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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威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是驱威公司与台湾合资成立的从事工业自动化、 电动

汽车控制器、 光伏逆变器、 风电逆变器等产品的研发、 生产、 销售和服务的高科

技企业。

       台威专注于工业自动化和新能源产品的中高端应用领域。 不仅向用户提供高

质量、 高性能、 高附加值的工业自动化、 新能源产品和专业服务，更致力于向客

户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从而实现台威与客户的共同价值。

       我们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广泛的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在电机驱动核心控

制技术方面，掌握了国际领先的矢量控制技术、 转矩控制技术、 伺服驱动技术等

核心平台技术，拥有多项技术专利。

       区别于大多数进口品牌产品在国内应用场合适应性较差，无法满足国内不同

行业个性化需求的缺点，台威产品在满足国际标准的同时，更强化产品的可靠

性、 环境适应性、 客户化和行业化的设计，更好地适应中国各种复杂应用环境，

以及满足各种不同行业的特殊需求。

       台威产品已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 机床、 电线电缆、 金属制品、 印刷包装、

塑胶、 化工制药、 食品、 石材、 木材加工、 陶瓷、 建材、 空压机、 洗衣机、 供

水、 空调、 市政工程、 矿山、 石油、 冶金、 起重等行业。

       台威公司肩负“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的使命，致力于推动中国乃至世界工业

自动化和绿色能源的进步和发展。

公司主要产品系列

T3000系列通用矢量控制型变频器

电压等级：200V、400V、690V、1140      

功率范围：0.4KW~3MW

T5000系列高性能矢量控制型变频器

电压等级：200V、400V、690V、1140V      

功率范围：0.4KW~3MW

T6000系列高精度矢量控制型变频器

电压等级：200V、400V     

功率范围：0.4KW~500KW

V

纺机专用

穿墙式纺织专用变频器系列

加弹机专用变频器系列

无风扇纺机专用变频器系列

气流纺专用变频器系列

紧密纺专用变频器系列

起毛机磨毛机专用变频器系列

倍捻机专用变频系列

印染机械专用

卷染机专用变频系列

定型机专用变频系列

水洗机专用变频系列

溢流机专用变频系列

其他行业

涂布机专用变频器系列

3200Hz高频主轴变频器系列

印刷包装行业专用变频器系列

收放卷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系列

金属拉丝机专用变频系列

塑料拉丝机专用变频系列

加工中心变频器系列

电液混合塑机伺服驱动系列

高效球磨机节能专用变频器系列

石材加工行业专用变频器系列

空压机专用变频器系列

转矩控制型离心设备专用变频器系列

港口起重专用变频器系列

造纸行业专用变频器系列

行业专机系列

标准平台系列

食品机械

制药化工

木材加工

吊装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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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包装

塑料机械

机床行业

陶瓷机械

空压机

线缆设备

纺织印染

石材加工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主要应用行业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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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实现了交流电机解耦，使运行控制直流电机化。

卓越的性能

÷电机额定负载下实现0.1s指令加减速。

÷电机正反转过零速切换时，电流无相位突变和震荡，转速无脉

动。母线电压控制平稳，在无能耗制动的条件下减速亦能提供快

速可靠的制动能力。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下优异的控制性能 矢量控制下低频大转矩稳定运行

÷无需专用的硬件检测电路和专用功能码设定，0～60Hz范围内，变频

器在0.2s内完成电机转速、 转向和相角的辨识，并对自由旋转的电机

平滑跟踪起动。

÷将电机无任何冲击地从高速旋转状态拉到低速然后加速恢复到正常运

行状态。

÷快速平滑无任何冲击跟踪上电机自由旋转转速

独特的转速跟踪功能

÷图1为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下电机四象限运行，转矩、 电流、 转速和直
流母线电压快速响应，电机稳定运行。

图2 电机高速自由旋转时跟踪并降频后平滑起动

真正实现无跳闸运行

÷优异的电流和电压控制技术，以0.1s指令反复交替加速和减速，变频

器稳定无跳闸运行。

÷超强的负载能力，在任意加减速时间和任意冲击负载条件下，变频器

稳定无跳闸运行。

÷短时过载能力强，200%的额定负载条件下可连续工作0.5s，150%的

额定负载条件下可连续工作1分钟。

÷智能的模块温度控制，最大限度发挥变频器带负载能力。

÷快速平滑无任何冲级跟踪上电机自由旋转转速。

图3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下0.25Hz突加满载运行 图4 任意加减速和稳态运行，电流电压控制稳定不会跳闸保护

电流

电流

电流

电流

转速

÷

÷端子UP/DN模式

÷三路模拟量设定             

÷一路脉冲量设定

÷通讯设定

操作面板设定                

丰富灵活的功能

÷精确的速度辨识和转子磁链定向，在0.25Hz负载突变时转矩也

能快速地响应和稳定运行。

÷

÷无编码器速度反馈矢量控制时0.25Hz； 180%额定转矩。

÷有编码器速度反馈矢量控制时0.00Hz；180%额定转矩。

÷

÷无编码器速度反馈矢量控制时±0.2%。

÷有编码器速度反馈矢量控制时±0.02%。

启动转矩：

稳速精度：

÷

÷canlink和canopen可实现多台变频器之间的主从通讯控制

÷Profibus-DP可实现总线控制 

÷键盘口提供后台支持，可传递参数和监控参数

端子均提供485接口

多种频率给定方式，可在线切换 给定和反馈多通道，灵活搭配

÷

÷根据运算可自动确定电机运转方向

÷反馈量定义主辅运算关系可进行过程PID调节控制

 给定量可定义多种主辅运算关系

数字化操作面板 多种通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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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功能码显示方式 

多种功能码加密方式

自定义参数显示功能

可进行二次开发

增强功能

客户化功能

÷AI1、AI2、AI3模拟量输入曲线可进行独立的多段修正功能

÷最多可设定23段速运行

÷最大输出频率可达3200Hz，适用于真空泵、磨床、内螺纹成型机等设备

÷加减速时间可达10小时，适用纺织行业的粗纱机等设备

÷支持带电机温度反馈的过载保护方式

÷独立的高速脉冲输入和输出端口，实现脉冲级联功能

高可靠性设计

÷        

÷ 宽电压范围设计

÷ 全方位的整机保护功能            

÷ 完善的端子保护功能 

÷ 过热预报警保护功能

整机的三防设计

符合国际相关产品标准

硬件接口，软件协议，主回路端子，内置扩展卡统一化设计

适应性设计

÷

÷ 

÷ 实现参数拷贝功能、远程控制盒功能（最长500m）

 按键布置符合人体工学原理

一键式功能码进入及退出，操作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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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附件

注：若有其他需求，请与厂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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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000 7.5 G Z

额定电压     适配电机功率    适用负载    附加说明       非标说明

4T

T6000

序列代号

T3000

T5000

B

型号说明

2S单相200V    : 0.75:0.75kw     

G:重载型 

B:内置制动单元 Z: 穿墙式安装

2T三相200V      : 7.5:7.5kw    

H:超重载型4T三相 380V       : 75:75kw     

A:轻载型

7T三相690V:

