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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产品
PowerFlex® 6000T 进⾏了下列改进：

高速应用

PowerFlex 6000T 在所有的控制模式下均可固有地控制最高输出频率达 120 Hz 的高速应用。

支持 CIP Security

PowerFlex 6000T 支持 CIP Security™，从而支持深入的防御策略，并确保⾃身免受所有网络安全事件的影响。

扩展输入电压能力

PowerFlex 6000T 框架 A IEC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额定值为 3.3 和 4.16 kV，可提供高达 13.8 kV 的主输入能力。

可选 RealSine 解决方案

提供 2.4 到 4.16 kV 的电压，最大电流 215 A，不会改变驱动变压器⼆次侧绕组的数量，每个绕组都经过了特殊的相移，
可分别实现 54 脉冲或 72 脉冲，相比之下，传统设计在此电压范围内只能实现 18 脉冲或 24 脉冲。可选的 RealSine ™ 解
决方案在输入总谐波电流失真 (THDi) 方面有高达 30% 的改善。这种新的设计不需要额外的硬件，也不影响变频器的占
用空间。

紧凑型框架 A

6 kV 和 6.6 kV PowerFlex 6000T IEC 变频器现采用一体化结构设计，最大额定电流达 215 A。此类紧凑型变频器占地面
积小，可提供最高 13.8 kV 的一次侧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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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压交流变频器 选型指南
PowerFlex 中压变频器的优势
罗克⻙尔⾃动化是全球最大的⼯业⾃动化和信息化企业，80 多年来始终致力于开发领先的中压电机控制技术。我们的变
频器产品具备下列特性：

应用专业知识
凭借 30 多年的专业经验以及各个⾏业中的
广泛应用，我们的中压变频器可以为您提
供可靠的技术保障。我们的应用和测试⼯
程师、项⽬管理团队和现场服务⼯程师可
以开发和提供满足实际需求的解决方案。

智能电机控制 – Connected Enterprise®
我们的中压变频器可将变频器运⾏状况、
过程参数等重要信息反馈至控制系统。
在 Studio 5000® 和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 软件⼯具的
全面支持下，智能设备与控制系统集成所
需的时间和⼯作量得以最小化。

连接性
中压变频器内置 EtherNet/IP™ 通信接口，
并且支持其他通用通信协议。灵活的连接
方式以及控制系统兼容性有助于实现无缝
控制系统集成。

久经验证的可靠性
强大的设计指南、可靠的组件、较少的部
件数量、控制电源低电压穿越技术以及⾃
动重启功能等固有特性可以最大程度延长
正常运⾏时间。变频器可选配关键冗余组
件和旁路选件，并且在出厂前经过功率测
试，有效提高资产利用率。

安全 / 质量标准
我们的质量体系和流程确保向客⼾提供高
品质的产品。抗电弧机柜选件和功能安全
选件有助于提升人员和过程安全性。

能源效率
节能型冷却⻛扇和高效隔离变压器可最大
程度提升系统效率和降低运营成本。
同时提供无变压器配置，实现系统效率最
大化。

针对不同目标应用的产品组合
我们的产品组合专为满足⻛扇、泵和压缩
机等常规应用或搅拌机、输送机、起重机
和绞车等特殊应用量身定制。

全球支持 
我们的全球服务和支持网络为庞大的用⼾
群体提供坚实后盾，随时随地应您所求。

全面测试服务
选择 PowerFlex 中压变频器解决方案就是
选择放心，产品在送达您的⼯厂前就已经
过全面测试。变频器连接中压感应电机进
⾏满载测试，并且在恒定转矩和可变转矩
⼯况下进⾏负载配置测试。在加拿大、中
国、巴西和波兰均设有测试⼯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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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压交流变频器 选型指南
根据应用要求选择合适的 PowerFlex 变频器
PowerFlex 中压变频器系列提供多种变频器和选件，可满足您的应用性能需求。PowerFlex 6000T 通用型变频器提供高
性能表现，适合⻛机、泵、压缩机、输送机、研磨机等应用。PowerFlex 7000 专用型变频器提供增强特性，适合球磨机
和半⾃磨机、输送机、挤出机和搅拌机等特殊应用。

PowerFlex 中压变频器的推荐应用

要求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典型应用
• 可变转矩 （⻛机、泵和压缩机） 
• 恒定转矩 （⾮能量再⽣型应用、平地输送机）
• 最高 120 Hz 的高速应用

• 可变转矩 （全部应用）
• 恒定转矩 （全部应用）

变频器系统配置 多台电机独立或同步切换、负载分配 多台电机独立或同步切换、负载分配
变频器冷却要求 ⻛冷 ⻛冷、液冷
电机额定电压 最高 11 kV 最高 6.6 kV
电机额定电流 最高 680 A 最高 720 A
电机类型 感应电机 感应电机、同步电机
再⽣制动 否 （⼆象限运⾏） 是 （四象限运⾏）
电机电缆长度 最长 10 km (6.2 mi) 最长 30 km (18.7 mi)
零速转矩保持 是，仅限磁通⽮量，闭环控制模式 是
抗电弧机柜要求 否 是 – 50 kA 级抗电弧能力

Special Purpose

All-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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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7000

PowerFlex 600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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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压交流变频器 选型指南
PowerFlex 6000T 变频器

PowerFlex 6000T 中压变频器适合⻛扇、泵、压缩机、输送
机、研磨机等常规应用。该系列变频器是 100…11,000 kW 
(190…14,600 Hp) 电机控制应用和额定电压 2.3…11 kV 电机的
理想解决方案，最大输出频率为 120 Hz。

