设备

借助⽹络链接设备和 NetLinx 技术，HiLINE 800 MCC 客⼾可连接到
不同的通信⽹络。⽹络链接设备可直接从 MCC 连接到 EtherNet/IP 
⽹络。NetLinx 技术可以轻松链接⽹络，简化了从 MCC ⽹络到控制
器 EtherNet/IP ⽹络的连接。

向 DeviceNet® ⽹桥添加以太⽹，即可将新的 EtherNet/IP MCC 连接
到现有的 DeviceNet MCC 组。

EtherNet/IP 电源

MCC 中的 EtherNet/IP ⽹络要求使用能够提供 24V DC 的电源。⾼品质的
电源对于系统可靠运⾏至关重要。为帮助系统提⾼完整性和可靠性，建议
使用 Allen-Bradley 8 A 电源单元。该电源配有⼀个缓冲器，可以增强穿
越性能。此外，还可使用冗余电源进⼀步提⾼可靠性。

EtherNet/IP 备用电源可用于单元级后备。如果主⽹络电源出现故障时，
它能为⽹络无缝传送电力。不会丢失组件功能。当 EtherNet/IP 主电源恢
复时，将⾃动重新切换到主电源。

可编程控制器

Logix 架构提供了各种输⼊、输出和通信模块，适用于众多应用领域，从⾼速数字到过程控制，无⼀不包。
Logix 架构使用生产者 - 消费者技术，能在多个 Logix 控制器中共享输⼊信息和输出状态。

更多信息，请参⻅ ControlLogix 系统选型指南，出版号 1756-SG001。

单元描述 模块尺寸 (M)
1 = 25 mm

Ethernet 到 
DeviceNet 的⽹桥 8M

以太⽹连 PROFIBUS 
⽹桥 8M

PROFIBUS 连 
DeviceNet ⽹桥 8M

ControlNet® 连 
DeviceNet ⽹桥 8M

单元描述 模块尺寸 (M)
1 = 25 mm

以太⽹电源 8M
冗余以太⽹电源 16M
单元备用以太⽹电源 (1)

(1) 可增加模块空间。在单元中提供，主要
用于启动器单元中的电子过载脱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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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选择单元类型
I/O 隔室

FLEX ™ I/O 和 POINT I/O 由⼀系列模块化 I/O 产品组成，适用于要求具有灵
活性且拥有成本低的应用。可以混用标准 I/O 和安全 I/O，无论具有何种应用
要求，均可提供更⾼的灵活性和更多的标准化选择。

由于 FLEX I/O 和 POINT I/O 可用于本地 I/O 和远程 I/O，因此可进⼀步降低
⼯程设计、安装和应用开发成本。

FLEX I/O 是⼀种用于分布式应用的经济实用、灵活的模块化 I/O 系统，提供
大型机架式 I/O 的所有功能，而没有空间需求。

POINT I/O 是唯⼀⼀种符合 ODVA 规定并能够用于线型、星型和环型 
EtherNet/IP 架构的 IP20 等级模块化 I/O 解决方案。因此可提供更⾼的系统
可靠性和可用性，从而最大限度地提⾼正常运⾏时间和系统性能。

更多关于 I/O 模块的信息，请访问罗克⻙尔⾃动化 I/O 模块⽹站
https://ab.rockwellautomation.com/IO。

配电盘柜
配电盘柜用于⾮电机负载。它们采用打包封装，满足您的配送要求。提供单极、双极和三极电路。配电盘柜
是⼀种固定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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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INE 800 低压智能电机控制中心选型校验表

使用该校验表帮助您配置 HiLINE 800 电机控制中⼼。

步骤 1：查看 MCC 技术规格

步骤 2: 选择网络选项

步骤 3：选择结构

本校验表中列出的每⼀步骤均在 选型指南 原版说明书 HiLINE 800 智能低压动力中⼼
和开关设备组件 （出版号：25800-SG001）中有详细说明，可访问罗克⻙尔⾃动化文献库获取：
rok.auto/literature。

客⼾： 用⼾：
办公室：

认证和标志
 中国强制认证

嵌入式网络
EtherNet/IP ™  否  是

结构
外壳防护等级  IP 41 （标准）
内部分隔形式：  3b （标准）  2b
安装配置  单前柜体 （标准）  添加到现有排列
垂直⾛线槽宽度  无 （总柜体宽度 650 mm）  350 mm （总柜体宽度 1000 mm）
深度  1000 mm （单前柜体）
最⾼环境温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海拔⾼度 __________________ 米
外部涂层  RAL7035 浅灰色 （标准）  其他 （指定）：(1)

