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单、可靠、流量控制
专用驱动器

泵专用驱动器 F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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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驱动专家

泵专用驱动器 F600

水泵专用 
驱动器
涉及水流的应用需要极高的可靠性和低能耗。 
Control Techniques 的 驱动器隶属于新推出
的行业专用系列，基于我们五十年的驱动专业知
识打造，可提供精确、可靠的流量控制。

驱动器功能齐全，汇集了您所需的一切功能，而且功能说明通
俗易懂。它并非附带泵功能的通用驱动器，而是一种专用泵专用驱
动器。 采用全新设计，可提供您所需的可靠性和效率。

可靠保证
Control Techniques 以产品可靠性赢得客户信赖。 

系列驱动器拥有出色的可靠性，它能够确保您的生产
不间断运行，使您的投资获得良好的回报，因此您可以完
全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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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PMA SynRM Dyneo+ 带 VSD 的

rpm

Efficiency

 

定制化解决方案
驱动器经过调试，可满足您的各种需求。 

此外，这款驱动器经过优化，拥有最短设置时
间，而又不影响其灵活性。无论遇到什么挑
战，我们都能够提供清晰的参数命名和结构设
计，帮助您轻松应对这些挑战。

全面控制
还可控制高能效电机，符合 能率等级，

如 Nidec Leroy Somer Dyneo+ 永磁减速电机。综上
所述， 是您节约成本的最佳选择。

节能，释放潜力
一般情况下，泵生命周期成本的 归因于其
能源消耗，因此，优化能源使用意味着显著降
低总拥有成本。 驱动器性能升级，以更高
效的方式运行您的变转矩应用。该驱动器的优
势包括：降低运行成本和降低能源需求。

特定功能完美组合，打造单一解决方案

专为您的应用而设计
泵专用驱动器提供许多专用功能，包括防

止干转、柔性注入、泵清洁、过循环保护和液
位开关控制。 泵专用驱动器控制模式包括
单泵和多泵配置，是一款真正的多功能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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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鹿特丹的多米娜酒店与会议中心拥有新型喷淋灭火系统，该系统使用从地下 米的沙层中抽取的地下水。 
Control Techniques 交流驱动器提供“消防”模式，能够保证不间断的紧急运行，因此被用于驱动主泵和备用泵。

新型地下水 

自动喷淋灭火
系统依赖于 

先进的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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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比拟的 

所有权总成本
具备创新保护功能和延长设备寿命

具有全面的泵和电机保护功能，可最大限度地减少计
划外停机时间，提高整体效率，保证其更加物有所值。它
能够为您的应用带来真正的复原，并轻松解决组件故障。

自动故障恢复
如检测到泵出现故障， 能够自动复位及正常运行。

限制保护
如果反馈超过了针对您的应用定义的限制， 将报
警或停止驱动器以保护您的设备并保持其使用寿命。

传感器信号丢失保护
在无传感器信号情况下， 可以根据应用要求采取
各种操作，包括停机、继续定速运行或忽略故障。

消防模式
消防模式允许驱动器在出现紧急事件时，根据应用要
求禁用所有故障并继续不间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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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种能源特性

实现节能
的效率高达 ，这意味着在功率转换

过程中损失的能量极少。
此外， 的内置功能可以进一步降低能耗，从而释放真正的节
能潜力：

轻载节能
有助于在需求降低时最大限度地节能。在激活 

Control Techniques 的领先轻载节能模式时，驱动器可
以动态降低输出电压，从而减少电机损耗并提高系统
的效率。

休眠模式
当需求低于指定的设定点时，驱动器将自动进入休眠
模式，并在需求高于设定点时休眠唤醒重新启动。这
不仅大大降低了能源消耗量，还减少了设备磨损，从
而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节省功率

功率

流量

P

P

系统特性曲线（满载）

所需扬程

扬程

流量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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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注入
使用受控斜坡防止启动时出现压力峰值，以保护您的
管道系统和泵本身。

可定制的单元
无 论 是 搭 配 标 准 流 量 或 压 力 单 元 ， 还 是 替 代 反 馈 
设备， 均可提供完全可定制的单元，确保驱动器
始终完全适用于您的应用。

防止干转
对照阈值检查负载，防止泵干转；通过灵活配置来动
态调整输出、设置报警或停止驱动器。

过循环保护
通过限制每小时的启停次数来优化驱动器、电机和泵
的选型，并调节泵磨损。支持灵活配置，因此能够动
态更改循环限制次数、在达到限制次数时设置报警或
停机。