PowerFlex 6000T ⻛冷变频器能够在标准负载与重载应用下实
现软启动和变速控制，最大程度提高能源效率。

为实现低输入谐波和接近于一的功率因数，变频器采用级联
“H” 桥 (CHB) 拓扑结构，将内置移相隔离变压器与各相的串
联功率单元组合在一起。

PowerFlex 6000T 变频器支持智能集成，可通过 Studio 5000
用⼾⾃定义配置⽂件缩短集成时间。TotalFORCE 变频器⾃带⾃
适应控制算法，确保系统始终正常运⾏，同时通过维护分析功能
简化维护计划。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

PowerFlex 7000 中压产品系列旨在满足各种重
⼯业需求和配置。该系列变频器集高性能、高安
全性和强大通信功能于一身，能够提高关键应用
场合 （从海上石油平台、天然气或石油输送管
网、矿山、水 / 污水处理厂到船舶应用等）的资
产利用率并降低安全⻛险。

PowerFlex 7000 中压交流变频器提供多种配置
和 控 制 选 件 来 满 足 应 用 需 求，例 如 有 源 前 端
(AFE) 单元、Direct-to-Drive™ 技术以及高性能
转 矩 控 制。加 上 安 全 转 矩 关 断 控 制 选 件 和
ArcShield™ 抗电弧机柜选件，PowerFlex 7000
变频器能够提供完整解决方案，显著提升系统性
能并增强关键资产的安全性。
罗克⻙尔⾃动化出版物 PFLEX-SG003I-ZH-P - 2022 年 11 月 5



PowerFlex 中压交流变频器 选型指南
中压变频器选型流程图

电机电压是否高于 
6.6 kV？

是否需要液冷变频器？

是否需要抗电弧变频器？

是否为能量反馈型应用？

电机电缆长度是否大于 
10 km？

是否需要同步电机？

开始

是

否

否

参⻅ PowerFlex 6000T 中压
交流变频器。

参⻅ PowerFlex 7000 中压
交流变频器。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否需要超速大于 
90 Hz？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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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压变频器对比
PowerFlex 变频器比较

特性
PowerFlex 6000T 通用型变频器 PowerFlex 7000 专用型变频器

⻛冷 ⻛冷 液冷
2.3/2.4 kV 时的额定功率范围 最高 2390 kW (3205 Hp) 150...1500 kW (2000 Hp) —
3 kV 时的额定功率范围 最高 2990 kW (4010 Hp) —
3.3 kV 时的额定功率范围 最高 3280 kW (4398 Hp) 187...3600 kW (4750 Hp) —
4/4.16 kV 时的额定功率范围 最高 4140 kW (5525 Hp) 261...4400 kW (5750 Hp) 2240...3900 kW (5000 Hp)
6 kV 时的额定功率范围 最高 5970 kW (8006 Hp)

—
6.3 kV 时的额定功率范围 最高 6300 kW (8450 Hp)
6.6 kV 时的额定功率范围 最高 6570 kW (8810 Hp) 400...6000 kW (8000 Hp) 3000…5595 kW (7500 Hp)
6.9 kV 时的额定功率范围 最高 6870 kW (9210 Hp)

—10 kV 时的额定功率范围 最高 9950 kW (13,343 Hp)
11 kV 时的额定功率范围 最高 10,950 kW (14,686 Hp)
拓扑结构 级联 H 桥 CSI PWM
电机类型 感应电机 感应电机和同步电机

控制电源 120V 60 Hz、240V 60 Hz、110V 50 Hz 
或 220/230V 50 Hz 220/240 V 和 110/120 V，单相 - 50/60 Hz (20 A)

额定输入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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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电压波动范围 标称值的 ±10% 标称值的 ±10%
输入电压骤降 标称值的 -30% 标称值的 -30%，持续降额
输入频率 50/60 Hz，±5% 50/60 Hz，±5%
输入功率因数 >0.95 >0.95 （AFE 整流器）

输入阻抗设备 多相隔离变压器
• 线路电抗器 （直接驱动 AFE）
• 隔离变压器 (AFE)
• 多相隔离变压器 （18 脉冲）

典型变频器系统效率(1) • 500 kVA 功率及以下变频器 = 96%
• 500 kVA 功率以上变频器 = 96.5% > 97.5% （直接驱动 AFE）、> 98% （18 脉冲）

变频器噪声级(2) • 框架 A 变频器：80 dB(A)
• 框架 B 和 H 变频器：< 85 dB(A) < 85 dB(A)

输出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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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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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载能力
• 每 10 分钟允许 110% 过载 1 分钟 （标准负载）
• 每 10 分钟允许 150% 过载 1 分钟 （重载）

• 每 10 分钟允许 110% 过载持续 1 分钟（正常负载 / 可变转矩负载）
• 每 10 分钟允许 150% 过载持续 1 分钟 （重载 / 恒定转矩负载）

整流器配置 18 脉冲至 54 脉冲

• 直接驱动 
（无变压器 AFE 整流器）

• AFE，带独立隔离变压器
• AFE，带集成变压器
• 18 脉冲，带独立隔离变压器

• 直接驱动 ( 无变压器的有源前端
整流器 )

• AFE，带独立隔离变压器
• 18 脉冲，带独立隔离变压器

整流器开关 ⼆极管 SGCT （AFE 整流器）、SCR （18 脉冲）
逆变器配置 脉宽调制 (PWM) 功率单元 脉宽调制 (PWM)
逆变器开关 IGBT SGCT
输出电流总谐波失真 < 3% < 5%
电机侧输出波形 电流和电压波形接近正弦波 电流和电压波形接近正弦波
中压隔离 光纤 光纤