卓越的性能

个性可选化的功能

÷        

÷ 盖板和边板可选设计

÷ PG扩展卡适用多种编码器 

÷ 功能卡提供更多端子选择

独立风道设计

标配485通讯

内置输入滤波器可选

适应性设计

÷芯片自带限流功能，安全可靠性高。

÷能够解决瞬间的过流状态，长时会发热。

÷该功能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变频器过流故障，保证变频器的不间断

运行。

独特的逐波限流保护

÷在瞬间停电或电压突然降低时，驱动器通过降低输出转速，将负载回
馈能量补偿驱动器直流母线电压的降低，以维持驱动器继续运行。

÷若H1.13=1时，在瞬间停电或电压突然降低时，驱动器减速，当母线

电压恢复正常时，驱动器正常加速到设定频率运行。 判断母线电压恢

复正常的依据是母线电压正常且持续时间超过H1.15设定时间。

÷若H1.13=2时，在瞬间停电或电压突然降低时，驱动器减速直到停

机。

瞬停不停功能

图5为无变频器在到达过流点时限流状态波形，电机稳定运行。 图6  瞬时停电动作示意图

限流点

5T三相480V       :

12T三相1140V:

P

箱体材料

M:板金箱体

P:塑胶箱体

附加说明       

F

F:内置输入滤波器

R: 电抗器内置直流   

O: 电抗器外置直流   

附件名称

PG1 反馈卡

对外型号 功能说明

PG2 反馈卡

PG3 反馈卡

PG4 反馈卡

PG5 反馈卡

PG6 反馈卡

EX-PG1

EX-PG2

EX-PG3

EX-PG4

EX-PG5

EX-PG6

A/B/Z差分输入（5V）带1:1分频A/B/Z差分输出（5V）和1:1分频开路集电极输出

一路A/B/Z差分输入（5V）和一路A/B差分输入（5V），带1:1分频A/B/Z差分输出（5V）

A/B/Z开路集电极输入（12V）带1:1分频A/B/Z开路集电极输出

A/B/Z开路集电极输入（12V）和A/B/Z差分输入（5V），带1:1分频A/B/Z开路集电极输出

U/V/W编码器输入

旋转变压器编码器输入

CAN-LINK通信卡EX-CANLINK CAN-LINK通信卡，支持CAN-LINK协议

CANOPEN通信卡EX-CANOPEN CANOPEN通信卡，支持CANOPEN协议

DP通信卡 EX-DP1 Profibus DP 通信卡，支持Profibus DP通信

IO扩展卡 EX-IO1 IO扩展卡，3路DI，2路DO

外引键盘 EX-MB1 外引键盘

外引键盘延长线 EX-CB1-150 1.5米外引键盘延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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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功
色
特

多功能M键

多菜单模式

参数拷贝

功能码显隐性

485通讯口

共直流母线

独立风道

上电自检

独创的多功能键可设置经常使用的操作：JOG、 紧急停车、 运行命令给定方式切换、 菜单切换等

基本菜单模式、 快速菜单模式、 非出厂值功能码菜单模式；最近更改的10个功能码菜单模式

标准操作面板可实现参数上传、 下载，有拷贝进度指示；对已经上传的参数可选择禁止上传覆盖

客户可自定义任意功能码组的显示、 隐藏

485通讯接口支持Modbus协议（RTU），标准操作面板可实现远程控制盒功能，最远500米

全系列可实现多台变频器共用直流母线供电

全系列采用独立风道设计，支持散热器柜外安装方式

实现对内部及外围电路的上电自检，如电机接地、+10V电源输出异常、 模拟输入异常、 断线等

能
功
护
保

电源欠压、 过流保护、 过压保护、 干扰保护、 比较基准异常、 自整定故障、 模块保护、 散热器过热保护、 变频器过载保护、 电机过载保护、 外设保护、

电流检测异常、 输出对地短路异常、 运行中异常掉电、 输入电源异常、 输出缺相异常、 EEPROM异常、 继电器吸合异常、 温度采样断线、+10V电源输出

异常、 模拟输入异常、 电机过热（PTC）、 通讯异常、 版本兼容异常、 拷贝异常、 端子互斥性检查未通过、 硬件过载保护

额定功率时，11KW及以下功率等级≥93%；55KW及以下功率等级≥95%；75KW及以上功率等级≥98%率
效

环境温度

湿度

海拔高度

振动

存储温度

境
环

垂直安装在良好通风的电控柜内。 不允许水平或其它的安装方式。 冷却介质为空气。 安装在不受阳光直晒，无

灰尘、 无腐蚀性气体、 无可燃性气体、 无油雾、 无蒸汽、 无滴水的环境
使用场所

−10～+40℃，40～50℃之间降额使用，每升高1℃，额定输出电流减少1%

5～95%，不允许凝露

0～2000米，1000米以上降额使用，每升高100米，额定输出电流减少1%

3.5mm，2～9Hz；10 m/s2，9～200Hz；15 m/s2，200～500Hz

−40～+70℃

起动转矩

调速范围

稳速精度

转矩控制

转矩精度

转矩响应时间

G型0.50Hz  150%

H型0.50Hz  200%

1:50

± 0.5%

无

—

—

G型0.25Hz  180%

H型0.25Hz   240%

1:100

± 0.2%

有

± 0.5%

＜20ms

G型0.00Hz  180%

H型0.00Hz   240%

1:1000

± 0.02%

有

± 0.5%

＜10ms

重点功能

频率设定方式

频率范围

起动频率

加减速时间

能耗制动能力

直流制动能力

操作面板设定、 端子UP/DN设定、 上位机通讯设定、 模拟设定AI1/AI2

0.00～300.00Hz

0.00～60.00Hz

0.1～36000s

制动单元动作电压：650～750V

直流制动起始频率：0.00～300.00Hz；直流制动电流：0. 0~90.0%

欠压调节、 三地切换、 转速跟踪、 多段速运行（最多至16段）、 自整定、 S段曲线加减速、 转差补偿、 PID调节、 限流控制、

手动/自动转矩提升、 电流限定、 多功能输入端子/输出端子

直流制动时间：0.0～30.0s；无需直流制动起始等待时间，实现快速制动

一直动作、 减速时不动作可选，出厂默认减速时不动作
磁通制动功能

能
功
品
产

性
特
制
控

控制方式 通用矢量控制 高性能矢量控制（无编码器） 高精度矢量控制（有编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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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技术规格 通用产品系列

T3000/T5000/T6000-4T□□□G(B)

0.75     1.5      2.2      4.0       5.5       7.5       11        15     18.5     22        30        37        45        55     75适配电机功率（KW）

电压（V）

额定电流（A）

过载能力

额定电压/频率

允许电压范围

额定电流（A）

输出

输入

3相0～额定输入电压

2.0      4.0     5.0       9.0       13       17        25       32        37        45        60       75        91      112     150

3相380V～480V；50Hz/60Hz

260V～528V；电压不平衡度：≤3% ；允许频率波动：±5%

3.4    5.0   5.8   10.5  14.6   20.5   26    35   38.5  46.5    62    76    92   113    157

150%  1分钟，180%  10秒， 200%  0.5秒，间隔 10分钟（反时限特性）

制动单元

防护等级

冷却方式 强制风冷自冷

T3000/T5000/T6000−4T□□□G(B)

90     110    132      160      185     200     220      250      280     315     355    400      450    适配电机功率（KW）

电压（V）

额定电流（A）

过载能力

额定电压/频率

允许电压范围

额定电流（A）

输出

输入

3相0～额定输入电压

176     210     253      304      350     377      426     465    520     585     650     725     820

3相380V～480V；50Hz/60Hz

180     214     256      307     353      385     430      468     525      590    665      785     883

