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相400V级    1.5kW-710kW

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

（分阶段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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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07系列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运用日本先进的
电力变换、控制技术，凭借30余年专注变频控制的
匠心追求和丰富应用经验累积，实现优异的电机驱

动能力和令业界称赞的强大控制性能，搭载了丰富

的通讯，传承三垦力达变频器一贯的出众品质，而这

一切还实现在更小巧的产品体积上，带来变频时代

的标杆产品！

30余年专注变频控制的
匠心追求和丰富应用经

验累积

匠心铸造 标杆产品

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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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打造变频时代

传承出众的品质

强大的扩展性能

以易用为本的设计

优异的电机驱动能力

HS07系列变频器适用于2-48
极IM、SPM、IPM电机控制，实
现不同种类电机的全面高效驱

动。 宽电压设计，静音运行，恶劣环

境适用，这一切还都建立在更

小巧的体积上实现。

配备USB接口，IO板与主控板
可分离设计，配备上位机软件，

参数复制等功能让HS07变频
器带给您更好的使用体验。

配备丰富的模拟量（支持

±10V，0~20mA）输入输出接
口，以及数字量（DI、DO、RY）
输入输出接口，实现强大的通

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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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异的电机驱动能力

*对于需要接受其他形式的PG脉冲信号以及信号输出的场合，我
们提供多功能的内置反馈基板，详询厂家。

注：使用不同品牌电机可能会有性能差异。

*PM电机控制开发中。

控制方式 V/f控制 有PG的矢量控制 无PG的矢量控制

速度控制 ○ ○ ○

转矩控制 X ○ ○

位置控制 X ○ X

速度控制范围 1：50 1：1000 1：200

速度响应 10-20rad/s 250rad/s 100rad/s

适用电机 普通电机 普通电机 普通电机

V/f调速范围 0.05Hz ～ 590Hz
矢量控制调速范围 0.02Hz ～ 400Hz

模式 响应性 精度

无PG传感器模式 100rad/s ±0.5%
PG传感器模式 250rad/s ±0.01%

电机驱动类型全面

多种电机控制模式

控制精度更高

HS07系列适用于2-48极的IM、SPM、IPM电机控制，都
能实现高性能的电流矢量控制。

HS07系列变频器提供有V/f控制模式、带PG的 V/f控制、
无PG矢量转矩控制、带PG矢量速度控制、带PG矢量转
矩控制、带PG矢量位置控制6种电机控制模式选择，满
足更多场合使用。

凭借我司独特的先进高性能电流闭环矢量控制技术和

电机参数自检功能，实现了更高的精度控制和高响应速

度。

更高的速度响应能力

无PG传感器模式:0.25～240Hz（1:200/50Hz基准）※

PG传感器模式: 0.05～240Hz （1:1000/50Hz基准）※

0.25Hz 时无PG的满载速度波形

Sensorless vector
   Command Frequency : 0.25Hz Moter speed : 2.35rpm/div

100% Load

orpm

【3.7kw / 4Poles】 Time = 2s/div

0.05Hz 时带PG的满载速度波形

PG vector
   Command Frequency : 0.05Hz

Moter speed : 2.35rpm/div

100% Load

orpm

【3.7kw / 4Poles】 Time = 2s/div

0.25Hz 时无PG的满载电流波形

Sensorless vector
   Command Frequency : 0.25Hz

100% Load Output current 5A/div

【3.7kw / 4Poles】 Time = 200mS/div

0.05Hz 时带PG的满载电流波形

PG vector
Command Frequency : 0.05Hz
100% Load Output current 5A/div

【3.7kw / 4Poles】 Time = 200mS/div

无PG传感器模式：响应性100 rad/s、精度±0.5%※

PG传感器模式：响应性250 rad/s、精度±0.01%※

Impact  负载的应答特性（带PG）

100%

PG vector
Load torque

Moter speed:1500rpm

Ouptput current 5A/div

2.2kw / 4Poles

Time:1S/div

Impact  负载的应答特性（无PG）

Sensorless vector

Load torque
100%

Moter speed:1500rpm

Ouptput current 5A/div

Time:1S/div

2.2kw / 4Poles

带PG

无PG

变频器与电机功率相差3个等级内，均可实施矢量控制。
支持对不同功率电机之间切换驱动，比如起重提升场合，

提升电机和平移电机的切换。

变频器适用范围更广

IM感应电机

SPM
标准同步电机

IPM
高效永磁同步电机

实现全面
高效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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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07系列在超低速的状态下也能输出高转矩特性。
矢量模式下，无PG 0.25Hz-150%转矩输出，有PG 
0.05Hz-150%转矩输出。