零流量检测
在零流量或低流量的情况下， 驱动器可以通过以
下方式自动进入休眠模式，进而实现节能目的：根据
脉冲流量传感器的反馈、由流量开关触发或由软件单
独检测。

清洁
实时、持续监控系统，可用于触发驱动器控制的自动
清洁循环，以清洁泵叶轮并帮助避免因清洁泵堵塞而
产生的维护成本。

液位开关控制
液位处于“高”开关（此时泵停止）或“低”开关 
（此时泵启动）时，液位开关可为水箱提供关键保
护，确保在水箱液位范围内进行泵送。

流量补偿
在灌溉等大型供水系统中，流量补偿可助力实现节
能。因为在实际安装中，压力传感器必须安装在泵附
近，而不是在管道系统的最远点。

驱动器为水务行业提供了更佳的节省成本解决方案

Byzak Limited 是 Northumbrian Water 的框架协议承包商，该公司与 Control Techniques 合作解决了 
英国惠特利湾附近锡顿斯卢斯的泵堵塞问题

为您的流量应用提供最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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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启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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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控制模式

灵活支持 
每个系统 
单泵
Control Techniques 的单泵模式是一种有效且多用途的变速
控制解决方案，用于在单泵配置中保持恒定的设定点。 

• 消防模式允许驱动器在出现紧急事件时，根据应用要
求禁用所有故障并继续不间断运行

压力传感器泵 出水

压力传感器

泵

泵

泵

泵

软启动器

出水

多泵
在多泵模式下， 最多可使用 个辅助泵，用于辅助
主泵。

• 只有在需求达到足够程度时才启用辅助泵，进而优化
能源。

• 辅 助 泵 轮 换 运 行 ， 确 保 磨 损 均 匀 并 提 高 泵 的 综 合 
利用率。

• 过循环保护允许辅助泵控制每小时启停次数。
泵

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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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协同驱动器
最多使用 台 驱动器即可完全控制您的应用， 
并通过这些并联运行的变频驱动器最大程度实现节能。 

• 多协同驱动器提供配置，且无需 PLC

• 带头驱动器自动轮换，以确保磨损均匀

• 如果带头驱动器与其传感器失联，可以通过 
EtherNet 读取系统中另一个 的传感器反馈

• 如果泵停止使用或出现故障，可动态重新选择 
带头泵

SI-Ethernet

SI-Ethernet

SI-Ethernet

压力传感器

泵

泵

泵

出水



WWW.NIDEC-CT.COM

调试简单
实现轻松高效的
安装
即装即用。以应用为中心的设计和专用泵功能意味着开箱即用， 
设置最少，实现最佳性能。

引导式调试工具
使用 Control Techniques 的 Connect PC 软件，可以全方位
控制您的驱动器。水泵专用驱动器设置屏幕会逐步引导
您完成各项设置，进而快速启动和运行驱动器。

以简单且合乎逻辑的形式配置多泵系统、输入电机特
性、设置 过程 PID 。此外，利用单个工具提供直观设置
和上下文帮助，助力轻松使用所有泵功能。

单一设置菜单
只需键盘即可轻松设置。无需浪费时间查找所有参数，
我们已将全部参数组合在一个简化的菜单中。

所有相关参数都触手可及，可轻松配置和监控您的 
应用。

用户也可通过高级菜单访问所有附加参数，可进行超 
精准控制和微调。

Connect PC 软件中的引导式设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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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机柜
驱动器系列
预先设计的高效电机控制系统
Control Techniques 的即用型独立机柜驱动器优化电机
能效，可预先成套在行业标准机柜中，包括所有必要
的系统部件。泵专用驱动器 的独立机柜驱动器
补充并扩展了产品范围，同时具有驱动器的所有功能
和特性。

减重不减值！
还拥有 Control Techniques 的最大

框架，不仅在单个模块中提供
的功率，而且重量只有 ，比友商
驱动器轻 。其占地面积小，预先
设计的附件使其易于在行业标准机柜中
安装或改装。 

无需额外工程
独立机柜驱动器占地面积小，可轻松与通用柜机集
成，标配包括负载开关、快熔、风扇、输入以及输出
均流电抗器和电缆。机柜还配备带实时时钟的 HMI，
便于设置和维护。