控制方式

• 压频比控制
• 无传感器⽮量控制 (SVC)
• 磁通⽮量控制 （无编码器）
• 带编码器反馈的磁通⽮量控制 （可选）

• 数字式无传感器直接⽮量控制
• 带编码器反馈的全⽮量控制 （可选）

速度调节
•  ±0.5%，带 V/Hz 和 SVC 控制
• ≤ ±0.1%，带开环⽮量控制
• ≤ ±0.01%，带闭环⽮量控制

• 0.1%，无编码器反馈
• 0.01...0.02%，带编码器反馈

输出频率 0.3...120 Hz，最大速度范围 200:1 (FVC CL)
• 0.2...75 Hz （标准）
• 0.2...90 Hz （可选）

加速 / 减速时间 0…3276 s 0…480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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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压交流变频器 选型指南
⻜车启动功能 是 是
掉电⾃动重启 是 是
再⽣电机制动 否 是
操作员界面 10 英寸 增强型彩色触摸屏 10 英寸 增强型彩色触摸屏

语言
英语、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俄语、德语、
法语、意大利语、波兰语、韩语、日语、土耳其
语、捷克语

英语、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俄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
波兰语、韩语、日语、土耳其语、捷克语

外部数字量输入额定值  24 V DC （标准），120/240 V （可选）
• 50…60 Hz AC 或 DC
• 120…240 V – 1 mA

外部数字量输出额定值 干触点，额定电压 24 V DC，最大电流 2 A
• 50…60 Hz AC 或 DC
• 30…260 V – 1 A

模拟量输入 (2) 隔离型：0…10 V DC (3) 隔离型：4…20 mA 或 0...10 V

模拟量输出 (2) ⾮隔离型：0…10 V DC 或 4…20 mA (1) 隔离型：4 20 mA，
(8) ⾮隔离型： 0…10 V (600 Ω)

通信协议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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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机电缆长度
• 最长 800 m (0.5 mi)
• 最长 2 km (1.2 mi)，带输出 dv/dt 滤波器
• 最长 10 km (6.2 mi)，带⾃定义滤波器

30 km (18.6 mi)

安全

• UL 认证型：机电互锁和截留钥匙机械互锁
（标准）

• IEC 认证型：机电互锁 （标准）和截留钥匙机械
互锁 （可选）

• 截留钥匙机械互锁
• 安全转矩关断

数字安全 • CIP Security ™ 兼容设计 否 否

机柜
• IP31 （标准）
• IP42 （可选）

• IP21/NEMA 1 型 （标准）
• IP42 （可选）

抗电弧机柜 否 有，提供 ArcShield 选项

机械结构涂层

• 环氧树脂粉末 - 涂料
• 外部 Sandtex 浅灰色 （类似于 RAL 7035）具黑

色纹理 （类似于 RAL 8022）纹理低压门
• 内部 - 控制子板 - 高光白色 （类似于 RAL 9003）

• 环氧树脂粉末 - 涂料
• 外部 Sandtex 浅灰色 （类似于 RAL 7035）具黑色纹理

（类似于 RAL 8022）纹理低压门
• 内部 - 控制子板 - 高光白色 （类似于 RAL 9003）

敷形涂覆 是 是

环境温度 （运⾏时）
• 0…40 °C (32…104 °F) （标准）
• 0…50 °C (32…122 °F) （可选）

• 0…40 °C (32…104 °F) （标准）
• 0…50 °C (32…122 °F) （可选）

环境温度 （存储） -25…+55 °C (-13…+133 °F) -40…+70 °C (-40…+158 °F)
相对湿度 最大 95%，无冷凝 最大 95%，无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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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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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标准 NEMA、ANSI、IEEE、UL、CSA、IEC、CE、
EEMAC NEMA、ANSI、IEEE、UL、CSA、IEC、CE、EEMAC

方向 – 转矩 正向和反向，电动 正向和反向，电动和能量再⽣ —
(1) 规格参数基于常规 4 极感应电机。
(2) 不带冗余⻛扇选件。带冗余⻛扇选件：< 215 A 时为 83 dB(A) ； 216...680 A 时保持 85 dB(A)。
(3) 对于直接驱动 AFE 配置，最大输出电压大约比输入电压低 3...4%。

PowerFlex 变频器比较 （续）

特性
PowerFlex 6000T 通用型变频器 PowerFlex 7000 专用型变频器

⻛冷 ⻛冷 液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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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压交流变频器 选型指南
典型应用的负载转矩配置
典型应用的负载转矩配置

应用 负载转矩
配置(1)

典型负载转矩 （满转矩百分比）(2) 是否需要使用
编码器提高启

动转矩？
典型过载
能力 (%)

变频器工作
负载要求

是否需要
再生制动或
减速功能？

推荐变频器型号
起步 加速 峰值运⾏

离心式⻛扇
（环境温度）

阻尼器关闭 VT 25 60 50 否 110 标准负载 检查(3) PowerFlex 6000G/T

阻尼器打开 VT 25 110 100 否 110 标准负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离心式⻛扇
（热气）

阻尼器关闭 VT 25 60 100 否 110 标准负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G/T

阻尼器打开 VT 25 200 175 否 ⾃定义(4) ⾃定义 (4)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螺旋桨⻛扇
（轴向流动） VT 40 110 100 否 150 重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窑炉 （旋转式，
带负载） CT 250 125 125 是 ⾃定义 (4) ⾃定义 (4)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离心式⿎⻛机

阻尼器关闭 VT 30 50 40 否 110 标准负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G/T
阻尼器打开 VT 40 110 100 否 150 重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碎木机 - 空载启动 CT 50 40 200 否 ⾃定义 (4) ⾃定义 (4)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泵

离心式，
排放口打开 VT 40 100 100 否 110 标准负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G/T

离心式，
排放口关闭 VT 40 75 75 否 110 标准负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G/T