零速伺服控制

当电机速度至零速阀值以下，自动进入零速伺服状态，始

终保持电机处于停止位置，零速度时也能输出100%以上
的转矩。

电子齿轮控制

通过“电子齿轮”齿轮比，可以将与输入指令脉冲相当的

电机移动量设定为任意值。同时具备“简易侧隙补偿”功

能，消除由于齿间间隙带来的位置误差。

Point-to-point的位置控制功能

可以由功能代码设置脉冲数，即使没有指令脉冲，也可以

由外部端子实现固定路径的定位控制。

脉冲序列的位置控制

由指令脉冲序列，实现高精度的连续路径的控制。并且可

以将脉冲序列输出，实现多电机同步运转。

快速的加减速控制

采用可变增益的控制，有效提高了减速的速度响应。与以

往产品相比，缩短了停止所需要的时间。

替代位置控制器，实现高精度位置控制 低频力矩强劲

0rpm

0rpm

转速

剩余的脉冲数

剩余的脉冲数

放大

原来的减速过程

原来的减速过程

原来的减速过程

现在的减速过程

现在的减速过程

脉冲数

现在的减速过程

指令脉冲

电机速度

A点 B点

一定速度

高精度的连续路径控制

缩短了停止所需要的时间

0.05Hz 0.5Hz
1Hz

250

200

150

100

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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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50

Torque [%]

0 500 1000 1500 2000
Speed [rpm]

3.7kw / 4Poles

Moter speed:1800rpm

Command torque

Load torque

150%

180%

1esc

3.7kw / 4Poles

直流制动开始频率提高，有利于大惯量负载设备更快速

稳定无冲击地停下来。

适用范围更加广泛，支持更多种类PLC和控制器，无缝对
接使用正负模拟量进行转向切换的场合。

直流制动开始频率提高到60Hz

支持负电压模拟量输入

高载波可以实现静音运行，对人耳更友好。载波运转中可

调，避免了载波切换时的冲击，使运行更平稳。

根据脉冲指令频率和方向，可进行快速准确的位置控

制，减少了速度控制时因系统惯性导致的定位误差，有效

提高定位精度。

针对惰性运转、电机残压较低的负载设备，使用原有跟踪

方式控制效果不理想。HS07系列搭载的新型转速跟踪方
式通过频率搜索，可以快速确定跟踪频率，支持变频器快

速跟踪负载转速。

载波运转中可调（1k-14khz）

脉冲指令位置控制功能

新型转速跟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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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接口丰富

提供专用上位机软件

标配RS485通讯功能

支持母线并联

强大的通讯能力

三种PG输入方式可选

搭载USB接口并提供专用上位机软件，可以轻松实现远程电
脑端调试和查看，便于工程师现场监控和解决问题。

半双工的设计

协议支持：SANKENLD协议、 Modbus-RTU协议
专用接线端，接线方便

最大波特率115200bps

不同功率之间可以母线并联，抑制能量反馈导致过压保护。

全系列标配Modbus通讯协议
支持选件 PROFIBUS、PROFINET、EtherCAT（陆续开发中）

本体标配PG输入，AB相输入支持最大100 kHz 
可选PG1选件，ABZ相输入，最大400 kHz*
可选PG2选件，AB相输入，最大200kHz*
AB相脉冲分频输出：1:1~1:162可切换（PG选件卡实现）
脉冲方式位置指令，电子齿轮比1:20000
最多同时支持2块选件卡：通讯卡和PG卡各一

7通道多功能数字量输入端子，支持SINK/SOURCE切换
3通道多功能数字量输出端子，最高达脉冲输出32kHz
3通道多功能继电器输出，每路都具有常开常闭接点

3通道多功能模拟量输入（V/I切换）
VIF1: 电压0～±5/10V, 0～5/10V; 电流0/4～20mA
VIF2: 电压0～±5/10V, 0～5/10V; 电流0/4～20mA
VIF3: 电压0～5/10V; 电流0/4～20Ma