(1) 要提供更详细的说明，请使用第 57 ⻚开始的 “ 备注 ” 部分。

内部涂层  镀铝锌金属 （标准）  其他 （指定）：(1)

主铭牌

 否
 有 （最多五⾏；每⾏最多 40 个字符）

⾏ 1：
⾏ 2：
⾏ 3：
⾏ 4：
⾏ 5：

选项
 带温度调节器的空间加热器  垂直⾛线槽电缆⽀撑件
 其他 （指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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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INE 800 低压智能电机控制中心选型校验表
步骤 4：选择电源系统

步骤 5：选择单元设计

输入电源
线电压  380V  400 V
频率  50 Hz
系统电源  Delta  Delta 接地  星形接地  通过阻抗进⾏星形接地
有效的故障电流 _________ kA
⺟线
耐受 / 故障额定值  80 kA 达 1 秒
⽔平电源⺟线额定
值

 1600 A  2000 A  2500 A  3200 A
 4000 A

⽔平电源⺟线材料  铜，镀锡 （标准）  铜，无镀层
中性线  无 （标准）  满额定值  半额定值
垂直配电⺟线额定
值

 500 A  630 A  800 A  1000 A
 1250 A  1600 A

垂直配电⺟线材料  铜，镀锡 （标准）  铜，无镀层
插头开口 注意：⾃动挡板为标配。
保护地线 (PE)
⽔平 PE 位置  底部 （标准）
⾛线槽 PE 材料  铜，无镀层 （标准）  铜，镀锡

单元配置 - 通用
传出电缆接⼊  顶部  底部
单元类型  可通过 SecureConnect ™ 完全抽出 （标准）  固定安装
铭牌 （⿊色，带⽩
色字⺟）  聚碳酸脂刻花 （标准）  其他 （指定）：(1)

(1) 要提供更详细的说明，请使用第 57 ⻚开始的 “ 备注 ” 部分。

重要事项：有关分断装置选项，参⻅第 6 部分中的主进线、馈线、DOL/DOLR 和启动器单元部分。

单元控制电源
电压  24V DC  220/230/240V AC

源

 中央控制电源变压器 （标准）  线路对中性点  远程控制电源
独⽴控制变压器：
 75VA  150VA  250VA
 其他 （指定）：(1)

控制端子块位置  柜体后部 （标准）  垂直⾛线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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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INE 800 低压智能电机控制中心选型校验表
步骤 6：选择单元类型

DOL/DOLR 选件和附件部分和步骤 6 表格接下⻚。

进线单元
电流额定值 _________ A

进线类型  空⽓断路器 (ACB) （标准）  主接线⽚ (MLO)

主进线位置

 左  中  右
⼊口：
 顶部  底部

进线配置：
 单主进线  双主进线  进线 - ⺟联 - 进线

断路器类型
 3 极  4 极

每相的电缆数目：_________
电缆规格：__________________

进线断路器配件

 分励脱扣  辅助触点 __ 数量：_________  充电装置
 合闸脱扣  分励脱扣  欠压脱扣
 电动操作  温度  测量精确度 __%:_________

通信：
 EtherNet/IP  其他 （指定）：(1)

(1) 要提供更详细的说明，请使用第 57 ⻚开始的 “ 备注 ” 部分。

保护

 LSI （标准）  LI  LSIG
 DIP 开关  数字触摸屏  ⾃动转移
 发电机同步  负载卸载 （⺟联）

馈电单元 (1)

类型  空⽓断路器 (ACB) （标准）  塑壳断路器 (MCCB) （标准）

分断方式
 断路器，热磁式 （标准）  断路器，电子式  熔断型隔离开关

熔断器类型：
 DIN  BS88  其他 （指定）：(1)

选项

 辅助触点 __ 数量：__________  充电装置  合闸脱扣
 分励脱扣  电动操作  温度
 测量精确度 __%:_________

DOL/DOLR 启动器单元(2)

(2) 第 56 ⻚提供单独的负载列表。对于特有应用，应将该 DOL/DOLR 部分复制到第 57 ⻚上的 “ 备注 ” 部分并根据需要填写。

分断方式
 断路器 （标准）  熔断型隔离开关

熔断器类型：
 DIN  BS88  其他 （指定）：(1)