油⽥⻜轮式 CT 150 200 200 是 ⾃定义 (4) ⾃定义 (4)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螺旋桨式 VT 40 100 100 否 110 标准负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G/T
⻛扇泵 VT 40 100 100 否 110 标准负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G/T

往复式 / 容积式 CT 175 30 175 是 ⾃定义 (4) ⾃定义 (4)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螺杆式，干转启动 VT 75 30 100 否 110 标准负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G/T
螺杆式，已注液，
排放口打开 CT 150 100 100 是 150 重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浆液输送泵，
排放口打开 CT 150 100 100 是 150 重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离心式涡轮潜水泵 VT 50 100 100 否 110 标准负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G/T

叶片式容积泵 CT 150 150 175 是 ⾃定义 (4) ⾃定义 (4)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分离器，空气
（⻛扇类型） VT 40 100 100 否 110 标准负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G/T

电动潜油泵 [ESP] VT 20…100 评估 评估 否 ⾃定义 (4) ⾃定义 (4)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压缩机
轴向叶片式，
带负载 VT 40 100 100 否 110 标准负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G/T

往复式，空载启动 CT 100 100 100 是 150 重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G/T

输送机

皮带式，带负载 CT 150 130 100 是 150 重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刮板式 CT 175 150 100 是 ⾃定义 (4) ⾃定义 (4)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螺旋式，带负载 CT 200 100 100 是 ⾃定义 (4) ⾃定义 (4) 是 PowerFlex 7000
挤出机

（橡胶或塑料） CT 150 150 100 是 ⾃定义 (4) ⾃定义 (4)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搅拌机

化学品 CT 175 75 100 是 ⾃定义 (4) ⾃定义 (4)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液体 CT 100 100 100 是 150 重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浆液 CT 150 125 100 是 150 重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固料 CT 175 125 175 是 ⾃定义 (4) ⾃定义 (4)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碎浆机 VT 40 100 150 否 ⾃定义 (4) ⾃定义 (4)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密炼机 CT 200…250 评估 评估 是 ⾃定义 (4) ⾃定义 (4)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搅拌器
液体 CT 100 100 100 是 150 重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浆液 CT 150 100 100 是 150 重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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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压交流变频器 选型指南
研磨机

糖类 CT 150 评估 评估 是 130 重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立式辊磨机
（⽣料磨） CT 空载 – 30

带负载 – 评估 评估 评估 是 150 重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辊压机 CT 评估 评估 评估 是 ⾃定义 (4) ⾃定义 (4) 检查 (3) PowerFlex 6000T
PowerFlex 7000

球磨机和半⾃磨机 CT >150…225 评估 评估 是 ⾃定义 (4) ⾃定义 (4) 是 PowerFlex 7000

拉铲挖掘机

斗轮挖掘机
和取料机 CT >150 评估 评估 检查 (4) 175…225 重载 是 PowerFlex 7000

拉铲挖掘机 CT >150 评估 评估 检查 (4) 175…225 重载 是 PowerFlex 7000
起重机和绞车 CT 评估 评估 评估 检查 (4) 150 重载 是 PowerFlex 7000

冷却器 冷却器 CT 评估 评估 评估 检查 (4) 110 标准负载 检查 (3) PowerFlex 6000
推进系统 船用螺旋桨 CT >120 评估 评估 是 ⾃定义 (4) ⾃定义 (4) 是 PowerFlex 7000

(1) CT：恒定转矩，VT：可变转矩。
(2) 阴影部分的负载转矩参数可能会影响 PowerFlex 6000T 变频器额定值。请咨询罗克⻙尔⾃动化中压产品⼯程部或 Allen-Bradley 当地经销商。
(3) 如果需要能量再⽣和 / 或快速减速功能，选择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
(4) 变频器额定值敬请咨询罗克⻙尔⾃动化中压产品⼯程部或当地经销商。

典型应用的负载转矩配置 （续）

应用 负载转矩
配置(1)

典型负载转矩 （满转矩百分比）(2) 是否需要使用
编码器提高启

动转矩？
典型过载
能力 (%)

变频器工作
负载要求

是否需要
再生制动或
减速功能？

推荐变频器型号
起步 加速 峰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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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压交流变频器 选型指南
PowerFlex 6000T 中压交流变频器

体积紧凑的 PowerFlex 6000T 变频器集稳健的功
率单元结构、内置安全功能和智能特性于一身，提
供可靠的技术保障。TotalFORCE® 技术方便用⼾进
⾏电机控制和智能集成，可以显著缩短调试时间，
并在整个⽣命周期中延长变频器和过程的正常运⾏
时间。

特性
• 压频比控制、无传感器⽮量控制 - 适合所有常

规用途 (6000G/6000T)
• 磁通⽮量控制 - 适合需要高初始转矩和低速

运转 E 的应用 （仅 6000T）
• 未安装输出滤波器时，最大电机电缆长度为

800 m (2625 ft) ；安装输出滤波器时，最大电
机电缆长度达 10 km (6.2 mi)

• ⾃动单元旁路允许变频器连续降容运⾏，能
够最大程度缩短停机时间，且不增加变频器
尺寸

• 支持 EtherNet/IP 和多种其他通信模块
• 紧凑型结构设计，同类产品中体积最小，可选三种框架尺寸 （额定电压范围：2.3 6.6 kV，额定电流范围：

≤ 70 A、71...140 A、141...215 A）
• NEMA 1 型 /IP31 或 IP42（可选）高强度机柜支持从正面操作，维护⾮常方便，并且⾃带机电互锁（标准）和截留

钥匙机械互锁 （可选）等安全功能
• 同步传送和旁路功能 （电压范围 2.4 11 kV）允许一台变频器最多启动 10 台电机，最大电流可达 680 A （总电流