3通道多功能模拟量输出（V/I兼1CH）
AO1: 电压0～10V, 0～±10V
AO2: 电压0～10V, 0～±10V; 电流0/4～20mA
I+: 电流0/4～20mA

标配PG输入接口
差分方式；最大50khz 10000ppr

运行环境：兼容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系统
支持Modbus通讯方式
支持多台变频器的监控和操作

支持参数代码的批量上传和下载；参数的查询、修改、导出

和对比等

支持新建、保存和管理工程

支持故障诊断功能，能提示故障原因

支持中文、英文语言选择

拥有强大的数据追踪功能，支持查看输出电流、输出频率、

输出电压、电机转速和负载率的波形图

Profibus  DP Optional
ProfiNet Optional
EtherCAT Optional
CANopen Optional
EtherNet Optional
DeviceNet Optional

*（更多选购件陆续开发中）

*PG选件开发中

丰富的扩展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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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优化内部结构，散热、防尘效果进一步提升。体积与

本社前代产品相比减小15%，支持并排安装，有助于配套
设备小型化。

设计时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产品符合RoHS指令。

HS07系列变频器设计中充分考虑高海拔地区的散热和
绝缘要求，适应最高海拔3000m环境。具备电流自动递减
功能。

将电源电压输入范围扩大至380V～480V，对偏远地区电
压不稳定现象或是夜间电压高等问题实现更好的对应。

产品经过特殊防护处理，具有耐腐蚀、耐潮湿、耐粉尘

的特性，帮助变频器在各种恶劣工况下高效运行。

采用质量优异的冷却风扇、电解电容、IGBT等部件，确保
产品的使用寿命。

优秀的产品品质

巧妙的结构设计

耐环境性设计

长寿命设计

符合CE标准

RoHS指令

高海拔设计

宽电压输入设计

指令 指令名称 符合标准

低电压指令 Low Voltage Directive 
2006/95/EC 

EN61800-5-1
（2003）

EMC指令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Directive 2004/108/EC 

EN61800-3（2004）

注： EMC指令需要配置滤波器，并且安装条件满足时，符合C3类。

注：以15kW产品为例，
HS07-0150-NLT4的体积为 
SVC06-0150-LN42体积的
84.8%

体积减少15%

HS07系列搭载USB接口，无需其他选配件即可实现变频
器与电脑连接，便于调试。

（支持WIN7/WIN8/WIN10 ）

定制LCD面板，主副屏双参数显示，指示直观。
经典四向导航按键设计，设置查找参数代码简单方便。

本地/远程控制一键切换。
本体操作面板可拆卸做外引面板，2种安装方式由您随心
选择。

HS07系列变频器IO板与主控板分离设计。IO板可单独
拆卸，可以在外部完成接线后再安装，在狭窄空间和复

杂接线时提供便利，大大方便用户配线维修。

HS07系列具有参数复制功能，特别适合批量设置场合
使用。

方式一：标配操作面板自带复制功能，可实现方便快捷的

参数复制。

方式二：通过上位机软件轻松实现参数复制。

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

变频器搭载USB接口

IO板与主控板可分离设计

具有参数复制功能

显示丰富，操作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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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粗纱机上的控制要点：

■ HS07系列带PG矢量控制频率范围为0.05--
240Hz（1:1000/50Hz基准）。

■ 位置控制功能支持脉冲输入频率指令。

■ 采用直流母线互联，提高再生能量的利用，不仅

节约电能并且可以有效解决电源突然中断时电机

的不同步问题，防止纱线的打头。

■ 具备Modbus 485通讯功能。
■ HS07系列的位置控制功能包含电子齿轮比设定
功能。

■ 零伺服功能，启动时没有爬行现象，可有效防止

开停车的粗纱细节问题。

粗纱机

粗纱机是棉纺厂的重要生产设备。粗纱工序的目的是将

并条后的熟条加工成不同支数和不同捻度的粗纱，供细

纱机纺纱使用。粗纱机的组成部分由喂入、牵伸、加捻和

卷绕四个部分，把粗纱卷绕成一定的卷装，以适应细纱机

加工的要求。

控制要点

使用4台HS07变频器分别控制4台电机；采用带PG矢量
控制模式；锭翼电机的PG 反馈信号同时作为其它三台电
机的频率指令信号（管筒、罗拉、升降）；通过PLC控制粗
纱机的工艺流程；PLC通过485通讯发送锭翼电机指令频
率，电子齿轮比等信号至各变频器；使各电机按照一定比