借助专用的在线配置程序，可以轻松获取报价和订
购。此外，独立机柜驱动器的交付周期短，较于典型
的行业标准柜可节省数周时间。

预先设计的即用型大功率驱动器

预成套机柜中的 
大框架功率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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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尘防水
泵专用驱动器 F600 
高 IP 防护等级
泵专用驱动器 提供完整的 解决方案，具有与标准
型号完全相同的专用泵特性和功能。

可防止灰尘进入，并且能够防止各个方向的低压水注，因此是适用于恶劣环境
和户外应用的简单解决方案*。泵专用驱动器 是现有市场上保护措施最完善的
驱动器之一，可最大限度地增加泵的正常运行时间和提高生产力，同时降低维护 
成本。

节省安装费用
高 IP 驱动器封装在坚固轻质的保护壳中，提供一

个紧凑的解决方案。这款驱动器不仅能够在恶劣环境中
轻松集成，而且靠近泵的位置采用壁挂式安装，从而降
低了安装成本：

• 无需机柜

• 电缆长度短

• 安装驱动器的工时/成本低

标准和高 IP 驱动器
用户将熟悉高 IP 驱动器，它具备所有相同功能，便

于用户轻松调试。此外，这款驱动器也提供带有内置实
时时钟的“手动-关闭-自动”切换键盘，采用密封设
计，保护外壳设计考虑到维护简便和可用性。

使客户能够在同一个项目中使用标准和高 IP 驱动
器，不会再遇到混合和匹配供应商或产品功能集的麻
烦，简化项目认证过程。

*需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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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TECHNIQUES

PC 工具
节能估算
Control Techniques 的能源优化软件可帮助您分析流量应用的能源使用情况，
并量化使用 Control Techniques 驱动器所节省的成本。

• 估算使用 Control Techniques 变频驱动器实现泵应用时的能源使用量

• 估算与传统控制方法相比，使用 所节省的能源，以确定投资 
回收期

• 流量与成本、小时和时间的图形表示

诊断工具
诊断工具应用程序简单易用，可根据驱动器提示的故障代
码快速帮助用户排除故障。首次参数设置和故障查找时，
内置 app 很容易定位接线图且链接到相关的用户指南。 

APP 还包括全球技术支持团队的完整联系方式，以帮助您获
取技术支持。

适用于 iOS、Android 和 WindowsTM，可在以下网址免费下
载此 app：www.controltechniques.com/mobile-applications

FREE
DOWNLOAD

*Microsoft 用户请注意，此移动应用程序仅支持 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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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00 HMI

运行模式 Modbus RTU Modbus TCP

单泵

多泵

多协同泵

F600专用HMI为配置和监控客户的Pump Drive F600提供了良好的
界面.

F600 HMI专为水泵应用设计，支持单泵、多泵及多协同泵模式，通过Modbus RTU或
Modbus TCP/IP链接，并可选择通过OPC-UA协议进行远程访问 。

配置页面在支持驱动器配置、应用配置、泵控制等方面非常全面。F600 HMI 可以访
问 PID 监控和历史记录，允许在直观、易于理解的图形界面中进行实时访问和分析。

开箱即用的设置功能丰富，但也可以进行定制，以适应需要进一步定制的特定应用。

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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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bus RTU

Modbus TCP/IP

 

(Modbus RTU)

 

SI-Ethernet SI-Ethernet SI-Ethernet

Ethernet
(Modbus TCP/IP)

和 F600 HMI 通讯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 F600内置 RS485 接口（Modbus RTU)，无需额外附件。
只需将 F600 连接到HMI，即可开始使用。

 SI-Ethernet模块与 F600 配合使用，可通过 TCP/IP 进行通信，并在多协同模式下运行，
这是三种运行模式中最可靠的模式。

单泵运行模式（Modbus RTU）

多协同运行模式（Modbus TCP/IP）

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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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言 LCD 键盘
具有手动、关闭和自动控制，且内置实时时
钟，用于运行时间调度

个系统集成 (SI) 模块插槽，用于通
信和

 用户友好的可插拔控制端子连接

键盘易插拔连接

 
用于参数存储和克隆的 Smartcard/ 
SD 卡插槽

板载 I/O

**SI-I/O 选件提供额外的 个数字量 I/O、 个模拟量输入（默认）／
数字量输入、 个模拟量输出（默认）／数字量输入、 个继电器

*功能及其位置因驱动器尺寸而异

个模拟量输入 
个模拟量输出 
个数字量输入 

个可编程数字量 I/O
个 继电器输出
个安全转矩关断 (STO)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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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固的电缆管理系统
控制屏蔽线和电源电缆的接地点