最高可达 3000 A）
• 选配浪涌抑制器不会增加变频器尺寸
• 多级级联 H 桥设计提供高达 96.5% 的效率 （包括变频器和变压器）
• 通过智能集成功能，可以在 Studio 5000 环境中轻松实现设备配置、集成和可视化，帮助用⼾将各类变频器资产集

成至 Logix 控制项⽬中，同时保证体验的一致性。PowerFlex 6000T 用⼾⾃定义配置⽂件集预配置数据转换功能、
可视化用⼾界面和数据配置功能于一身，是将变频器数据发送至上游高层控制系统的主要⼯具。

•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软件提供全面的设备配置支持 – 通过一个软件包即可完成配置、编程和可视
化⼯作 （联机或脱机状态）

• 增强型 HIM (eHIM) 配备超大 10 英寸彩色触摸屏，能够为用⼾提供简单直观的机旁控制、监视和诊断体验 
• 广泛的输入功率监视功能 - kW、kVA、kVAR、已消耗 kWh 和 MWh 以及功率因数 
• 只需使用一个⽂件便可快速、安全地为所有主控制板和功率单元进⾏ flash-over-fiber 固件更新
• 通过 Forensic Data Recorder 功能更全面、更快速地排除故障
• 支持实时预测性和预防性维护诊断，预估⻛扇寿命以及监测变频器和关键组件寿命要求，并预防计划外停机。
• 在所有的控制模式下均可固有地控制最高输出频率达 120 Hz 的高速应用
• 支持 CIP Security，从而支持深入的防御策略，并确保⾃身免受所有网络安全事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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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压交流变频器 选型指南
同步切换旁路

同步切换即使用一台变频器启动多台电机并进⾏速度控制。根据过程需要，变频器可实现大型电机软启动，以限制启动
电流，一次只对一台电机进⾏速度控制。同步切换有助于缓解电机的机械磨损，从而延长其使用寿命。同时还可减少用
⼾的投资和运营成本。

• 电压范围 2.4…11 kV
• 允许一台变频器最多启动 10 台电机，最大电流可达 680 A （总电流最高可达 3000 A）
• 无扰切换
• 输气或输油管道应用的理想之选
• 支持 EtherNet/IP 和多种其他通信模块

NEMA 3R 机柜

PowerFlex 6000T 封装在 NEMA 3R 机柜中，适合⼾外使用。此机柜适用于框架 A 和 B 变频器。这样，变频器几乎可以
安装在任何地方，能够有效节省车间空间。

• 可选步入式和⾮步入式机柜
• 可选强制冷却和空 - 空换热器设计
• 可选 IP54 防护等级 
• 无需混凝土底座
• ⼯作温度范围：-40…+50 °C (-40…+122 °F)
• 通过 PLC 控制机柜热管理系统，实现最佳能效
• 可选内部闭路冷却系统 （带空 - 空换热器）
• 易于安装：进出电缆各三根
• 滤波器维护量极小
• 降低总拥有成本

VFD

M2 M1

+X%

X%

-X%
*

*

2 号电机变频器输出
和旁路柜

1 号电机变频器输出
和旁路柜

变频器输入和输出柜 控制和可视化 /
输出电抗器柜

变频器柜

固定频率⺟线

可变频率⺟线

保护继
电器

保护继
电器

Point I/O Point I/O Point I/O 

变频器输出
隔离开关

输出电抗

连接至监控

旁路
接触器

旁路
接触器

输入接触器

输入电压互旁路电压互

输出电压互 输出电压互

输出
接触器

输出
接触器

EtherNet/

低压控制面板

控制变压器

* 以上为电源接线简图。通过机柜顶板或底板的开孔接入或接出电缆。

旁路电压互

控制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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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压交流变频器 选型指南
TotalFORCE 技术

TotalFORCE 技术可以帮助用⼾提升应用产出、改进质量和缩短停机时间。

提升应用产出

通过出色的跟踪功能，变频器密切跟随速度或转矩命令。当负载突然变化时，它们还可以有效地抑制干扰，确保当前应
用平稳运⾏并显著提升产出。

提高最终产品质量

由于处理速度⼗分迅速，变频器提供⾮常精确的速度和转矩控制，以帮助提高最终产品的一致性。此外，高转矩精度功
能有助于在要求严苛的应用中保持速度调节。

缩短设备停机时间

PowerFlex 6000T 变频器可持续监测系统运⾏，跟踪变频器和电机的电气组件状态，从而为控制系统提供实时诊断信
息。借助这些信息，可以预测设备故障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计划外停机。

此外，变频器⾃带⾃适应控制功能，能够帮助隔离潜在有害振动并⾃动补偿差异，确保⽣产系统正常运⾏。

负载 固定/可调负载

负载变化

缩短计划外停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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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压交流变频器 选型指南
产品目录号说明

参照以下产品⽬录号图表了解中压变频器配置。本章节列举的⽰例不用于产品选型。并⾮所有组合都能构成有效的产品
⽬录号。如对产品可用性有疑问，请咨询 Allen-Bradley 分销商。

详细选型说明、变频器选件、技术规格、尺寸以及重量信息参⻅ PowerFlex 6000 Medium Voltage AC Drives Technical
Data （出版号：6000-TD100）。

6000T – A A 140 M J 6 AJ – J HE E – …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a b c d
系列号 变频器框架尺寸 工作负载 变频器额定电流范围