例严格同步运行。

纺纱机械

梳棉机上的应用优点：

■ 独特的结构设计，实现更好的散热效果，适应

运行现场高达50℃的严苛环境。
■ 公共直流母线设计，在多个变频器间均衡电

机再生能量，防止过电压报警，使现场多电机

运行成为可能。

■ 更小的体积、节省控制柜空间。

■ 风扇可以根据温度的变化智能启停。

■ 自动载频功能，有效地保护变频器和生产的

连续性。

■ HS07系列变频器稳定的品质，可有效降低维
护成本。

梳棉机

用来加工棉纤维和化学纤维，将上道工序清棉联合机送

来的棉(化纤)层进行开松分梳除杂。使所有呈卷曲、块状
的棉团成为基本伸直的单纤维状态，并在此过程中，除掉

清花工序遗留下来的破籽、杂质和短绒，然后集束成一定

规格的棉条，储存于条筒内，供并条工序使用。

控制要点

5台变频器单独控制锡林、道夫、盖板花清洁辊、给棉罗
拉以及圈条器等5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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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纤行业

在化学纤维生产过程中，将纺丝流体从喷丝孔中挤出，在纺

丝筒中冷却成型，成为连续不断的细丝。直接进行加工，得到

长度以千米计的光滑而有光泽的丝称为长丝。

根据最终切断长度的不同，短纤维可分三种。

棉型短纤维：长度25~38mm，纤维较细（线密度3.3~1.7dtex）， 
   类似棉花，主要用于与棉混纺，涤棉织物；

毛型短纤维：长度70~150mm，纤维较粗（线密度3.3~3.7dtex）， 
    类似羊毛，主要用于与羊毛混纺；

中长型短纤维：纤维长度为51~76mm，纤维的密度为 
   2.2~3.3 dtex，介于棉型与毛型之间，主要用于  
  中长纤维织物。

涤纶短纤维的生产工艺包括前纺和后纺两部分:

湿切片投料

干燥

熔融挤出

过滤/喷丝

计量泵

吹风/上油

拉伸牵引

高速卷绕

高速卷绕头是长丝生产工艺设备中最重要的部分，根据成丝

的不同，通常分为常规纺丝、高速纺丝和超高速纺丝，这需要

不同类别的高速卷绕头配套使用，摩擦辊式通常应用于常规

低速纺丝，锭轴式常用于高速和超高速纺丝，根据横动不同，

锭轴式又可分为槽筒兔子头式和旋翼拨叉式。三垦力达变频

器均可出色对应。

■ 适合各种纤度长丝卷绕，提高控制精度在0.1%以内，让塌边
和凸肩不再出现，丝饼成型更完美；

■ 更人性化的预驱动及自动换卷功能，让生产效率有效提高；

■ 完美适用于同步及异步电机。

前纺工艺

前纺：原料到真空干燥器→储料仓→螺杆挤出机→计量泵→ 
纺丝箱→卷绕机引丝→九辊或十辊牵引→喂入机→往复机盛丝

桶

控制要点(卷绕机及牵伸机)：
■ 牵伸机和喂入机需保持恒定的速比，以保证恒定的张力；

■ 卷绕机由一个变频器拖动24台同步电机，每个电机需有热继
电器保护；

■ PLC对牵伸机和喂入机进行通讯，可实时修改频率。

后纺工艺

后纺：导丝机→第一牵伸机→热油浸油罐（第一次玻璃化拉

伸）→第二牵伸机→高温蒸汽加热箱（第二次玻璃化）→第三

牵伸机→叠丝机→卷曲前蒸汽箱→卷曲机→输送机→摆丝机

→烘燥机（松弛热定型烘干）→切断&输送→打包成品
控制要点：

■ 为达到牵伸比为3.2~3.6倍，第三牵伸机的线速度是第一牵
伸机线速度的3.2~3.6倍；

■ 第三牵伸机的运行使第一、二牵伸机处于发电机状态，所以从

导丝机到叠丝机采用共直流母线处理，保证各电机同步运行；

■ 使用通讯总线，PLC对各变频器进行通讯实时设定频率。

熔体直纺

锭轴夹头2

锭轴夹头1

槽筒/旋翼
夹头电机1

PLC

摩擦辊 PG 速度检测及反馈

HS07

夹头电机2

横动电机

HS07

F2

F1

备注:

