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trolLogix 系统标准课程 

天数  4.5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将介绍RSLogix 5000的相关产品和控制系统的基本结构。明白产品的功

能、选型和系统配置；学会使用编程软件进行在线组态和编程；掌握基本指令的

运用；了解和组态网络通讯；同时提供动手实验的机会，使学员能正确地配置、

组态、和使用Logix5000控制系统, 并具有完成基本的系统维护和故障处理的能

力。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够完成下列任务： 

 了解ControlLogix系统的选型和配置 

 使用RSLogix 5000编程软件和RSLinx连接软件联机 

 创建一个ControlLogix项目 

 创建控制器的程序文件和数据文件 

 运用基本指令完成梯形图程序编写 

 组态本地I/O模块及模块参数设置 

 运用ControlNet网络组态远程I/O模块 

 控制器之间的Produced/Consumed通信和MSG通信 

 控制器项目的维护和文档管理 

 系统故障的查找和处理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Microsoft Windows计算机操作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具有基本的电气知识和了解工业控制的基本原理 

适合参加者 

需要使用和维护ControlLogix系统的工程技术人员或操作人员。 

 

 
 
 

 



 
ControlLogix 系统高级课程 

天数  4.5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将向学员介绍ControlLogix控制系统的资源运用。学会使用数组操作等高

级指令，了解中断任务的组态，了解控制器的一些高级功能及应用, 掌握NetLink

网络的拓扑结构、数据传输方式、网络组态和管理, 以及网络故障的查找和处理, 

从而具有ControlLogix控制系统的综合应用能力。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够完成下列任务： 

 了解控制器的资源运用 

 了解事件中断任务的组态 

 完成高级指令的编程 

 完成功能块的初步编程 

 完成用户自定义指令Add_On的定义和应用 

 完成系统设备阶段管理的基本编程 

 掌握ControlNet网络的结构、数据传输和组态、及优化概念 

 掌握DeviceNet 网络的结构、通讯和组态 

 了解EtherNet/IP 网络的结构、数据传输和组态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Microsoft Windows计算机操作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已完成ControlLogix系统标准课程 (CCP143S) 或具有同等水平 

适合参加者 

需要开发Logix5000应用项目, 或希望对ControlLogix控制系统有全面深入了

解的工程技术人员。 

 

 
 
 

 
 

 



 
ControlLogix 高级运动控制编程 

天数  2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将向学员介绍集成运动控制功能的 Logix5000 应用项目的组态和编程（包

括 SERCOS 和模拟运动）。学员将学习如何将 Logix5000 的架构应用到一个多轴

运动控制系统中，同时还要掌握在一个 Logix5000 系统中集成其它模块的编程开

发技巧，例如：添加系统模块、在多个控制器中共享任务、编制梯形图逻辑、和

使用离散量 I/O。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够完成下列任务： 

 使用坐标移位(Coordinated Move)指令来编写运动 

 掌握轴的手动调整 

 了解一个电子凸轮功能 

 学会编写输出凸轮指令 

 学会编写运动事件功能 

 能使用结构文本编写程序 

 了解上电程序的作用 

课前要求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已完成运动控制基本课程或具有驱动器、反馈装置、速度和位置闭环系统同

等应用经验 

 已学会运动控制的梯形图编程或具有同等水平 

适合参加者 

需要组态和编写 Logix5000 运动控制系统程序，并熟悉 Logix5000 系统和通用运

动控制的人员。 

 

 

 

 

 



 
ControlLogix 功能块编程 

天数  2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将向学员介绍 RSLogix 5000 的功能块图编程及其术语。并向学员提供实

验样机来练习编写 Logix5000 控制器的功能块图语言程序。学员将学会更改功能

块图的参数, 并创建和开发功能块程序。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够完成下列任务： 

 创建功能块图 

 编制逻辑性功能块指令 

 编写计时器和计数器功能块指令 

 编写模拟量功能块指令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 Microsoft Windows 计算机操作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了解基本的检测和控制理论和基本的闭环控制过程 