150%  1分钟，180%  10秒， 200%  0.5秒，间隔 10分钟（反时限特性）

制动单元

防护等级

冷却方式

需外置制动单元

IP20 

强制风冷

T3000-G  T5000-G  T6000-G系列三相400V重载应用

260V～528V；电压不平衡度：≤3% ；允许频率波动：±5%

适配电机功率（KW）

电压（V）

额定电流（A）

过载能力

额定电压/频率

允许电压范围

额定电流（A）

输出

输入

3相0～额定输入电压

4.0      5.0     6.5     13         17       25      3  2      37      4 5       6  0     7  5       9  1     112      150      176

3相380V～480V；50Hz/60Hz

260V～528V；电压不平衡度：≤3% ；允许频率波动：±5%

5.0      5.8     10.5    14.5      20.5      26     35     38.5     46.5      62       76     92     113     157      180

120%  1分钟， 140%  1秒，间隔 10分钟（反时限特性）

制动单元

防护等级

冷却方式

IP20

强制风冷自冷

110    132      160      185     200     220     250     280      315      355     400     450     500 

110    132      160      185     200     220      250    280      315      355     400     450     500适配电机功率（KW）

电压（V）

额定电流（A）

过载能力

额定电压/频率

允许电压范围

额定电流（A）

输出

输入

3相0～额定输入电压

210    253     304     350     377      426     465     520      585     650      725  820

3相380V～480V；50Hz/60Hz

214     256     307     353      385    430     468      525     590     665     785     883

120%  1分钟， 140%  1秒，间隔 10分钟（反时限特性）

制动单元

防护等级

冷却方式

需外置制动单元

IP20 

强制风冷

T3000-A  T5000-A  T6000-A系列三相400V轻载应用

260V～528V；电压不平衡度：≤3% ；允许频率波动：±5%

0.75     1.5      2.2      4.0       5.5       7.5       11        15     18.5     22        30        37        45        55     75

90     110    132      160      185     200     220      250      280     315     355    400      450      

1.5       2.2       3.0     5.5      7.5      1 1      1 5     1 8.5     2 2      3 0       37         45    55        90   75     

1.5       2.2       3.0     5.5      7.5      1 1      1 5     1 8.5     2 2      3 0       37         45    55        90   75     

T3000/T5000/T6000−4T□□□A(B)

T3000/T5000/T6000−4T□□□A(B)

IP20

标准内置                                                                                                      内置可选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标准内置                                                                                                     内置可选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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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000/T5000/T6000-2S/2T□□□G(B)

0.4      0.75     1.5      2.2       3.7      5.5      7.5       11       15      18.5      22       30        37       45        55适配电机功率（KW）

电压（V）

额定电流（A）

过载能力

额定电压/频率

允许电压范围

额定电流（A）

输出

输入

3相0～额定输入电压

3         5         7.5      10        17        24       32       46        64        71       87      115      145     175      215

单相或3相 200V～240V；50Hz/60Hz

180V～260V；电压不平衡度：≤3% ；允许频率波动：±5%

3.8     5.5      8.3       12       18.5     26       35        51        70        78      95        124    156      185      230

150%  1分钟，180%  10秒， 200%  0.5秒，间隔 10分钟（反时限特性）

制动单元

防护等级

冷却方式

IP20

强制风冷

75       90       110     132适配电机功率（KW）

电压（V）

额定电流（A）

过载能力

额定电压/频率

允许电压范围

额定电流（A）

输出

输入

3相0～额定输入电压

283     346      432     520

298     365     445     530

150%  1分钟，180%  10秒， 200%  0.5秒，间隔 10分钟（反时限特性）

制动单元

防护等级

冷却方式

需外置制动单元

IP20 

强制风冷

T3000-G  T5000-G  T6000-G系列单/三相200V重载应用

180V～260V；电压不平衡度：≤3% ；允许频率波动：±5%

0.4      0.75     1.5      2.2       3.7      5.5      7.5       11       15      18.5      22       30        37       45        55

75       90       110     132

台威变频器在倍捻机上应用方案
Taiwei bianpinqi zai beinianji shang yingyong fangan

÷倍捻机是一种加捻设备，把两股或两股以

上的单纱通过加捻粘合成股线，增强了原

纱的性能，达到客户的需求。倍捻机实现

一转两捻，加捻效率比传统捻线设备成倍

提高。卷装容量增大，万米无接头，加捻

质量大幅提高，同时较低的层高很方便工

人操作。

台威变频器在倍捻机上的应用优势

÷高端双滚珠无油风扇，寿命可达8万小时；

÷散热片宽间距设计，上下直通式结构，风道不堵清理方便，确保夏日高温不跳过热；

÷严密的器件采购流程配合技术精湛的开发团队，打造无与伦比的高可靠性变频器；

÷一流的矢量控制技术，保证超高的稳速精度；

÷德国高端三防漆，三层加厚涂层，适应潮湿环境；

÷调试方便，易用性好；

÷7*24小时全天候服务，售后无忧虑。

倍捻机的硬件组成

÷动力部分主要包括电动机、电器控制箱、指示器和操作面板。

÷倍捻单元的结构主要包括锭子制动装置、 倍捻机锭子部分、 纱线卷统装置、 倍捻单元的特殊

装置等。

÷传动部分主要是电动机通过皮带盘、 皮带、 锭子龙带带动锭子转动，同时锭子龙带通过齿型

带、 减速装置等传到卷绕罗拉、 超喂罗拉等。 此外还将横动凸轮的传动变成滑块往复运动带

动横动导纱器往复放纱。

TD3000/TD5000/TD6000-4T□□□H(B)

适配电机功率（KW)

电压（V）

额定电流（A）

过载能力

额定电压/频率

允许电压范围

额定电流（A）

输出

输入

3相0～额定输入电压

1.3       2.0      4.0     5.0      9.0       13        17        25       32       37       45        60       75        91      112 

3相380V～480V；50Hz/60Hz

260V～528V；电压不平衡度：≤3% ；允许频率波动：±5%

1.8       3.4    5.0   5.8   10.5  14.6   20.5   26    35   38.5  46.5    62    76    92   113

180%  1分钟， 210%  10秒， 240%  0.5秒 间隔 10分钟（反时限特性）

制动单元

防护等级

冷却方式 强制风冷自冷

T3000/T5000/T6000−4T□□□H(B)

适配电机功率（KW）

电压（V）

额定电流（A）

过载能力

额定电压/频率

允许电压范围

额定电流（A）

输出

输入

3相0～额定输入电压

150     176     210     253      304      350     377      426     465    520     585     650     725

3相380V～480V；50Hz/60Hz

157     180     214     256      307     353      385     430      468     525      590    665      785

制动单元

防护等级

冷却方式

需外置制动单元

IP20 

强制风冷

T3000-H  T5000-H  T6000-H系列三相400V超重载应用

260V～528V；电压不平衡度：≤3% ；允许频率波动：±5%

0.4     0.75     1.5      2.2      4.0       5.5       7.5       11        15     18.5     22        30        37        45       55

75      90      110     132      160     185      200     220      250     280     315      355      400     

IP20

标准   内    置                                                                         内    置   可选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T3000/T5000/T6000-2S/2T□□□G(B)

单相或3相 200V～240V；50Hz/60Hz

通用产品系列

0.4     0.75     1.5      2.2      4.0       5.5       7.5       11        15     18.5     22        30        37        45       55

75      90      110     132      160     185      200     220      250     280     315      355      400     

180%  1分钟， 210%  10秒， 240%  0.5秒   间隔 10分钟（反时限特性）

标准内置                                                                                         内置可选