F1为卷绕时变频器具备摆频功能,

叠丝，让退卷更为容易

F2为自动换卷功能

F3为预驱动功能 ,提高生产效率

F3

有效防止

实时通讯

 

1# 2# 24#

……
共24台

到往复机

9道牵伸 喂入机卷绕机

11kW

5.5kW

0.4kW

PLC

Modbus 总线

HMI

长丝 短纤维

18.5kW 75kW

导丝机 第一
牵伸机

200 kW

第二
牵伸机

355kW

第三
牵伸机

55kW

叠丝
牵引机

75kW

卷曲机

1.5kW 1.5kW

输送机 摆丝机

烘燥机

1.5kW

送丝机

15 kW

切断机

15 kW

吹丝
风机

总线通信

打
包
区

张力辊

共直流母线
到制动单元

HMI 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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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说明

系列名 容量 T4: 三相400V
例：0150表示15kW-150%

符号 操作面板

L LCD+LED
C 盖板

符号 滤波器

N 无EMC滤波器
F 带EMC滤波器

技术资料

项目 规格

型号（HS07-□□□□-NLT4） 0015 0022 0040 0055 0075 0110 0150

输出规格

标准适配电机[kW] 1.5 2.2 4 5.5 7.5 11 15

额定容量[kVA] ※1 2.8 4.2 6.2 8.7 11.8 17.3 22.2

额定电流[A] ※2 4 6 9 12.6 17 25 32

过载耐量 ※3 150%-1min，200%-3sec

输出频率范围 ※4 0.05～590Hz（启动频率0.05～60Hz可变）

额定输出电压 ※5 3Ф  380V～460V

输入电源

电压、频率 3Ф  380V～480V 、 50/60Hz

容许波动 电压：-15%、+10%  频率：± 5% 电压不平衡：3%以内

电源阻抗 1%以上（不足1%时，请使用电抗器选购件）

所需电源容量[kVA] ※6 2.1 3.1 5.7 7.9 10.7 15.7 21.4

输入电流[A] ※7 5.4 7.9 14.3 19.6 26.8 39.3 53.6

保护结构 封闭型（IP20）

冷却方式 强制风冷

大约重量 3.0kg 6.0kg

载波频率 ※8 正弦波PWM（载波频率1k～14kHz）

 DC电抗器 选购件

标准规格

※1 额定容量为输出电压为400V时的容量。
※2 输入电压为AC400V以上时，将根据输出功率降低额定电流。
※3 每10分钟允许过载1分钟。
※4 矢量控制时输出频率范围将降低，详见《变频器通用规格》。

※5 输出电压无法高于输入电压。
※6 参考配电容量，根据电源阻抗不同而变化。
※7 参考输入电流，根据电源阻抗不同而变化。
※8 载波频率因容量和负载情况不同而异。

HS07 0 1 5 0 N L T4

* 注：出厂标配为LCD面板，其他面板为选购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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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环境、条件、使用的电机不同而变化。
※2   所谓最大输出频率是指为5V、10V、20mA时的频率。

控制方式 矢量控制 /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 V/f控制

IM驱动性
能※1

频率输出范围
带PG传感器 0.05～590Hz（V/f控制）
无PG传感器 0.2～400Hz（矢量控制/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速度控制范围
带PG传感器 1：1500（矢量控制）
无PG传感器 1：250（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速度控制精度
带PG传感器 ±0.01%（矢量控制）
无PG传感器 ±0.2%（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速度响应特性
带PG传感器 250rad/sec（矢量控制）
无PG传感器 100rad/sec（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转矩控制范围
带PG传感器 1：50（矢量控制）
无PG传感器 1：20（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转矩控制精度
带PG传感器 ±5%（矢量控制）
无PG传感器 ±10%（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位置控制指令
输入方式 正逻辑/负逻辑：正反转脉冲列、脉冲列+符号、A、B两相脉冲列
电子齿轮 1：20000 ～ 20000：1

