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Flex® 4M 交流变频器
以紧凑的封装实现经济高效的电机控制

Allen-Bradley® PowerFlex 4M 交流
变频器将强大的电机速度控制功能
融入节省空间的紧凑型设计中，是
PowerFlex 系列变频器中体积最小、
性价比最高的一款产品。
• 功率等级 0.2…11 kW/0.25…15 Hp
涵盖 120 V、240 V 和 480 V 电压，
广泛适用于各类应用
• 压频比和滑差补偿模式可满足不同
应用需求
• 有助于降低能源成本和机械磨损
• 集成式 RS485/DSI 端口支持多变频
器联网
• 提供种类丰富的通信选件卡，包括
DeviceNet™、EtherNet/IP™、
ControlNet™、PROFIBUS™ DP、
BACnet®、LonWorks® 和 Bluetooth®
适配器
• 框架 A 和 B 变频器可使用 DIN 导轨
实现灵活省时的安装
• 采用馈通接线设计，可轻松改造成
需要变速电机控制的应用
• 可在高达 40 °C (104 °F) 的环境温度
下实现并排安装，节省宝贵的柜
内空间
• 变频器工作环境温度为 –10 °C
(14 °F) 至 50 °C (122 °F)

如果您的应用项目需要一款适合机器级速度控制的紧凑型变频器，
PowerFlex 4M 交流变频器便是您的理想之选。PowerFlex 4M 交流变频
器提供出色的应用多样性，旨在满足全球原始设备制造商和最终用户
的需求 — 节省空间、灵活的 DIN 导轨安装方式、馈通接线、编程简单

安装灵活
PowerFlex 4M 的框架 A 和 B 交流变频器可以使用 DIN 导轨实现灵活省
时的安装。PowerFlex 4M 交流变频器可在高达 40 °C (104 °F) 的环境温
度下实现并排安装，节省宝贵的柜内空间。该系列变频器可承受最高
50 °C (122 °F) 的环境温度，同时保持极小的安装间距。馈通接线设计
使变速电机控制更加简便，并且缩短了安装和改装时间。

配置方便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软件提供直观的界面和启动向导
旨在帮助您启动和运行变频器。该免费软件使用罗克韦尔自动化和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技术实现快速、简单的变频器配置。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软件可帮助您最大程度地缩短机器设计和开发
时间，是单机应用项目的理想之选。

AB PLCs

规格
功率等级

100 – 120 V：0.2…1.1 kW/0.25…1.5 Hp
200 – 240 V：0.2…7.5 kW/0.25…10 Hp
380 – 480 V：0.4…11 kW/0.5…15 Hp

电机控制

压频比

应用

开环转速调节

过载能力

重载应用：150% 过载可持续 60 秒，200% 过载可持续 3 秒

输入规格

单相电压：100…120 V/200…240 V
三相电压：200…240 V/380…480 V 频率：50 至 60 Hz
电压：0 V 至电机额定电压 (可调)；–10%/+10% 电压容差
逻辑控制掉电跨越时间：>0.5 秒，典型值为 2 秒
最大短路额定值：100,000 安培 (对称值)

输出电压范围

0 V 至电机额定电压 (可调)

间歇电流：150% 过载可持续 60 秒，200%
过载可持续 3 秒

频率范围

最大输出频率 400 Hz

输入频率波动范围 47 至 63 Hz

运行环境温度*

–10 °C 到 50 °C (–14 °F 到 122 °F)

海拔高度

1000 m (3280 ft)

外壳

IP20 NEMA/开放型，IP30 NEMA/UL 类型 1 (带导线管套件)

安装

DIN 导轨安装 (框架 A、B 和 C)
零间距叠加 (并排安装)
顶部和底部通风间距 120 mm (4.7 in)

配置

带 4 位显示屏的集成式键盘
本地电位计
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 软件

控制 I/O

5 个数字量输入 (24 V DC，2 个可编程)
1 个模拟量输入 (单极性电压或电流)
1 个继电器 (C 型)

动态制动

内部 IGBT — 仅限 5.5…7.5 kW/7.5…15 Hp 变频器 (框架 C)

载波频率

2 到 10 kHz。默认 4 kHz

EMC 滤波

内置单相 240 V 和三相 480 V。作为外部选件提供，涵盖所有电压

通信

集成式 RS485，带 Modbus RTU/DSI
可选：DeviceNet、LonWorks、Bluetooth、EtherNet/I、PROFIBUS DP、ControlNet、BACnet
(可选网络必须配合外部 DSI 通信套件使用)

保护

故障历史记录

标准

UL

控制特性

飞速启动
压频比
总线调节器
多变频器联网 (需要通信选件卡) 4 种预置速度

附件

NEMA/UL 类型 1 套件
线路电抗器
动态制动电阻，适用于 5.5 到 7.5 kW/7.5 到 15 Hp 变频器额定值

尺寸

框架 A：174 (6.85) 高 x 72 (2.83) 宽 x 136 (5.35) 深
框架 B：174 (6.85) 高 x 100 (3.94) 宽 x 136 (5.35) 深
框架 C：260 (10.24) 高 x 130 (5.12) 宽 x 180 (7.09) 深

滑差补偿

C-Tick

RoHS

CE

10 个附加 LED 指示灯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应用程序

cUL

KCC
过程 PID

EMC 线路滤波器
DSI 电缆附件/人机接口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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