 完成了 ControlLogix 系统标准课程 (CCP143S)或具有同等经验 

适合参加者 

需要在 Logix5000 控制器上使用功能块图开发、调试、编写程序的人员。 

 

 

 
 
 
 
 
 
 
 
 
 

 
 

 



 
ControlLogix 结构语句/顺序功能图编程 

天数  2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将让学员在一个 RSLogix 5000 项目中，按给定的要求, 练习编写结构文

本和顺序功能图程序。因学员已具有了创建标签和组态 I/O 的项目开发能力，本

课程将介绍使用结构文本和顺序功能图语言进行编程的知识和技能。学员将学习

如何选择指令、表达式、结构, 并将这些元素输入到程序中。学员还将学习使用

强制和分步法测试顺序功能图逻辑。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够完成下列任务： 

 了解使用各种结构的结构文本 

 使用带有“Non-Stored” 动作限定、SFC_STOP 结构、“Time Limited” 动

作限定和“Stored”/“Reset” 动作限定的顺序功能图。 

 了解 SFR、SFP、和 EOT 的运用 

 学会检查逻辑 

 使用强制和分步执行来检验程序逻辑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 Microsoft Windows 计算机操作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完成 ControlLogix 系统标准课程 (CCP143S), 或具有基本的 RSLogix 5000

项目经验（如软件使用、创建标签、创建程序等）。 

适合参加者 

需要在任何 Logix5000 控制器类型的 RSLogix 5000 项目中应用和编写结构文本

和顺序功能图程序的人员。 

 

 

 
 
 

 
 

 



 
ControlLogix PhaseManager 项目设计 

天数  2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将向学员讲述 PhaseManager 的功能, 组态和编制符合 S88 状态模型的

Logix5000 应用。本课程讲述的是一种高效的组织和构造批处理应用的工具。学

员将学会通过识别应用项目中的控制和设备模块的方式来组织一个含有设备状

态管理的 RSLogix 5000 项目结构。学员从设备步代码中分离设备编码，编制状

态逻辑完成设备状态间的转换，并完成一个根据批处理步骤, 使用内部顺序器来

激活每个设备步的项目。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够完成下列任务： 

 在 RSLogix 5000 项目中定义设备步及标准模型 

 从设备步代码中分离设备编码 

 监视和干预步的状态 

 使用步指令组态一个内部顺序器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 Microsoft Windows 计算机操作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已完成 ControlLogix 系统标准课程 (CCP143S) 或 ControlLogix 系统高级

课程 (CCP143A) 

 熟悉顺序功能图编程语言 

适合参加者 

需要在任何 Logix5000 控制器类型的 RSLogix 5000 项目中应用 S88 状态模型的 

人员。 

 
 
 
 
 
 
 

 

 



 
CompactLogix 原理、组态、编程和维护 

天数  4.5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将牢固地建立 CompactLogix 系统的基础知识，介绍基本概念、技术术语

和系统硬件结构。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动手操作的训练，以获得查找和排除

CompactLogix 故障的能力。 

课程目标 

 识别系统硬件组成和在线联机 

 RSLogix 5000 项目的程序结构和执行过程 

 创建标签和监视数据 

 组态本地 1769-I/O 模块 

 组态远程 1769-I/O 模块 

 基本梯形图指令编写 

 文档打印组成和搜索项目 

 查找控制器故障和 GSV/SSV 指令 

 强制 I/O 和触发位 

 查找 I/O 模块故障 

 用趋势曲线查找故障和监视系统  

 项目文档管理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 Microsoft Windows 计算机操作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具有基本的电气知识和了解工业控制的基本原理。 

适合参加者 

本课程适合需要维护维修 CompactLogix 系统 – 但不具备 Logix5000 系统的

工作经验。 
 

 



 
SLC500 编程和维护 

天数  4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将向学员介绍SLC500硬件配置，学会处理器组态和通道组态，了解I/O组