控制规格

频率 数字设定 0.01Hz
设定分辨率 模拟设定 0.05%（0～±10V，0～10V，0～20mA）、0.1%（0～5V，4～20mA）指最大输出频率时

频率精度
数字设定 输出频率的±0.01%（在-10℃～40℃）
模拟设定 最大输出频率的±0.2%（在25±10℃）※2

PG输入※3 增量编码器，最大50kHz，50～10000ppr
直流制动 开始频率（0.05～60Hz）、动作时间（0.1秒单位设置）、制动力（1～10级）

附属功能
瞬停再起动、转速跟踪起动、多段速运转

频率回避、警报自动恢复、PID控制、简易图形运转、节能运转及其他功能

运转规格

运转/停止设定 操作面板、控制电路端子、串行通信RS485（SANKENLD协议、Modbus-RTU协议）

频率指令设定
数字设定 操作面板、串行通信（SANKENLD协议、Modbus）、端子台步进
模拟设定 [0～5V、0～10V、4～20mA] / [0～±5V、0～±10V] / [电位器（5kΩ 、0.3W以上）]

输入信号

控制信号
频率指令、正转指令、反转指令、加速／减速时间设定、空转停止／报警复位、

紧急停止、寸动选择、步进频率设定、运转信号保持及其他

数字输入 7通道：可任意设定分配（输入阻抗3.3kΩ），支持SINK/SOURCE模式切换
模拟输入 3通道：[电压0～±10V（VRF1、VRF2），0～10V（VRF3） /电流0～20mA输入 3通道]

输出信号

接点输出 3通道：各种警报信号、多功能接点输出（NC/NO接点、AC250V、0.3A）
数字输出 3通道：开路集电极输出，可任意设定分配

模拟输出
3通道：[电压0～±10V输出1通道]、 

[电压0～±10V/电流0～20mA可切换输出 1通道]、[电流0～20mA输出 1通道]
LCD显示 频率、输出电流、转速、负载率、输出电压、压力、无单位:(直流电压、功率等)、运转中、报警

通信I/F
RS485、1通道（SANKENLD协议/Modbus-RTU）、最大速率115200bps

USB MiniB，1ch（PC连接，专用应用程序）
外部电源输出 DC24V、150mA（控制端子台）
保护功能 电流限制、过电流切断、电机过载、外部热敏器、欠压、过电压、瞬时停电、散热片过热、缺相

警告功能 防过电压动作中、加减速时电流限制功能动作、制动电阻过热警告、过载警告、散热片过热警告

环境

环境温度 -10℃～+50℃（无冰冻）重过载
保存温度 -20℃～+65℃（运送中短期保存）※4

相对湿度 95%RH以下（不结露）
海拔 海拔3000m以下（超过1000m则降额使用，每100m降额1%）
振动 5.9m/s2（0.6g）以下（JIS C 60068-2-6标准；IEC60068-2-6）
气体介质 室内（无腐蚀性气体、易燃性气体、油雾、粉尘等）

通用规格

※3  多功能输入使用可能。
※4  适用运送途中短期保存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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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电路端子接线图

通信功能规格

电气特性 RS485通信

通信协议 SANKENLD协议 Modbus-RTU通信协议

通信形式 2线总线形式(RS485标准)

传送距离 总线长500m，但是需要连接终端电阻

连接台数 最多32台 最多247台 ※注

连接电缆 推荐使用带屏蔽的双绞线

通信方式 半双工通信方式

通信速度[bps] 57,600 / 38,400 / 19,200 / 9,600 / 4,800 / 2,400 / 1,200 可选

同步方式 起止同步方式

数据形式 ASCⅡ码或BINARY BINARY

数据长度 8bit

停止位长度 可以选择1bit或2bit

奇偶校验 有(奇数、偶数)       无        可选

错误校验 和校验 CRC代码校验

电文结束
代码

ASCⅡ CR+LF/CR可选
无

BINARY 无

P P1 PR X R S T U V W

MC

MCCB

3Ø  380-480V

DC电抗器

短接片

50/60Hz

选购件

输入电源

制动电阻 电机

IM

端子符号 名称 说明

R,  S,  T 电源输入端子 连接三相市电的端子，相序无特殊要求

U,  V,  W 变频器输出端子 连接三相感应电机的端子

P,  P1 DC电抗器连接端子 连接DC电抗器的端子(连接DC电抗器时，请将P1.P之间的短接片卸下)