代码 说明 代码 说明 代码 说明 代码 说明
6000G PowerFlex 6000G A 框架 A （⻛冷）

A
标准负载，海拔高度 0...1000 m

最高环境温度 40 °C (104 °F)，每 10 分钟
允许 110% 或 120% 过载持续 1 分钟

15 15 A
6000T PowerFlex 6000T B 框架 B （⻛冷） 680 680 A

H 框架 H （⻛冷）

C
重载，海拔高度 0...1000 m

最高环境温度 40 °C (104 °F)，每 10 分钟
允许 150% 过载持续 1 分钟

Z ⾃定义配置 （请咨询罗克⻙尔⾃动化当地
销售办事处或 Allen-Bradley 分销商）

e f g h
机柜类型 标称系统电压 线路频率 控制电压

代码 说明 代码 说明 代码 说明 代码 说明 代码 说明

D 1 型 /IP21
（带门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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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IP31 （带门垫圈）
C 3300V R 10,000V AL 220V
E 4160V S 11,000 V AN 23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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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 k L
标称负载 （电机）电压 变压器效率 变频器认证 选项

代码 说明 代码 说明 代码 说明 代码 说明
A 2300 V/2400 V HE 高效率 – 铜芯 E IEC 参⻅ PowerFlex 6000T 中压变频

器选件列表。B 3000 V SE 标准效率 – 铜芯 U UL
C 3300V SA 标准效率 – 铝芯
E 4000 V/4160 V
D 5500 V
F 6000 F
H 6300 V
J 6600 V
K 6900 V
R 10,000V
S 11,00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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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压交流变频器 选型指南
PowerFlex 7000 中压交流变频器
PowerFlex 7000 中压变频器产品组合包括⻛冷和液冷变频器、功率
扩展型变频器以及船舶⾏业专用变频器。

PowerFlex 7000 ⻛冷变频器

该系列变频器适用于功率等级 150 6000 kW (200 8000 Hp)、电
压等级 2.4…6.6 kV 的电机，可选多种框架尺寸和散热器或热管配
置，涵盖广泛的功率范围。

PowerFlex 7000 功率扩展型变频器

提供大功率⻛冷和液冷变频器，最高功率可达 25,400 kW 
(34,000 Hp)，是实现热备切换和冗余、负载换流逆变器 (LCI) 改装以
及功率升级的理想解决方案。

PowerFlex 7000 液冷变频器

该系列变频器适用于功率等级 2240 6340 kW (3000 8500 Hp)、电压等级 4.16…6.6 kV 的电机，采用闭环液冷系统，
可选液 - 空或液 - 液换热器，同时标配冗余泵，可实现最佳可靠性。

PowerFlex 7000 船用变频器

提供液冷船用变频器，额定功率范围为 600 kW 24 MW (800 32,000 Hp)，通过 Direct-to-Drive 技术实现紧凑化和轻
量化，能够抵御恶劣海况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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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压交流变频器 选型指南
特性

借助高性能控制选件和抗电弧机柜选件，PowerFlex 7000 交流变频器提供更高的灵活性。
• 对交流感应电机或同步电机进⾏速度、转矩和方向控制 （标准负载或重载条件）
• 涵盖广泛的功率范围：150…25,400 kW (200…34,000 Hp) 
• 电流和电压波形接近正弦波，支持使用标准电机
• ⾃带 EtherNet/IP 通信接口，可选配多种网络协议接口
• ⾃带诊断和检测功能，可监测变频器组件状态，有助于缩短停机时间
• 提供同步切换和旁路功能，可同时控制多个电机系统
• 支持 Direct-to-Drive 技术，无需安装笨重的隔离变压器，实现了系统小型化和轻量化，同时提高了效率
• 提供灵活的输入配置，包括直接驱动 （无变压器）、有源前端 （带独立或内置隔离变压器）和 18 脉冲整流器

（带独立变压器）
• 变频器⾃带四象限运⾏模式，提供能量再⽣能力，无需额外安装硬件即可实现高效电机制动
• 安全转矩关断选件有助于保护人员和财产安全，满足 IEC 61508 和 ISO 13849-1 标准规定的 SIL 3 / PLe 功能安全等

级要求
• 通过 TorqProve ™ 验证机械制动器在停车时能够控制负载，并提供 100% 零速转矩保持
• AFE （有源前端）配置同时支持安全转矩关断和 TorqProve 功能
• 最大电机电缆长度达 30 km (18.6 mi)，使得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成为陆上或海上平台应用的理想选择
• 通过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应用程序实现与 Logix 控制平台的智能集成，缩短开发和集成时间 
• 支持远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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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压交流变频器 选型指南
搭载 ArcShield 技术的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

搭载 ArcShield 技术的 PowerFlex 7000 变频器可以显著降低弧闪危险，并将电气设备操作和维护过程中的⻛险降至最
低。ArcShield 技术可用于 AFE 直接驱动配置，能够保护员⼯安全，同时最大程度减小意外断电和停机。

• 首台达到 50 kA 抗电弧等级的中压变频器，具有完整能量再⽣能力
• 通过泄压排放系统转移危险的弧闪能量，保障人员安全
• 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包括输入启动器与变频器组合
• 兼容现有 Allen-Bradley 抗电弧电机控制中心
• 可选 40 kA 或 50 kA 抗电弧等级
• 低压柜门打开时提供 2B 型防护

项目 说明
1 出现弧闪时，泄压孔将电弧气体和物质转移至机柜的正面、背面与侧面。
2 电弧气体和物质通过泄压排放系统导向上方并从机柜顶部排出。
3 ⾃闭合通⻛板可避免弧闪气体从⻛扇排气通⻛口逸出。
4 机柜门通过焊接通道进⾏加固，可在发⽣弧闪时保持结构完整性。
5 强化型侧板、柜门、顶面和背板共同构成坚固的柜体结构，旨在提升强度以容纳危险电弧能量。
6 高强度铰链、锁销以及螺栓将柜门牢固连接至机柜，提供额外保护。
7 ⾃闭合通⻛板可避免弧闪气体从正面的进气通⻛口逸出。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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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压交流变频器 选型指南
产品目录号说明