用户友好的电源连接
带有可拆卸端子*。

 

 

标配 针 通信

自适应多速风扇控制
用户可自行更换的风扇

板载 EMC 滤波器*

符合三防涂层标准

铝制底座
允许灵活安装，具有高性能型材散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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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说明 订购代码

Remote HOA Keypad RTC

键盘

仅限正常负载运行
适用于泵应用，电流过载要求为 ，持续 秒*。

合规性
• 开放类为标准配置，需要额外的套件才能

实现

• 等级在驱动器的背部采用透壁安装

• *框架尺寸 、 、 和 可达到 等级

• 标准环境温度 °C 至 °C（ °F 至 °F）。降额使用时环境温度
最高为 ° °F) 

• ° °F) 时最大湿度为 （无冷凝）

• 海拔高度： 至 ，在 至
之间，每 降额

• 依照 标准通过随机振动测试

• 依照 标准通过碰撞测试

• 依照 标准通过正弦振动测试

• 依照 标准通过机械冲击测试

• 存储温度 °C 至 °C（ °F 至 °F）或最高 °C（ °F） 

进行短期存储

• 电磁抗扰符合 和 标准

• 板载 EMC 滤波器，符合 （类别 ）标准

• 外接 EMC 滤波器选件符合 和 标准

• 供电条件（类别 或 ，取决于额定值）

• （电气安全）

• 

• 配置进线电抗器选件符合 标准

• （电气安全）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技术文档。

框架尺寸 尺寸 重量

mm (HxWxD) in (HxWxD) kg (lb)

（ ）

整流模块 整流模块

逆变模块 逆变模块

高 IP 尺寸 重量

mm (HxWxD) in (HxWxD) kg (lb)

型

型

型

型

H

W
D

泵专用驱动器 F600

订购指南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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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代码
A A B

型号 制动单元*
B = 

N= 

电压等级

驱动器格式
A =  

客户代码 IP等级

文档

选件框架尺寸 冷却
A = Air

配置

U = No control

M = Master

F = Follower

保留

额定电流*10

B(3-8型），N（9-11型）

手册
F600 随机有快速调试指南，有助于快速、高效地进行调试。
详细的用户指南也可在线下载，也可以从Control Techniques驱动中心和合作伙伴处索取。

标配键盘

单独提供

标配键盘
不内置

交流进交流出（内置输入电抗器）
不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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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600 （...）103、 IP20 、载波频率2 kHz时 的最大连续电流
** F600 （...） 653、 IP65 ，载波频率2 kHz 时的最大连续电流

型号&额定值
PUMP DRIVE F600

产品代码
正常负载

电源相数 IP20最大连续
电流(A)* 电机轴功率(kW) 电机轴功率(hp) IP65最大连续

电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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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代码
正常负载

电源相数 IP20最大连续
电流(A)* 电机轴功率(kW) 电机轴功率(hp) IP65最大连续

电流（A）**

* F600 （...）103、 IP20 、载波频率2 kHz时 的最大连续电流
** F600 （...） 653、 IP65 ，载波频率2 kHz 时的最大连续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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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kHz 开关频率下的持续电流，适用于产品代码为 F600 (...) 103 的 IP20 型号
** 开关频率为 2 kHz 的持续电流，适用于 IP65 型号，产品代码：F600 (...) 653

产品代码
正常负载

电源相数 IP20最大连续
电流(A)* 电机轴功率(kW) 电机轴功率(hp) IP65最大连续

电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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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代码
正常负载

电源相数 IP20最大连续
电流(A)* 电机轴功率(kW) 电机轴功率(hp) IP65最大连续

电流（A）**

* 2 kHz 开关频率下的持续电流，适用于产品代码为 F600 (...) 103 的 IP20 型号
** 开关频率为 2 kHz 的持续电流，适用于 IP65 型号，产品代码：F600 (...)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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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2型

产品代码 框架 额定电流
(A)

重载
电机轴功率

(kW) (HP)
开环峰值电流

(A)
开环峰值电流

(A)
额定电流

(A)
峰值电流

(A)
电机轴功率

(kW) (HP)

正常负载

注：
12 型为未含控制单元的功率模块 （M000） ，还必须订购 F600 控制单元

标配内部制125 kW 制动单元

 * 2 kHz 载波频率下的连续电流

模块并联最大可到 2.8 MW 

有关这些功能以及该模块其余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最新一期的模块化功率单元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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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类型 说明