自冷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倍捻机主要由动力部分、倍捻单元和传动部分等组成。



台威变频器在细纱机上应用方案
taiweibianpinqi zai xishajishang yingyong fangan

÷台威变频器在细纱机行业拥有很丰富的实战经验，公司研发人员通过不断了解其工艺流程开发出细纱机专用变频器，可对变频器进行多段速工

艺曲线控制；

÷由图1可知，起始阶段，变频器低速运行有效，撤销低速运行命令后，变频器运行多段速工艺设定曲线，变频器加速到多段速1运行，随着第一

段长度的增加，频率逐渐增加，运行完第一段长度，变频器以多段速频率2运行，此过程匀速变化。

÷ 换班控制功能，可记录各班产量。满纱、脉冲信号丢失报警功能。多段速工艺曲线控制，复位功能。独立米数复位功能，可用于中间检查。计

米功能，掉电保存功能，恢复供电后从掉电前的段位和输出频率继续运行。

 台威变频器在细纱机上的使用性能优于普通变频器。÷

功能特点

实践证明

第15频率
频率

第14频率

第3频率
第2频率

第1频率

落纱频率

低速频率

第1长度0 第2长度 第13长度 第14长度 满纱长度

长度

时间

时间
低速有效信号
运行有效信号

÷基于高性能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术平台；

÷针对纺织机械中细纱机的应用需求设计，方便的柜外安

装方式；

÷适用于多粉尘的工业现场，散热器易于清理；

÷清扫告警功能：变频器温度超过设定值后，提醒用户清

扫散热器和风扇；

÷丰富的指示信号：满纱指示、 断线指示、 掉电指示、 运

行／停机指示等；

÷操作方便，单键完成停机、满纱清零、断纱长度清零。

细纱机专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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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台威变频器在气流纺上应用方案
Taiwei bianpinqi zai qiliufang shang yingyong fangan

气流纺纱主要部件有喂棉辊、分梳辊、纺杯、卷绕横动装置、排杂装置等多个部件；÷

喂棉装置主要控制棉条进入气流纺机速度快慢，目前采用单锭步进电机控制；÷

分梳辊用来抓取和分梳喂入的棉条纤维，变频器控制分梳速度；÷

转怀装置通过高速回转所产生的离心力可把纤维甩出，形成纱线并且加捻，变频器控制转杯的速度；÷

卷绕横动装置把转怀的气流纺纱线引出来并卷绕成型，使用变频器控制卷绕速度，用机械装置或伺服横动实现成型；÷

排杂装置排出棉条杂质；÷

气流纺有速度快、纱卷大、适应性广、机构简单的优点，可成倍的提高纱线的产量。÷

纺纱设备方案优势

高端双滚珠无油风扇，寿命可达8万小时；÷

散热片宽间距设计，上下直通式结构，风道不堵清理方便，确保夏日高温不跳过热；÷

严密的器件采购流程配合技术精湛的开发团队，打造无与伦比的高可靠性变频器；÷

一流的矢量控制技术，保证超高的稳速精度；÷

德国高端三防漆，三层加厚涂层，适应潮湿环境；÷

调试方便，易用性好；÷

7*24小时全天候服务，售后无忧虑。÷

台威变频器在气流纺上的优势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台威变频器在加弹机上应用方案
Taiwei bianpinqi zai jiadanji shang yingyong fangan

加弹机的结构（图1）一般设置成对称÷
的A侧（左侧）和B侧（右侧），在每一

侧分别安装有上热箱和下热箱，每一只

热箱上安装有加热器和温度传感器，它

们构成了加弹机的加热和丈量部分。 加

弹机的传动系统一般采用多个变频器分

别控制各个传动部件的速度，通过安装

于传动部件上的测速传感器（编码器或

者接近开关），实测控各个变频器的速

度，以满足拉伸和假捻的工艺要求，因

此变频器的闭环恒速控制至关重要。 

本文以其中一种加弹机案例分析  系统÷

由11台变频器组成（2.2kw八 台 ，

1.5kw两台，7.5kw/15kw一台，分别控

制左一罗拉，右一罗拉，左二罗拉，右

二罗拉，左三罗拉，右三罗拉，左辊，

右辊，左横动机构，右横动机构，龙

带），其中2台变频器需要具备扰动功

能（一种纺织传动专用功能，也可以称

为三角波功能。 ），主要用于控制横动

机构；其余传动部分由于对速度的稳定

性和精确性要求比较高，需要具备速度

回馈功能，工程上为了节约本钱，一般

脉冲信号由外部接近开关来提供。 

加弹机简介 

恒定速度控制 ÷

为了使假捻的丝线长度及÷
捻度能有效控制并统计，

系统中的每台变频都需要

死循环来稳速，也就是说

每台变频都必须带有脉冲

回馈功能。 

速度摆频控制 ÷

 摆频功能适用于纺织、化÷
纤及需要卷线、 横向运动

等场合。     

在打雷或电压波动的时候，变频器不跳闸，转速稳定；÷

电流矢量方案动态响应快稳速精度高；÷

0.5Hz，180%以上额定转矩输出；÷

内置PID功能；÷

计数器功能；÷

多段速及自动程序运转，可实现简易定位；                 ÷

累计电机运行时间；÷

自动识别（Autotunning）电机参数；÷

摆频功能；÷

散热风扇运行模式设定；÷

主辅频率运算控制功能；÷

睡眠功能；÷

节能运转；÷

RS485通讯接口，支持Modbus协议等特点； ÷

速度闭环, 加弹机变频器速度闭环接口接收外部最高频率到÷

300KH脉冲信号；

本机器调节方便，加工出来的丝线优于以前设备，纱锭成型理÷
想，增加了适用的织机范围，应用效果和客户反映良好，并且变

频器的各种保护功能为设备的安全可靠运行提供了保证。 通讯的

方式简化了纺织加弹机的控制系统，强大的变频器功能提高了生

产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

台威变频器应用特点

右侧

左侧

一罗纹 二罗纹 三罗纹

一罗纹 二罗纹 三罗纹

横动机构

横动机构

（卷曲）

（卷曲）

加
热

假
捻

器

加
热

加弹机结构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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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控制系统 

化纤生产是长流程连续化生产，丙纶，涤纶长丝生产设备是常见的一种设备。÷

 台威变频凭借高性能和高可靠性在丙纶和涤纶生产线得到广泛应用得到客户认可。÷

设备主要包括

纺丝机（主要有螺杆纺丝÷

箱体、 纺丝组件、 纺丝

泵、 计量泵、 冷却

吹风和上油、 联苯加热

等）。

卷绕机（ 、 、÷

）。

牵伸辊

摩擦滚 夹头

槽筒

纺丝机控制系统,由PLC对4根螺杆32台纺丝泵和1台上油泵变频器调速，4台纺丝箱体温度压力进行监÷

控，系统设有4个现场I/O，通过人机界面实现工艺参数的设定、 修改、 各有关数据采集，并控制上述设

备的运行。

牵伸辊1至牵伸辊6之间各辊在牵伸丝束时可能出现发电运行状态即倒拖现象，这将导致牵伸比不稳   ÷

定。 为此台威变频器采用共直流母线供电方式，将牵引辊1～6共6台逆变器由1台整流单元供电，因而直

流母线的电压不致升高，牵伸比的稳定得到保证。

卷绕控制系统,PLC控制横动和主轴的逻辑和速度。÷

控制系统包括

结论

台威变频器在化纤设备上应用方案
taiwei bianpinqi zai huaxianshebei shang yingyong fa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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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毛机是纺织机械的一种，是将已染色的布料进行磨毛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是印染行业中一道重要的工序。 传统的驱动方式是用直流电机÷