电子式过载继电
器类型  E300 ™  E100

负载额定值  AC3 （标准）  AC4

保护  类型 2 （标准）  类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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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INE 800 低压智能电机控制中心选型校验表
步骤 6：选择单元类型 （续）

步骤 6 表格接下⻚。

DOL/DOLR 选件和配件

指示灯 （发光⼆
极管 [LED]）

 无 （标准）
 有 - 如果有，铭牌上的文本：
 点亮  正向
 熄灭  反向
 故障  其他 （指定）：(2)

按钮

 无 （标准）
 有 - 如果有，铭牌上的文本：
 点亮  熄灭  复位
 紧急情况  其他 （指定）：(2)

选择开关
 无 （标准）  2 挡  3 挡

功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复位  内部 （标准）  外部 （门安装式）

E300 控制盒
 无 （标准）  是

如果有，盒类型为：
 控制  诊断

辅助触点

启动器：
 常开触点 __ 数量：_________
 常闭触点 __ 数量：_________

断路器：
 常开触点 __ 数量：_________
 常闭触点 __ 数量：_________

其他选件  接地故障  电压监视  其他 （指定）：(2)

软启动器单元(1)

(1) 第 56 ⻚提供单独的负载列表。对于特有应用，应将软启动器单元部分复制到第 57 ⻚开始的 “ 备注 ” 部分，并根据需要填写。

类型  SMC ™ Flex （标准）  其他 （指定）：(2)

连接  线路  Delta
分断方式  断路器 （标准）  熔断 （旋转操作器）
SMC 选件和附件

指示灯 (LED)

 无 （标准）
 有 - 如果有，铭牌上的文本：
 点亮  正向  故障
 熄灭  反向  其他 （指定）：(2)

(2) 要提供更详细的说明，请使用第 57 ⻚开始的 “ 备注 ” 部分。

按钮

 无 （标准）
 有 - 如果有，铭牌上的文本：
 点亮  紧急情况  复位
 熄灭  其他 （指定）：(2)

选择开关
 无 （标准）  2 挡  3 挡

功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界⾯ (HMI)  无 （标准）  LCD 显示器，全数字键盘  LCD 显示器，仅编程器
启动模式  无 （标准）  泵控制  制动控制
其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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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INE 800 低压智能电机控制中心选型校验表
步骤 6：选择单元类型 （续）

步骤 6 表格接下⻚。

PowerFlex® 交流变频器 (VFD) 单元(1)

(1) 将此部分复制到第 57 ⻚开始的 “ 备注 ” 部分，并根据需要填写各单元的信息。

PowerFlex 型号  525  753  755
负载额定值  正常  重载
电流额定值 A：_________

功率额定值 kW：_________

分断方式
 断路器 （标准） 
 熔断 （旋转操作器） 熔断器类型：____________  未提供熔断器

⼿柄操纵器  旋转操作器 （标准）
PowerFlex 单元选件和附件

指示灯 (LED)

 无 （标准）
 有 - 如果有，铭牌上的文本：
 点亮  正向  故障
 熄灭  反向  其他 （指定）：(2)

(2) 要提供更详细的说明，请使用第 57 ⻚开始的 “ 备注 ” 部分。

按钮

 无 （标准）
 有 - 如果有，铭牌上的文本：
 点亮  紧急情况  复位
 熄灭  其他 （指定）：(2)

选择开关
 无 （标准）  2 挡  3 挡

功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界⾯ (HMI)  LCD 显示器，全数字键盘  LCD 显示器，仅编程器

制动模式  泵控制  制动控制

电抗器类型  线路  负载

EMC 滤波器  无 （标准）  是
联网、可编程控制器、I/O 隔室和其他单元
EtherNet/IP 管理型交
换机  Stratix® 5700 完整版固件  Stratix 5700 精简版固件

⽹络链接设备
 以太⽹连 DeviceNet® 设备  以太⽹连 PROFIBUS 设备
 其他 （指定）：(2)

EtherNet/IP 电源  主电源 （标准）  冗余  备份

I/O 隔室  FLEX ™ I/O 系统  POINT I/O ™ 系统  其他 （指定）：(2)

其他单元

可编程控制器
插槽数：_________ 电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描述您的需求：(2)

用于未来扩展单元的
额外空间 描述您的需求：(2)