KI-HOA Keypad RTC - 
绿色（标配*）

KI-HOA Keypad RTC 提供了“手动-关闭-自动”控制。四行纯文本多语言显示屏，提高清晰度，增加易用性。 
电池供电的实时时钟允许调度运行和关闭周期，并为诊断添加准确的时间戳以帮助快速解决故障

Remote HOA Keypad 
RTC

远程安装键盘，可在外部灵活安装（符合 ）。键盘提供“手动-关闭-自动”控制，四行纯文本多
语言显示屏，提高清晰度，增加易用性。电池供电的实时时钟允许调度运行和关闭周期，并为记录的事件添加
准确的时间戳，有助于诊断。

该适配器可以安装在驱动器键盘的位置，并提供额外的端口以通过 进行通信。适配器通常用于对驱动器
进行编程。

系统集成选件模块 - 通信

SI-Ethernet
外置Ethernet选件模块，支持 EtherNet/IP 和 Modbus TCP/IP，并且具有可以生成电子邮件的集成 Web 服务器。该
选件模块可用于提供高速驱动器访问、全球连接以及与 IT 网络技术（如无线网络）的集成。要在多泵系统中使
用多协同模式下的多个 驱动器，每个 驱动器必须安装一个 SI-EtherNet 模块。

SI-EtherCAT SI-EtherCAT 允许 与 EtherCAT 网络连接和交互。

SI-PROFINET SI-PROFINET 允许 与 PROFINET PLC 和网络进行通信和交互。

SI-PROFIBUS
PROFIBUS 接口模块 PROFIBUS-DP（分散外设）接口模块支持从站连接。可以使用多个 SI-PROFIBUS 或  
SI-PROFIBUS 和其他选件模块的组合来添加额外功能，例如扩展 I/O、网关功能或附加 PLC 功能

SI-DeviceNet
DeviceNet 网络系统接口模块可实现从站连接。可以使用多个 SI-DeviceNet 或 SI-DeviceNet 和其他选件模的组合
来提供额外功能，例如扩展 I/O、网关功能或附加 PLC 功能

SI-CANopen CANopen 接口模块支持各种配置文件，包括多个驱动配置文件

SI-POWERLINK POWERLINK 接口模块支持所有交流驱动器系列并符合最新的 POWERLINK 标准。

第二处理器，使用标准 编程语言提供高级定制

附加I/O 和 NV 存储卡

SI-I/O 扩展 I/O 接口模块，增加驱动器上的 I/O 数量。提供额外的： 个数字量 I/O、 个模拟量输入（默认）／数字量
输入、 个模拟量输出（默认）／数字量输入、 个继电器

Smartcard Smartcard 选件卡可用于备份参数集，并将参数从一个驱动器复制到另一个驱动器

SD Card Adaptor 允许将 SD 卡插入 Smartcard 插槽的转换设备，用于参数克隆和应用程序

各种选件，灵活配置

*为了提高成本效益，提供的 可以不配备键盘。 
请在订购时注明您的偏好。

附件订购指南

MCi210 使用行业标准                          编程语言提供高级定制，可同时连接到 2 个独立的以太网网络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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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尺寸 订购代码

、 和

改装支架
允许在现有的 Unidrive SP 和 Affinity 表面安装装置中安装

。

项目 订购代码

和 型的电源连接器分立套件

通用套件项目

选件模块 订购代码

SI-PROFIBUS

SI-Ethernet

SI-EtherCAT

SI-DeviceNet

SI-CANopen

SI-POWERLINK

SI-PROFINET RT

SI-I/O

框架尺寸 订购代码

贴面安装套件

选件模块

说明 订购代码

SD-Smartcard Adaptor

可选介质和附件

框架尺寸 订购代码

逆变模块

整流模块

和

逆变模块

整流模块

透壁 套件

框架尺寸 订购代码

透壁 套件

附件订购指南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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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尺寸 电压 订购代码

和

框架尺寸 订购代码

进线电抗器

框架尺寸 订购代码

（连接到 、 和 型）

直流母线并联套件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技术文档。

外置 EMC 滤波器选件 

的内置 EMC 滤波器符合 标准*。要符合 
标准，需要使用外置 EMC 滤波器。

框架尺寸 订购代码

和

和

类导管套件

附件订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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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Techniques CT 
 Newtown  KTK 

 
CT  Mentor KTK  Control  

Techniques

---Unidrive
 

CT  (Emerson)  CT

CT  (NIDEC EUROPE B.V)
 
CT 

150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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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11 亿美金142万+ 44 +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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