驱动，采用与升降杆联动的磁盘电阻进行反馈，调节直流电机的励磁电流，来达到调速同步的目的。 但在印染行业中，设备长时间在碱性、 湿

度较大的空气环境中工作，直流电机结构在应用过程中故障率高，维修量大，有时严重影响生产。 随着变频调速器在本行业中的大量使用，其

同步调速的高精度、高可靠性能、外围系统结构简单等特点，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与接受。

该变频器控制系统，系统运行速度高，张力要求稳定,电机速度要跟随性好，电机之间保持同步。÷

磨毛机分为磨毛和牵引两个部分，磨毛区的控制比较简单，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通过对接触屏设定转速，PLC通过RS485通信驱动变频器进÷

行在线调节电机速度，而且能够进行正转、反转的随意选择。

以下我们将对同步控制的张力部分进行详细的解说。 整个牵引机构有4台电机组成，为了使我们的变频器更加精确的控制张力，在牵引辊2、牵÷

引辊3前面都装有一个张力辊，通过布的松紧程度由张力传感器检查布的张力，使用张力变送器输出的A/D值发送到PLC的A/D模块，通过PID运

算，将整定出的数据0~4000变换到0~5000，通过RS485通信给定变频器的频率。 这样变频器运行平稳，在相差的范围内快速补充，且保持恒

速度、恒张力。

在整体速度的调节上，我们设定了起步速度，并进行逐步加速的控制按钮，可以通过触摸屏进行调节。÷

一、磨毛机的工艺要求

二、控制难点

三、方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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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威变频器在磨毛机上应用方案
Taiwei bianpinqi zai momaoji shang yingyongfangan

台威变频器在起毛机上应用方案
Taiwei bianpinqi zai qimaoji shang yingyong fangan

起毛机简介 

优势的如下：

1. 高端双滚珠无油风扇，寿命可达8万小时；

2. 散热片宽间距设计，上下直通式结构，风道不堵清理方便，确保  

    夏日高温不跳过热；

3. 严密的器件采购流程配合技术精湛的开发团队，打造无与伦比的

    高可靠性变频器；

4. 一流的矢量控制技术，保证超高的稳速精度；

5. 德国高端三防漆，三层加厚涂层，适应潮湿环境；

6. 7*24小时全天候服务，售后无忧虑。

台威变频器在起毛机上的应用优势

起毛机利用机械作用将织物表面均匀拉出一层绒毛或长毛，使织物松÷

厚柔软，保暖、 耐磨性增强，织纹隐蔽，花型柔和优美。  起毛在粗

纺毛织物整理中是一道很重要的工序。

主要部分：20-40只针辊，针辊有顺针辊（针刺与辊向相反）逆针辊÷

（针刺和辊向相同），针辊是装在起毛辊上的。此外还有进呢辊、出

呢辊、张力辊、导呢辊、毛刷辊、吸尘装置。

起毛原理：布的线速度V1，起毛辊的线速度V2，顺针辊的线速度÷

V3，逆针辊的线速度V4通过这四种速度的合成，按照针刺的起出，

梳理作用来实现起毛整理。根据原材料的不同，通过调整这四个速度

来满足工艺要求。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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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四、结论

台威变频器在磨毛机上的成功应用，使磨毛机的控制性能得到了提升，达到了恒张力和恒速度的控制。÷



÷常见的平幅水洗机大多由多个水洗单元组

成，只有将多个水洗单元合理配置，才能

达到理想的水洗效果；

传动原理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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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威变频器在平幅水洗机上应用方案
Taiwei bianpinqi zai pingfushuixiji shang yingyong fangan

台威变频器在定型机上应用方案
taiwei bianpinqi zai dingxingji shang yingyongfangan

拉幅定型机是印染厂必备的后续生产设备，主要用于纯棉、涤棉、针织物的拉幅与热定型。÷

整套定型机系统包括：进布系统、 上针（上铗）系÷

统、 轨道系统、 调幅系统、 热风循环系统以及出布

系统。 在本应用中，电气控制系统采用交流变频分

电源调速系统。 主链条采用变频电机传动并作为全

机主令机，传动花键轴附带旋转编码器作为其他单

元的速度跟随信号。 整套系统要求在恒转矩负载条

件下达到1:10的调速范围，且系统故障率低维修方便

操作简单性能可靠。

定型机的工艺要求

控制系统采用可编程程序控制器、 触摸屏、 变频器及按钮开关等控制全机动作。÷

设备对整条送布出布系统的主从同步控制的精度要求非常高。

在拉幅定型机应用中的基本结构为：对主链条以单独变频器控制，在从动侧以台÷

威变频器加同步控制卡，在准确获取主从电机编码器信号后，对其加以运算，得

出从动电机的速度与位置指令，实现主从电机的同步控制。 其控制方式简单，设

备一体化程度高，且运行可靠。 且各种信息指令可方便的通过总线反馈给PLC和

触摸屏等上位机，实现自动控制功能。 台威变频器与同步卡的解决方案，实现了

各主从单元同步的精确控制和主要工艺参数在线检测与监控，使生产更加符合节

能与环境保护的要求，并在同类设备中得到广泛应用。

拉幅定型机

÷平幅水洗机主要组成：进布架、 预浸室、

膨化室、 平幅圆筒式水洗单元、 轧车、 松

驰水洗槽、落布架等；

÷进布架主要导布辊，开幅辊，吸布器等组

成；

÷预浸室由导布辊及液槽组成，达到织物充

分湿润目的；

÷膨化室由多孔圆筒组成，织物经预浸室浸

渍后，进入膨化室，紧贴在多孔圆筒表

面，利用多孔圆筒空气对流，使液体进一

步渗透到织物内部，同时采用环绕式穿

布，使织物在膨化室停留更长的时间，使

织物得以充分膨化；

÷平幅水洗单元包括：箱体，喷淋管，多孔

圆筒，水泵，调节器等；

÷轧车：在和水洗单元之间，能有效提高洗

液交换速度；

÷松驰水洗槽：织物在完全松驰状态下，用

不锈钢输送带，用喷射水管射下，同时织

物不会浮在水面，水洗槽进出口都有辊，

能有效去除织物的水份；

÷落布装置：主要落布架组成。

÷以其中一个轧辊为主速度 ，其它传动点做为从速度，用同步模拟量叠加PID来达到同步。
一套水洗机传动点一般有20-60个。

÷目前同步模拟量信号用同步控制器来提供，用PLC实现PID控制。

平幅水洗机对变频器的要求

÷水洗机内带湿布，要求启动力矩大；

÷加速中电流大，要求变频器过流能力强；

÷环境潮湿需要变频器三防性能好；

÷使用环境毛灰较多，对变频器散热风道设计要求高；

÷负载惯性大减速时要求变频器过压能力强；

÷系统中多点同步，要求变频器动态响应快。

台威变频器在水洗机上的应用优势

÷

÷散热片宽间距设计，上下直通式结构，风道不堵清理方便，确保夏日高温不跳过热；

÷严密的器件采购流程配合技术精湛的开发团队，打造无与伦比的高可靠性变频器；

÷一流的矢量控制技术，保证卓越的稳速精度；

÷台威变频器内置PID，可取代同步控制器，使系统更加简单可靠，同时节约成本；

÷德国高端三防漆，三层加厚涂层，适应潮湿环境；

÷7*24小时全天候服务，售后无忧虑。

高端双滚珠无油风扇，寿命可达8万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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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威变频器在染整行业应用方案
Taiwei bianpinqi zai ranzhenghangye yingyongfangan