态，学习梯形图编程，掌握一般指令的应用，熟悉操作编程软件，学会一般的故

障处理。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够完成下列任务： 

 识别处理器及系统的硬件配置 

 能完成处理器组态和通道组态 

 了解处理器的I/O组态 

 了解处理器程序结构和数据类型 

 能运用梯形图编写逻辑程序 

 运用基本指令和文件操作指令 

 了解MSG指令 

 熟练使用编程软件维护处理器和进行故障处理 

 学会I/O强制和故障查找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Microsoft Windows计算机操作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具有电气控制系统的维护经验 

适合参加者 

需要对SLC500系统进行故障诊断和维护，或更改梯形图程序和硬件的人员。 

  

 

 

       
 
 

                                                                              



 

PLC5 编程和维护 

天数  4.5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将向学员介绍PLC5硬件配置，了解硬件寻址方式，学会处理器组态和通道

组态，学习梯形图编程，掌握一般指令的应用，学会块传送指令的编程和组态。 

熟悉操作编程软件，学会一般的故障处理。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够完成下列任务： 

 识别处理器及系统的硬件配置 

 能完成处理器组态和通道组态 

 了解处理器的硬件寻址方式 

 了解处理器程序结构和数据类型 

 能运用梯形图编写逻辑程序 

 运用基本指令和文件操作指令 

 能使用块传送指令完成模拟量数据的传送 

 了解MSG指令 

 熟练使用编程软件维护处理器和进行故障处理 

 学会I/O强制和故障查找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Microsoft Windows计算机操作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具有电气控制系统的维护经验 

适合参加者 

需要对PLC-5系统进行故障诊断和维护，或更改梯形图程序和硬件的人员。 

  

 

 

 
 
 

 



 
GuardLogix 应用项目开发和维护 

天数  4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专为需要掌握 GuardLogix系统的人员所设。将向学员介绍 GuardLogix 

系统硬件和软件、功能、术语和安全标准。学员将学习使用安全指令编写程序, 组

态 CompactBlock  I/O安全模块。学员还将通过用于DeviceNet™的RSNetWorx™

软件来读取CompactBlock I/O的安全数据，并利用Produced/Consumed数据传送

方式 在EtherNet/IP 网络上发送安全数据。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够完成下列任务： 

 识别 GuardLogix System 硬件构成 

 使用 RSLogix 5000 软件创建新的 GuardLogix 项目 

 使用RSLogix 5000软件为 GuardLogix 项目组态CompactBlock I/O安全模块 

 在 GuardLogix 安全任务中编写RSLogix 5000 梯形图逻辑 

 学习使用用于DeviceNet 的RSNetWorx 软件读取安全I/O块数据 

 组态 GuardLogix控制器在EtherNet/IP网上发送和接受安全数据  

 识别 GuardLogix 安全标记和 Safety 锁定/解锁状态 

 监视 GuardLogix 系统中I/O 标签和GuardLogix 标签的数值 

 编写 GuardLogix 项目中的安全指令 

 故障诊断和更换 GuardLogix 系统部件 

 故障诊断和更换 CompactBlock I/O 模块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Microsoft Windows计算机操作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已完成 ControlLogix 系统标准课程 (CCP143S)和RSNetWorx软件使用经验 

 具有工业控制的一般经验 

适合参加者 

需要用 GuardLogix 控制器开发项目和监控和故障排除的技术人员 

 



 
EtherNet/IP 设计和组态 

天数  2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将向学员介绍通过管理网络上项目所需要的带宽和连接数目, 来成功地设

计和组态一个高效的EtherNet/IP (工业协议)网络的知识，将Logix5000 控制器和 

EtherNet/IP模块集成在一起, 并把EtherNet/IP网络组态至性能最优化。完成项目

中I/O模块的通信和控制器之间的通信。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够完成下列任务： 

 设计 EtherNet/IP 网络 

 优化 EtherNet/IP 网络 

 使用 BOOTP-DHCP Server 软件组态并修改以太网的 IP地址 

 使用 RSLinx 软件组态并修改以太网的 IP地址 

 使用 RSLogix 5000 软件组态并修改以太网的 IP地址 

 建立 EtherNet/IP 与远程设备的连接 

 通过 Ethernet/IP 网络发送和接收数据 

 使用 Message指令在多个控制器间通信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Microsoft Windows计算机操作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已完成ControlLogix 系统标准课程 (CCP143S) 