P,  PR 制动电阻连接端子 在P-PR之间连接制动电阻的端子

P,  X 直流侧电压端子
连接制动单元的端子

P为直流正极，X为直流负极

接地端子 为变频器接地用的端子

■  特别注意事项：

▲  不可将(输入)电源和电机(输出)接反！

▲  不可将输入电源接入其它任何端子！

※ 注：当超过32台时需加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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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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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 STOP

ENTER

PRG/CLE OPE/EXT

电机控制方式 选件安装指示 用户代码锁定

通讯状态指示

副屏

主屏

单位

运转控制权指示

变频器状态指示

警示指示区

负数辅助显示

简易模式指示

停止键

停止运行
在报警状态下，可用
于解除报警信号

运转键

开始正转或反转

上下键

功能码显示模式下进行
代码上升操作
部分代码设定时的确认

左右键

切换主屏显示内容
功能码显示模式下
切换编辑位数

输入/确认键

将主屏上的数值输入
主机时的确认

控制权切换键

进行运转控制权的切
换。切换时，按键持续
2秒。（对F1101选择的
运转指令和操作面板
运转指令进行切换。）

编程键/清除

显示切换

状态显示模式下，将状态显示
模式向功能码显示模式切换
功能码显示模式下，返回前一
页的菜单状态
功能码显示模式下可消除已输
入的内容

操作方法

操作面板相关说明

LCD显示屏可以显示丰富的内容，可以全面地了解变频器当
前的各种状态信息。

主屏5位的7段LCD液晶显示段码，通过左/右键的切换或者
参数的设置可以清晰地显示当前的运转频率、输出电流、转

速、负载率、输出电压、压力值、设定值以及报警内容。

副屏5位的7段LCD液晶显示段码，通过参数的设置可以清
晰地显示当前的输出电压、直流电压、有功功率、视在功率、

散热器温度等内容。

主屏下方是主屏显示内容的单位，例如：频率(Hz)、输出电流
(A)、转速(Rpm)、负载率(%)、输出电压(V)、压力值(MPa)。

位于【DRIVE】按键上的运行指示灯，点亮/熄灭以表示运
转/停止状态，或者闪烁表示故障等状态。
位于【STOP】按键上的停止指示灯，点亮/熄灭以表示停止/
运转状态，或者闪烁表示故障等状态。

独立列出的运行/停止键，使得运行和停机更容易操作。
独立的上升/下降键/左键/右键，在数字输入时同时也可以
通过直接的上下操作调整频率或者更改代码。

注：出厂标配为LCD面板，其他面板选购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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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尺寸图

型号 外形图

外形尺寸

H H1 W W1 D d t

HS07-0015-NLT4

260 250 150 140 170 5 5

HS07-0022-NLT4

HS07-0040-NLT4

HS07-0055-NLT4

HS07-0075-NLT4

HS07-0110-NLT4

300 285 200 185 200 6.5 6

HS07-0150-NLT4

单位：mm

型号：HS-PB
功能：
通过此选购件可以使变频器作
为PROFIBUS的从站，实现上位
主站通过PROFIBUS总线对变
频器进行参数设定、状态监视
及控制等功能。

Profibus DP通讯功能卡



版本号：KL1-V19CA1-210420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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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商品目录中所记载的内容，会因改良而

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发生变更。所载商

品的颜色等，因印刷的关系，有可能与实

际商品略有出入，对此敬请谅解。

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保留此商

品目录的最终解释权。

本手册使用环保纸张和油墨制作。

请和我们一起，关爱地球！

销售服务联络地址

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
www.sankenld.com

市场营销部

技术支持&售后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祖冲之路899号6号楼(201203)
电话：(021) 63756555
传真：(021) 63756816

沈阳办事处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汪河路1号(110027)
电话：(024) 83958115
传真：(024) 83958115

西安办事处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汉城北路152号(710077)
电话：(029) 83170655
传真：(029) 83170655

江阴工厂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陆桥段云顾公路北侧（214425）

扫一扫 了解更多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