÷染纱工艺是一个按照预定的周期性动作过程，即是内流与外流

的时间控制达成染色工艺。 其内外流主要靠换向器换向实现，

而纱的流量主要靠主泵实现。 

÷硬件损耗 

   普通染缸主泵采用原始的Y-△降压启动，其启动转矩和启动电

流大，加快主泵的老化和换向器的加速磨损。 提高了维修成本

和能源的浪费。 

÷溢流损耗

   随纱的加工工序不同，各工序所需温度、 流量、 压力不同，对

于主泵马达而言，染缸在染色过程的负载是处于变化状态。 而

泵的流量是按照所需的最大流量来设计的，其原主泵马达以恒

定的转速提供的压力流量，当每泵纱所需的流量小于最大流量

时，色料反而流过了每一磅纱，使其没有在最短的时间内加

色，这一部分能量就损耗掉了。

÷节流损耗

   当水流经换向器的换向口时会有一定的流量和压力，增加换向

电磁阀的力矩，同时由于水长期全速循环流动与换向器件机械

剧烈磨擦，造成密封圈温度过高，换向器噪音过大，机械寿命

缩短等不良现象。 第四为设计余量损耗。 通常在设计中，一般

会考虑到共用性，设计时以最大容量为基础。  

染缸工艺中的主要缺陷 

÷调速节能。
   根据染纱的工艺要求,把原来的主缸注料管改成流量控制

器经转换为4-20mA电流信号后加在PLC模拟输入端作

为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信号，PLC对其进行实时采样并通

过PID运算处理，使输出给变频器的频率随流量控制器

的模拟信号成线形变化； 

÷成本降低、操作方便，降低维修成本和生产成本；  

÷提高功率因数节能。

÷台威变频器采用德国进口三防漆加厚三层，抗潮湿性
好，不会炸机。

÷采用电流矢量，低频转矩大，启动不跳闸。

÷台威变频器凭借良好的性能和高可靠性，在染缸的节能
方面获得客户好评。

结论

流量压差控制变频器的节能原理及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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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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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煮漂联合机属于染整设备中的前处理设备，主要作用是采用化学方法去除纺织

物上的各种杂质(如桨料、 油剂、 污染物等)，使其表面洁净，呈现本色光泽，便

于后续加工。退煮漂联合机包括退浆、煮练、漂洗三部分。

÷退煮漂联合机整机采用变频器作为驱动设备，传动点约为３０～６０个；采用松

紧架作为张力反馈，每个变频器可进行简单张力控制，具体方式有变频器自身调

节。 退煮漂整机采用通讯控制方式，可设置多个基准点分段运行，实现运行速度

自适应。

÷矢量控制，支持RS-422/485通讯MODBUS协议 CompoBus/D(DeviceNet)

  现场总线，易操作(操作面板上提供频率给定旋钮)，提供PID调节和节能控制多

段速调节(最大16种速度)。 

÷退煮漂联合机控制系统采用了台威变频器，按照张力一致的要求实现速度同步分
配和实时控制，高控制精度，节约大量成本，为客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 )支持

台威变频优势

台威变频器在退煮漂联合机应用方案
Taiwei bianpinqi zai tuizhupiaolianheji yingyongfa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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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主要的部分为针刺机构，它分

为：预针刺机、主针刺机2部分。

÷预针刺机将蓬松而强力的纤网进行自

上而下针刺巩固，使其厚度减少，初

具强力，以便送至主针刺机进行针

刺，是各种针刺无纺布生产必要设

备。

÷主针刺机是将高密度、 高强度无纺布

的针刺加固进行修饰，一般的无纺布

都要经过多道的主针刺。

无纺针刺机的原理和构成

÷台威变频器在无纺针刺机控制系统中适用于成网后纤维进行预针刺以及预针刺后的织物进行复
合针刺和主针刺使用。

÷此类无纺针刺机主要机械要求为：控速平稳。

÷针刺机启动时转矩要求大，启动时针能够从布里面拔出上刺和下刺，在停车时，上刺要停在最
上面，下刺要停在最下面。

÷在无纺针刺机中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工艺参数为：针刺深度和针刺密度。针板的动作频率可随
各种无纺布的工艺要求而改变，在生产中能保证无纺布的密度和强度，完全达到无纺布的工艺

要求。

÷2台1.5Kw的变频器为控制无纺针刺机入料和出料设备，送出布速度采用变频控制，可随无纺
布的要求修改送料的速度，当针刺机在工作时为了保证无纺布各部分的密度和强度都一致，所

以在控制方面最好使用同步控制来实现。

÷台威变频器凭借低频大扭矩、稳速精度高可完全满足无纺针刺机的工艺要求，得到客户一致好
评。

变频器在无纺针刺机的应用

1、机头：塑料挤出部分 

2、机身：板材压延部分 

3、机尾：板材收卷部分 

变频器在这三部分中主要作用还是调速，根据其生

产工艺要求，采用大小不同功率的变频器。

 在塑料片材机组中，分为三个部分

÷塑料挤出部分根据塑料挤出的螺杆大小来选择变

频器，例如通常为¤120的螺杆配55KW异步电

机。 采用外部端子控制，同时外接电机转速表，

在控制操作台上能及时反馈塑料挤出的生产速

度。 由于生产工艺的要求，POP塑料在套筒中被

不断的加温，塑化，通过镙杆不断的挤出套筒

外，镙杆是被电机带动的，需要调整电机转速使

受到均匀塑化的塑料被挤出，这就需要变频器有

稳定的调速性能，较大的力矩输出能力，台威变

频器就具有这样的特性，能够很好的满足工艺要

求。 

÷板材收卷部分 

÷源源不断的塑料板材从压延机组出来，必须通过小圆筒收卷成堆，便于堆放，运

输，和压制成品机组使用。收卷用一台2.2KW的电机带动，配2.2KW的变频器，

根据板材成型的速度，及时蜷取，保持生产的同步。 变频器在这只起到调速作

用。

÷

机头

÷板材压延部分由于塑化的塑料通过扁平的模具被挤出，呈现扁平的板材状，这时

要通过压延机组把其压制成厚薄均匀的塑料板材，变频器带动压延电机转动，电

机通过链传动带动三个相向运动的圆筒。 扁平的板材经过机筒，一方面受挤压冷

却，另一方面受传输，连续不断的将符合标准的塑料板材输出。 在压延过程，选

用的4KW的电机，由于压制过程中本身存在很大的挤压摩擦力，台威变频器具有

150%/60S的过载能力，能很好满足机身工艺的要求。

机身

机尾

÷台威变频器在这个机组中要承受负载不断的变化，长时间不间断的运行，不出故

障。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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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威变频器在无纺布设备上应用方案
taiwei bianpinqi zai wufangbushebei shang yingyongfangan

台威变频器在塑料片材机组应用方案
taiweibianpinqi zai suliaopiancai jizu yingyongfangan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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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DY纺机为定长高速化纤全牵伸卷绕设备，整个设备由导丝部分及卷绕头部分组成，卷绕头部分技术要求为恒定线速度及恒定张力收卷。  

2. 卷绕机逻辑控制的切换以一台PLC作为核心控制单元，实现升速及换轴等信号的逻辑切换。

3. 关于线速度恒定控制 

1)随着纱锭卷径的增加，以PG反馈来进行PID模式控制，获得恒定线速度,收卷的工艺过程中，随着卷径增大，角速度W的减小。 变频器的运转指

令由PLC给定，用PID控制输出频率,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的偏差值经过PID运算，输出频率，让反馈信号跟踪指令值不断变化，实现恒定线速度自