适合参加者 

需要设计和组态新的 EtherNet/IP 网络, 或需要管理和维护已有EtherNet/IP 

网络的人员。 

 

 

 
 
 

 
 

 



 
ControlNet 设计和组态 

天数  2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将向学员介绍将兼容 ControlNet 网络的硬件和软件，有效的设计和组态

成一个高效的控制网络所需的知识。学员将从选择正确的网络媒介质开始，直至

组态传送数据的连接结构, 通过练习设计和组态的每一步来获得相应的经验。完

成本课程时，学员就能够设计一个 ControlNet 网络媒介质系统，组态和运行一

个高效控制网络, 并组态设备间的连接传送数据。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够完成下列任务： 

 设计 ControlNet网络的电缆系统 

 离线组态 ControlNet 网络 

 在线连接 ControlNet 网络 

 在PLC-5 控制器中组态周期的 ControlNet网络 I/O 数据刷新 

 在PLC-5 控制器中使用 ControlNet 信息指令(Message) 

 在Logix5000 控制器中组态周期的 ControlNet网络 I/O 数据刷新 

 在Logix5000 控制器中使用 ControlNet 信息指令(Message)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Microsoft Windows计算机操作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已完成ControlLogix 系统标准课程 (CCP143S) 

适合参加者 

需要设计和组态新的ControlNet网络, 或需要管理和维护已有ControlNet 

网络的人员。 

 

 

 

 

 

 



 
DeviceNet 组态和维护 

天数  3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将向学员介绍在 ControlLogix或 SLC 500 平台来成功地设计和组态一

个高效的 DeviceNet 网络所需要的知识。为实现这个目标，学员将由设计电缆

系统开始, 再组态驱动器、扫描模块和其他网络组件。本课程也向学员介绍如何

在最短时间内排除一个出错的 DeviceNet 网络的故障并使其恢复正常运行。学

员首先将检查网络的安装是否正确，然后再一系列与硬件和软件相关的任务来隔

离DeviceNet 网络的问题，学员还将学习如何根据需要添加和更换网络设备。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够完成下列任务： 

 设计 DeviceNet 电缆系统 

 组态 DeviceNet 网络 

 配置 DeviceNet 网络上的节点 

 组态 DeviceNet 扫描器模块 

 通过DeviceNet网络读取/下载输入和输出数据 

 使用 Explicit Messaging在DeviceNet 网络上进行通讯 

 使用 RSNetWorx for DeviceNet 软件诊断网络的故障 

 使用硬件指示灯和LED面板诊断网络的故障 

 使用 RSLogix 500 或 RSLogix 5000 软件诊断网络的故障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Microsoft Windows计算机操作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已完成ControlLogix 系统标准课程 (CCP143S) 

适合参加者 

需要设计和组态新的 DeviceNet 网络, 以及需要在一个 DeviceNet 网络上查

找、解决问题或进行基本维护的人员  

 

 

 



 
FactoryTalk View SE 架构和编程 

(原 RSView SE) 

天数  4.5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将帮助学员开发FactoryTalk View SE 的应用。将讲授FactoryTalk View 

SE 软件的各种功能和特性, 并配合练习, 来强化其在工业应用上的概念。学员

将有机会创建一个应用项目, 并绘制显示图像，学员还将学习使用RSLinx 

Enterprise 软件和FactoryTalk诊断系统。 

课程目的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够完成下列任务: 

 了解FactoryTalk View SE系统结构和安装过程 

 组态RSLinx Enterprise 驱动软件 

 建立数据点和OPC的直接引用 

 建立独立的 SE 项目 

 图像显示和全局图形(Global Object) 的使用 

 设置报警 

 数据趋势图 

 宏命令、符号命令、和按键定义的使用 

课前要求 

 具有在Microsoft Windows 2000 或 Windows XP环境下操作计算机的经验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具有工业控制应用和可编程控制器使用经验为佳 