参照以下产品⽬录号图表了解中压变频器配置。本章节列举的⽰例不用于产品选型。并⾮所有组合都能构成有效的产品
⽬录号。如对产品可用性有疑问，请咨询 Allen-Bradley 分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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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系列号 工作负载 / 海拔高度代码

代码 说明 代码 说明

7000A 框架 A （⻛冷） A 标准负载，海拔高度 0…1000 m
最高环境温度 40 °C (104 °F)

7000 框架 B （⻛冷）

B

标准负载，海拔高度 1001…5000 m
环境温度降低 （与 40 °C [104 °F] 产品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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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架 C （液冷）

c C 重载，海拔高度 0...1000 m，最高环境温度 40 °C (104 °F)
变频器额定电流

D 重载，海拔高度 1001...5000 m 环境温度降低 （与 40 °C [104°F] 产
品相比）– 与上述 “B” 代码相同代码 说明

40 40 A E 标准负载，海拔高度 0...1000 m 最高环境温度 35 °C (95 °F)
46 46 A

F

标准负载，海拔高度 1001...5000 m
环境温度降低 （与 35° C [95 °F] 产品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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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载，海拔高度 0...1000 m 最高环境温度 35° C (95 °F)

105 105 A J 标准负载，海拔高度 0...1000 m 最高环境温度 50° C (122 °F)
120 120 A L 重载，海拔高度 0...1000 m 最高环境温度 50° C (122 °F)
140 140 A N 标准负载，海拔高度 0...1000 m 最高环境温度 20° C (68 °F)
160 160 A

Z ⾃定义配置 （请咨询罗克⻙尔⾃动化当地销售办事处
或 Allen-Bradley 分销商）185 185 A

215 215 A
250 250 A
285 285 A d
325 325 A 机柜类型
375 375 A 代码 说明
430 430 A D 1 型 /IP21 （带门垫圈）
495 495 A K IP42 （带门垫圈）
575 575 A
625 625 A
657 657 A
720 72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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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压交流变频器 选型指南
详细选型说明、变频器选件、技术规格、尺寸以及重量信息参⻅ PowerFlex 7000 Medium Voltage AC Drives Technical
Data （出版号：7000-TD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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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f
电源电压 / 控制电压 / 控制电源变压器 (C.P.T.) 选型 整流器配置 / 线路阻抗类型

框架尺寸
电压 (V)

频率 (Hz)
代码 代码 说明

标称线电压 控制电压 带 C.P.T.(1)

(1) 必须选择控制电源变压器改型 （6、6B 等）才能设置变压器规格。

不带 C.P.T.(2)

(2) 控制电路电源由独立 / 外部供电单元提供。

RPDTD 带内置线路电抗器和直接驱动直流
链路的有源前端整流器

框架 A

2400
120

60
A AD

120…240 AA —
RPTX 可连接独立隔离变压器 （标准直流

链路）的有源前端整流器3300
110

50
CY CDY

220 CP CDP

4160

110
50

EY EDY
RPTXI 带内置隔离变压器 （标准直流链

路）的有源前端整流器(3)

(3) RPTXI 配置只适用于 框架 A 变频器。

220 EP EDP
120

60
E ED

R18TX 可连接独立隔离变压器 （标准直流
链路）的 18 脉冲整流器(4)

(4) R18TX 配置只适用于框架 B 和 C 变频器。

120…240 EA —

6600

110
50

JY JDY
220 JP JDP

110…220 JAY — g
120

60
J JD 选项

240 JA — 代码 说明

框架 B 和 C

2400
208

60
AHD 参⻅ PowerFlex 7000 中压交流 

变频器选件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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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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压交流变频器 选型指南
变频器选件
PowerFlex 中压变频器提供各类选件，确保满足您的应用需求，涵盖操作员界面、通信协议、变频器系统配置、功能安
全等级和电机控制等方面。还可订购设备搬运⼯具。

可用选件完整列表参⻅相应变频器的⽂档资料：
• PowerFlex 6000 Medium Voltage AC Drives Technical Data （出版号：6000-TD100）
• PowerFlex 7000 Medium Voltage AC Drives Technical Data （出版号：7000-TD010）

门装式操作员界面

两个变频器系列均提供门装式操作员界面选件，从多种指⽰灯和启动或停止按钮到人机界面模块 (HIM)。通过 HIM，可
轻松实现变频器的配置、监视和现场控制。

PowerFlex 6000T 变频器提供增强型 HIM，其配备直观易用的彩色触摸屏。PowerFlex 7000 提供本地和远程安装式 HIM
选件。

隔离模拟量信号接口

选择输入速度基准值或输出速度、电压或电流基准值选项。最多可选择四个输出选项。

通信模块

有多种⼯业网络通信选件可供选择：
• EtherNet/IP
• 双端口 EtherNet/IP
• Modbus
• PROFIBUS
• PROFINET

冗余选件

冗余⻛扇和电源选件可确保系统持续正常运⾏。

I/O 模块选件和选件卡

PowerFlex 6000T 控制箱允许您根据需要添加数字量 / 模拟量 I/O 卡和多种选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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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lex 中压交流变频器 选型指南
机柜类型

1 型 /IP21 （通用型）

1 型 /IP21 机柜适合室内使用，主要用于在不存在⾮常规⼯况的场所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防止接触柜内设备。机柜采用
薄钢板材质，经过防腐处理。

1 型 /IP21 （带门垫圈 )

除了在门四周安装了垫圈外，1 型 /IP21 （带门垫圈）机柜与 1 型 /IP21 机柜完全相同。其⽬的是为了提供额外保护，防
止污染物进入。机柜采用薄钢板材质，经过防腐处理。