动过程控制。

2)增加卷绕曲线的控制

在线速度的控制过程中，将卷绕速度预测的图形运转作为基本控制，用以减小PID的补偿量，使控制过程更早地趋向于稳定。

本系统采用台威变频器作为驱动单元，提供了类似之高速卷绕设备的完美解决方案，具有以下优点：

1. 目标速度在运行中可根据张力信号的大小予以调整；

2. PID过程控制与PLC逻辑控制的有效结合，依据工艺要求，完成多档速及控制模式的切换，使复杂的控制变得简单；

3. 内置PID与卷绕曲线的结合，使控制精度稳定在1%以内；

4. 控制集成度高，依靠变频器自身构成速度闭环，无需额外调节器；

5. 稳定可靠，设备维护量小。

设备工艺简介

÷高性能矢量控制/转矩控制技术实现恒线速度、恒张力控制；

÷速度方案：将主机速度送至收放卷从机，叠加前馈PID作为微调量，

从而实现恒线速度控制；

÷转矩方案：收卷从机自动跟随主机速度，并根据张力设定获得理想的

转矩输出，从而实现恒张力控制；

÷无速度编码器反馈方案：可广泛替换力矩电机，在保持原有操作习惯

不变的前提下，降低能耗、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有速度编码器反馈方案：稳速精度可至0.02％，确保线速度恒定。 转

矩输出稳定，响应快速；

÷适用于以下设备：分切机、 涂布机、 造纸机、 刮刷机、 复合机、 卷染

机等设备。

÷可实现无速度编码器反馈的开环转矩控制，彻底免除编码器的维

护烦恼；

÷转矩输出精度5％，响应时间小于10ms，优良的转矩控制性能可

确保材料张力准确稳定；

÷内部自带卷径计算功能和张力控制补偿算法，简化PLC的程序设

计，实用方便；

÷成熟高效的PID控制算法，包括PID限定、PID取消、PlD自适应等;   

÷提供多种实用功能如：断料检测报警、 断料防飞车、 计米表、 线

速度表功能等。

方案特点 方案优势

T6001 T6000 T6001 T6001

台威变频器在恒张力控制系统应用方案
Taiwei bianpinqi zai hengzhanglikongzhi xitong yingyongfangan

台威变频器在FDY高速卷绕机上应用方案
taiwei bianpinqi zai FDY gaosu juanraoji shang yingyongfangan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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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变频拉丝机控制系统示意图

双变频拉丝机解决方案

超强拉伸能力：

点动穿模顺畅：

PID自适应：

收卷同步控制优良：

自动卷径计算：

断料自动检测：

矢量控制下力矩输出大、稳速精度高；

频繁低速点动运行时，力矩输出响应快速稳定，优良的电流限定能力可使走

线平稳；

可以根据当前的卷径或线速度自动调整PID增益；

一般采用有张力摆杆的速度模式进行收卷控制；

快速准确的卷径计算确保收线电机旋转速度满足材料恒线速度收卷要求；

无需外加检测装置，可自动识别断料状态井告警。

系统特点

÷在整个线速度指令工作范范围内运行平稳，驱动电机能快速适应线速度指

令的突变；

÷运行时摆杆波动小，停机启动时，无需用户手动调整摆杆位置，摆杆快速

一步到位；

÷卷径计算稳定可靠，不会因为断料飞车而异常突变，从而保证控制的可靠

性；

÷两台变频器标配的操作面板可通过延长线引出，并可作为线速度表和计米

表显示。

方案优势

÷高性能的矢量控制型 / 转矩控制型变频器可提供各种牵伸和收放

卷应用；

÷速度方案和转矩方案可最大程度地适应不同拉丝机设备的要求；

÷无速度传感器反馈的转矩控制实现力矩电机和磁粉制动 / 离合器

替换；

÷产品内置卷径计算功能和PID调节器，实现线材恒定张力控制；

÷多种收放卷方案，可在无张力反馈和速度反馈信号条件下工作；

÷环境适应能力强，采用独立风道设汁、 三防处理、 耐高温运行、

全面数字化保护。

产品特点 产品选型

直进式拉丝机解决方案

超强拉伸能力：

点动穿模顺畅：

收卷同步控制优良：

自动卷径计算：

速度收卷耍求：

矢量控制力矩输出大、稳速精度高，多电机同步运行实现无打滑

拉伸，摆臂运行稳定;

频繁低速点动运行时，力矩输出响应快速稳定，优良的电流限定

能力可使走线平稳;

速度模式(有张力架)和转矩模式(无张力架)两种成熟方案可供选

择;

快速准确的卷径计算确保收线电机旋转速度满足材料恒线;

电机转速指令同步方式模拟量，脉冲量，ModBus通讯，

Probus总线通讯等。

系统特点

前馈PID：

PID限定：

PID取消：

PID自适应：

内置高速的PID运算作为辅助的调节量和主速度给定量共同作

用；

为实现在不同线速度工作下的最稳定控制效果，PID调节量可自

动限定：

通过数字端子可输入PID调节取消指令，满足特定的工艺要求：

P1D增益可根据当前的线速度自动调整，在整个线速度指令范围

内平滑过渡。

关于PID

÷T5002双变频器拉丝机专用控制器，方案成熟可

靠，操作面板可作为线速度表和计米表使用；

÷T5001速度方案下的拉伸和收放卷控制，需提供位

置信号，应用于直拉机、 焊丝机、 层绕机、 铜线拉

丝机等；

÷T6001转矩方案下的张力控制型变频器，工作在无

速度编码器反馈信号的场合，适用于无张力架 / 浮

动辊的收线机械。

台威变频器在拉丝机行业应用方案
Taiwei bianpinqi zai lasiji hangye yingyong fangan

T5000
变频器

T5000
变频器

T5000
变频器

T5000
变频器

T5000
变频器

T5000
变频器

D1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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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转矩大：切削时速度跌落相当丁开环状态下的十分之一，满足机床

主轴低速切削的加工要求；

÷稳速精度高：稳速精度为额定转速的0.02％，速度波动小；

÷可靠的运行控制：内置转矩限定和过压调节避免跳闸现象；

÷动态响应快：动态转矩的响应时间<10ms，切削加工突加突卸负载时的

速度波动小；

÷过载能力大：150％额定电流1分钟；200％额定电流0. 5秒。

÷变频器具有定位伺服特性；

÷完美的四象限控制技术支持0.1秒加减速正反运行；

÷主轴定位精度为±1个脉冲；

÷提供任意定位角度设定下的快速定向；

÷定位完成后的锁轴保持力大且无抖动。

T6000

变频器

÷输入电压适应能力强，瞬时波动20％额定电压情况下亦可使用；

÷体积相当于其它同等功率变频器体积的70％，安装更方便；

÷加厚的三防处理工艺及可选防尘盖板，增强产品在恶劣环境下的可靠性；

÷操作面板具有参数拷贝功能，大大降低调试和维护的工作量；

÷可配合各类编码器使用，PG反馈卡可提供分频功能；

÷速度给定方式多样：电压/电流模拟给定、脉冲给定、通讯给定。

÷变频器具有位置伺服特性；

÷完美的四象限控制技术支持0.1秒加减速正反转运行；

÷定位控制精度为±1个脉冲；

÷提供多达8个进位量的多点定位；

÷实现0.1秒加减速快速进位；

÷定位完成后的锁轴保持力大且无抖动。

简易位置伺服控制

主轴闭环控制

产品特点

方案优势

适应性强 产品特点

÷恒压控制：内置高效PID算法，快速响应用气需求；

÷变频/工频切换：保证供气系统工作不中断；

÷智能系统：定时控制、自动休眠、自动唤醒等功能；

÷联动控制： 多台空压机同时供气，自行分配工作时间和输出功率；

÷人机界面：可选文本显示和触摸屏图形显示。

普通空压机

变频空压机

 充气  日常工作区  休眠过渡    休眠区  充气  日   常   工   作   区   
时间t

0%

100% 

产品特点

÷采用高性能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术，高效变频节能，节

电率可高达50％；

÷紧密结合空压机的运行特性，专用一体化结构设计，彻底打

破传统“通用变频器+专用控制器”的控制模式，矢量控制稳

速精度高，快速精确响应实际压力变化，闭环恒压供气精度

可达±0.01MPa；

÷高启动转矩完全支持空压机满压带载启动;