配电盘柜

 单极 __ 数量：_____  三极 __ 数量：_____
 双极 （无残余电流检测）__ 数量：_____  双极 （有残余电流检测）__ 数量：_____

列出需要的电路负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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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INE 800 低压智能电机控制中心选型校验表
步骤 6：选择单元类型 （续）
负载列表

单元类型
（例如 DOL、DOLR、

SMC、VFD、加热器 …)
单元 ID 额定值 模块尺

寸 其他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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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INE 800 低压智能电机控制中心选型校验表
备注

“ 备注 ” 表格接下⻚。

主题和⻚⾯
（例如 PowerFlex 指示灯，

第 47 ⻚）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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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INE 800 低压智能电机控制中心选型校验表
备注 （续）
主题和⻚⾯

（例如 PowerFlex 指示灯，
第 47 ⻚）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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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INE 800 低压智能电机控制中心和开关组件 选型指南

其他资源
以下文档包含与罗克⻙尔⾃动化相关产品有关的其他信息。

可访问 rok.auto/literature 查看或下载相关出版物。

资源 说明
HiLINE 800 智能低压动力中⼼，出版号：25800-IN001 介绍如何安装、设置和配置 HiLINE 800 电机控制中⼼。
HiLINE 800 智能低压动力中⼼收货、装卸和存储，
出版号：25800-IN002 

介绍如何接收、搬运和存储 HiLINE 800 电机控制中⼼。

IEC Contactor Specifications Technical Data，出版号： 
100-TD013 

提供 Bulletin 100 和 104 IEC 接触器的技术规格。

E300/E200 电子过载继电器规格据，出版号：193-TD006 提供用于电机控制应用的 Allen-Bradley E300 和 E200 电子过载继电器
以及各个继电器的三个模块的技术规格。

E100 Electronic Overload Relay Specifications Technical 
Data，出版号：193-TD013

提供用于电机控制应用的 Allen-Bradley E100 电子过载继电器以及继电
器两个模块的技术规格。

PowerFlex 520 系列交流变频器技术参数 , 
出版号：520-TD001 

提供 PowerFlex 520 系列交流变频器技术规范。

PowerFlex 750 系列交流变频器 , 出版号：750-TD001 提供各种框架尺⼨以及壁式安装、平⾯固定安装和滚出式型号的 
PowerFlex 750 系列变频器的技术规格。

ControlLogix 系统选型指南，出版号：1756-SG001 概括介绍各种 1756 系列 ControlLogix 系统，此类系统可提供离散、变
频器、运动、过程和安全控制。

Stratix 5700 ⼯业管理型以太⽹交换机，
出版号：ENET-PP005

概括介绍 Stratix 5700 ⼯业以太⽹交换机的特性和优势。

EtherNet/IP Network Devices User Manual，
出版号：ENET-UM006

介绍如何配置和使用 EtherNet/IP 设备在 EtherNet/IP ⽹络中进⾏通
信。

Ethernet Reference Manual，出版号：ENET-RM002 介绍以太⽹基本概念、基础设施组件以及基础设施特性。
System Security Design Guidelines Reference Manual，
出版号：SECURE-RM001

指导用⼾如何进⾏安全评估、在安全系统中实施罗克⻙尔⾃动化产品、
强化控制系统、管理用⼾访问和处理设备。

Industrial Components Preventive Maintenance, 
Enclosures, and Contact Ratings Specifications，
出版号：IC-TD002

提供 Allen-Bradley ⼯业⾃动化控件和组件的快速参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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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在与 NEMA 标准 （出版号：ICS 1.1-1987）保持⼀致，为固态控制设
备 （单机或成套设备）的应用、安装和维护提供常规指南。

Industrial Automation Wiring and Grounding 
Guidelines，出版号：1770-4.1 提供有关安装罗克⻙尔⾃动化⼯业系统的常规指南。

产品认证⽹站：rok.auto/certifications。 提供符合性声明、证书和其他认证详细信息。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in/25800-in001_-zh-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in/25800-in002_-zh-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td/100-td013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td/193-td006_-zh-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td/193-td013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td/520-td001_-zh-e.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td/750-td001_-zh-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sg/1756-sg001_-zh-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pp/enet-pp005_-zh-e.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um/enet-um006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rm/enet-rm002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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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ecure-rm001_-en-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td/ic-td002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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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upport/documentation/product-certifications.html
https://www.rockwellautomation.com.cn/support/documentation/literature-libr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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