1 型 /IP42 （带门垫圈）

1 型 /IP42 机柜适合室内使用，可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防止接触柜内设备，防止大多数电线、螺丝等物体 （直径大于
1 mm）进入，并避免垂直下落的水滴以不超过 15° 的⻆度进入。机柜采用薄钢板材质，经过防腐处理。

12 型 /IP52 （防尘）

12 型 /IP52 机柜适合室内使用，可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以防人员意外接触柜内设备，并避免灰尘、下落的污染物和垂
直下落的水滴以不超过 15° 的⻆度进入。机柜采用薄钢板材质，经过防腐处理。

3R 型 （⾮步入式机柜，满足⼾外使用要求）

Type 3R ⾮步入式机柜采用门中门结构设计。该机柜适合室内或⼾外使用，可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以防人员意外接触
柜内设备，并避免下落的灰尘、雨水、雨夹雪和雪进入。即使机柜外部结冰，也不会损坏设备。机柜采用薄钢板材质，
经过防腐处理。

结构改装

抗电弧

抗电弧机柜将内部电弧故障期间释放的能量转移到泄压排放系统或顶部排气管中，确保安全容纳和排放能量，从而保护
人员和邻近设备安全。在抗电弧机柜中，电弧事件不会破坏机柜正面、侧面和背面的完整性，也不会破坏低压控制室或
仪表室隔板的完整性。

抗震认证

抗震机柜通常包含更宽大的门槛通道和强化结构附件，用于加固机柜。额外提供标有尺寸及重量参数和重心位置的机械
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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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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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以下⽂档包含与 Rockwell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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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Flex 6000 中压变频器固件、参数和故障排除手册》
（出版号：6000-TD004） 提供有关变频器功能、参数以及故障排除的详细信息。

《PowerFlex 6000 中压变频器用⼾手册》（出版号：6000-UM002） 提供有关变频器日常使用、HMI 操作和维护任务的指南要求。
《PowerFlex 6000 Medium Voltage AC Drives Technical Data》
（出版号：6000-TD100）

提供技术规格、认证、尺寸、电缆考量因素、变频器转矩功能以及产品选型表相
关信息。

《PowerFlex 6000 中压变频器运输和搬运手册》
（出版号：6000-IN008） 提供中压变频器及相关设备的运输和搬运指南。

《PowerFlex 6000 中压变频器安装手册》（出版号：6000-IN006） 提供变频器安装指南、尺寸、相关要求以及接线信息。
《PowerFlex 6000T 变频器编程手册》（出版号：6000-PM100） 提供有关变频器功能、编程参数以及故障排除和报警的详细信息。
《PowerFlex 6000T 变频器硬件服务手册》（出版号：6000-TG100） 提供有关变频器日常使用、HMI 操作和维护任务的指南要求。
《PowerFlex 6000T 变频器运输和搬运产品信息》
（出版号：6000-PC100） 提供 PowerFlex 6000T 变频器及相关设备的运输和搬运指南。

《PowerFlex 6000T 变频器安装说明》（出版号：6000-IN100） 提供 PowerFlex 6000T 变频器及相关设备的安装指南。
《PowerFlex 7000 AC Drive A Frame User Manual》
（出版号：7000A-UM200）

提供有关⻛冷框架 A 中压变频器的硬件更换、概览、控制和功率组件定义、维护
以及技术规格的详细信息。

《PowerFlex 7000 交流变频器 B 框架用⼾手册》
（出版号：7000-UM202）

提供有关⻛冷框架 B 中压变频器的硬件更换、概览、控制和功率组件定义、
维护以及技术规格的详细信息。

《PowerFlex 7000 AC Drive C Frame User Manual》
（出版号：7000L-UM303）

提供有关液冷框架 C 中压变频器的硬件更换、概览、控制和功率组件定义、维护
以及技术规格的详细信息。

《PowerFlex 7000 系列安全断开扭矩用⼾手册》
（出版号：7000-UM203）

提供有关 PowerFlex 7000 安全转矩关断选件的安全要求、安装、配置和预防性
维护说明。

《带有增强功能的 PowerFlex 7000 HMI 解决方案》
（出版号：7000-UM201）

提供 PowerFlex 7000 HMI 接口板的详细配置、设置、操作、更新和故障排除说
明。

《PowerFlex 7000 Medium Voltage AC Drives Technical Data》
（出版号：7000-TD010）

提供技术规格、认证、尺寸、电缆考量因素、变频器转矩功能以及产品选型表相
关信息。

《PowerFlex 7000 Medium Voltage AC Drives Troubleshooting 
Guide》（出版号：7000-TG002）

提供所有 PowerFlex 7000 中压变频器通用的故障和报警消息、备件列表以及故
障和报警代码。

《PowerFlex 7000 交流变频器运输和搬运规程》
（出版号：7000-IN008） 提供中压变频器及相关设备的验收和搬运说明。

《PowerFlex 7000 AC Drive Medium Voltage AC Drive Parameter 
Manual》（出版号：7000-TD002） 提供所有 PowerFlex 7000 中压变频器通用的完整参数列表。

《PowerFlex 7000 交流变频器 B 框架安装说明》
（出版号：7000-IN007） 提供 PowerFlex 7000 框架 B 变频器的详细安装和预调试步骤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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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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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和其他认证详情。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td/6000-td004_-zh-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um/6000-um002_-z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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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zh-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in/6000-in006_-zh-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pm/6000-pm100_-zh-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tg/6000-tg100_-zh-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pc/6000-pc100_-zh-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in/6000-in100_-z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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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z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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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zh-p.pdf
https://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um/7000-um201_-z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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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zh-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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