÷超强的过载能力，更宽的调速范围,充分满足空气系统的临时

高负荷要求;

÷ 提供强大的全方位软/硬件保护，保证空压机系统的可靠性和

稳定性;

÷启动和运转平稳，对电网无冲击，设备损耗低，寿命长，噪

音低。

系统方案

÷标准变频器方案:结构精简、高性价比、维护方便;

÷空压机专用变频器方案: 变频/工频自动切换、 不间断供气、 稳定可

靠;

÷空压机节能一体柜方案: 外围部件少，安装简便;

÷插拔式端子，维护方便; 人体工程学设计，操作舒适。

功能介绍

台威变频器在机床行业应用方案
Taiwei bianpinqi zai jichuanghangye yingyong fangan

台威变频器在空压机行业应用方案
taiwei bianpinqi zai kongyaji hangye yingyongfangan

D1

D2

D3

D4

D5

TA

TB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专注驱动  引领潮流
FOCUS ON DRIVE LEAD TID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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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威变频器在塔式起重机、龙门吊应用方案
Taiwei bianpinqi zai tashiqizhongji  longmendiao yingyongfangan 

台威变频器在绞车提升行业应用方案
taiwei bianpinqi zai jiaoche tisheng hangye yingyongfangan

      台威变频器矿井提升机控制一体化方案是针对矿井提升机控制而提出的一

体化解决方案，对电机进行驱动具有明显的优点：

÷采用先进的DSP芯片和优良的矢量控制，使提升机所需功率和变频器输

出功率匹配； 

÷启动电流小，启动速度平稳无冲击，大大的减少了掉道现象； 

÷可靠性高，变频器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如过流过压过载短路等保护功

能； 

÷维护工作量低，不同于传统方案需经常更换接触器，大大降低维护成本； 

÷调速范围广，属于无极调速，加减速过程中电机控制平稳，调速时候手感

柔和，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同时没有串电阻生产的热量，大大改善 了

操作人员的工作环境； 

÷节能空间大，当矿井提升机处于提升状态时，节约的能量和转速成正比；

当处于下放状态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如果采用能量回馈单元，节约的

能量不仅和转速成正比，而且还加上回馈的能量； 

÷龙门吊、 桥机都属于重载型建筑机械，要求在提升重物、

降落重物时运行都应该平稳，启动转矩大且不能出现溜

钩。 因此，变频器在选型的时候一定要比电机扩大一个功

率等级去进行选型（如电机是37KW，则变频器选择

45KW重载型变频器）。 特别是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的

情况下，一台变频器带四台6极7.5KW 17A的电机，普通场

合下选择的变频器的电流应该天于四台电机额定电流之总

和，但是起重应用场合下选择变频器的功率应该是在此功

率的基础上再扩大一个功率等级。 因为在起重应用中，变

频器控制电机运行在设定抱闸松开频率（FDT电平）时，

抱闸系统才会松开。 如果FDT电平上下界频率设定不够合

理，那么变频器启动后，抱闸还没有松开的时候就会处于

超载限流状态，此时如果抱闸松开的话就可能会造成溜钩

故障。 同理，在下放货物的时候同样也容易出现类似的问

题。 因此，建议起重应用场合下，变频器在选型时应扩大

一个功率等级去进行选型。 另外，吊桥在下放重物时，电

机一直处于发电状态，而电机发出的电能经线缆反馈给变

频器，使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升高。 因此，制动单元和制

动电阻的选择也很重要，制动电阻必须能够将电机发电产

生的多余电能全部消耗掉，否则变频器容易过压保护或者

模块保护而使设备无法正常运行使用。

÷回转起、 停控制平稳，系统运行安全，性能可靠，高效节能，在变频器控

制下，电动机大部分时间没有达到额定转速，节能效果明显。 起升部分，

软起软停降低了机械传动的冲击，可明显改善钢结构的承载能力，延长了

设备的使用寿命，同时，台威变频器在龙门吊，工程机械的提升也得到广

泛应用，客户使用非常满意。

应用台威变频器后控制系统有如下优点

变频器选型

÷调试前要认真阅读说明书，了解现场需求。

变频器调试指导

÷台威变频在多个现场调试结果满足了客户要求，并一直稳

定地运行。台威变频在龙门吊应用获得客户高度认可。

÷能够和机械刹车以及安全回路完美配合使用，当使用

机械刹车时候变频器不会出现过载过流等现象，而且

当出现紧急情况或者停电的状态下，能够自动实现机

械刹车，最大限度的保障了安全；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稳定性高，速度不随负载的变

化而有变化； 

÷可以消除溜钩现象，即使在上升过程中中途进行了机

械刹车，不需要把重物放到平地上重新启动，在中途

就可以把重物拉起来而不下溜； 

÷上升和下降过程互锁，不容易出现操作失误； 

÷高速时候不能够随便改变运转方向，防止运行过程中

误打信号灯而导致变频器自动停机或者反转； 

÷台威变频器进行绞车控制，长期运行稳定，节能明

显，操作维护简单，提高用户的效益。

÷台威变频器主要用在回转机，起升机构，回转机构。

÷回转机构的特点是具有较大的惯性冲击，启动过快冲击大，停车和打反转

都不允许过快过急，否则不仅运转不平稳，还会损坏机构。 更好的解决办

法是采用回转专用减速机，同时采用变频调速使起制动最平稳。 台威变频

器具有启停平稳，稳速精度高，在回转机构得到广泛应用。

÷起升机构是塔式起重机最重要的传动机构，目前传统调速方式下要求重载

低速，轻载高速，调速范围大；起升机构调速方式的优劣直接影响整机性

能。

÷起升机构调速方式选择原则有三个：

1、起动要平稳，机械冲击小；

2、确保绝对可靠；

3、便于维护。

÷常采用4/8/32极多速电机实现。 台威变频器具有低速扭矩大，完全能满足

起升机构的要求。

÷T3000系列变频器可以很好地满足其要求。

÷功能调试，对于起升场合，必须将变频器的FDT功能调试到合适的位置，

使松开抱闸的时候不会出现下溜的情况，抱紧抱闸也要在恰当的时机，保

证不会出现下溜，并且保证变频器也不会出现故障。

÷某些现场使用一变频拖动两台电机的场合，台威变频可同时对两台电机做

自学习，但是电机铭牌上参数还是必须要输入进去的，否则造成电机电流

过大出现过载过流等报警；

÷回转机构减速时间不能太短，太短造成停车时出现先停下来然后出现反转

再出现正传回到原位，这个是由于惯性太大导致反向发电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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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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