适合参加者 

需要开发 FactoryTalk View SE 单机或分布式应用系统的人员 

 

 

 

 
 

 



 
FactoryTalk View ME 和 PV Plus 编程 

(原RSView ME) 
天数  3 天 

课程目的 

这是一门技能建立课程, 将向学员介绍开发在新一代 PanelView Plus 终端上运行

的FactoryTalk View Machine Edition (ME)应用所必备的知识。学员将建立一个

可运行的 PanelView Plus终端。学员还将使用 RSLinx 企业版建立通讯并使用 

FactoryTalk ME 软件创建对应的动画图形、组态报警和趋势图等。最后学员还将

练习如何把FactoryTalk View ME 应用项目下载到 PanelView Plus终端中。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够完成下列任务: 

 创建符合用户要求的 FactoryTalk View ME 应用 

 添加和组态 FactoryTalk View ME 画面 

 创建并修改标签 

 创建和组态基本动画对象和激活控制 

 组态系统安全设置 

 创建数据日志记录和趋势图 

 组态报警功能 

 组态PanelView Plus 终端 

课前要求 

 具有在Microsoft Windows 2000 或 Windows XP环境下操作计算机的经验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适合参加者 

需要在 PanelView Plus 终端上创建 FactoryTalk View ME 应用的人员，课堂

上学到的软件技能也可以直接应用到在 Windows计算机或 VersaView® CE 工业

计算机上运行的FactoryTalk ME应用中。 

 

 

 
 

 



 

RSView32 项目开发和维护 

天数  4.5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将教授学员如何使用 RSView32 软件创建具有最新 Microsoft OLE/COM和 

ActiveX技术的, 功能强大的32位人机监控 (HMI) 项目 ，同时学员还将学习 

RSView32 软件如何与罗克韦尔软件的其它产品、 Microsoft 产品及第三方产品紧

密协同工作。学员将创建一个基本的、使用了RSView32 软件大量功能强大工具的

HMI/MMI应用．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够完成下列任务: 

 定义 ODBC、OLE、COM、和 DDE 

 使用 RSLinx 与处理器建立通讯 

 组态数据显示和输入区 

 与其它罗克韦尔软件项目链接 

 创建新的 RSView32 项目 

 对图像添加控制 

 使用符号命令和宏命令 

 使用事件探测器和报警系统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 Microsoft Windows 计算机操作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具有工业控制应用和可编程控制器使用经验为佳 

适合参加者 

需要了解创建高性能 HMI/MMI 项目的基本概念的人员 

 

 

 

 

 

 



 
PanelView 和 PanelBuilder32 应用开发 

天数  3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将向学员介绍如何成功地设计和组态一个PanelView 标准终端的应用程

序, 以用于控制和监视设备的运行。学员将首先使用 PanelBuilder™32 软件练

习如何建立操作员界面屏幕，然后，再将PanelView终端和处理器连接, 来激活

和验证正确的屏幕操作。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够完成下列任务: 

 准备标准的 PanelView 终端 

 创建一个应用、建立标签数据库和背景文本 

 定义网络通讯参数 

 下载应用项目到PanelView 终端 

 创建控制对象和图形显示 

 创建信息和报告 

 完成PanelView 标准终端和 PowerBuilder32 应用项目的故障诊断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 Microsoft Windows 计算机操作 

 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具有使用RSLogix 500 软件编写梯形图程序的经验 

 已完成 PLC-5/SLC 500 基础课程  

适合参加者 

需要创建 PanelBuilder32 应用, 和需要使用PanelView 标准终端来控制和监

视设备运行的人员。 

 

 

 

 

 

 



 
Kinetix6000 组态、编程和维护 

天数  4.5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将向学员介绍运动控制的概念、功能和应用，学习Logix5000集成运动控

制项目中的组态，学习编写基本的运动控制指令，掌握判断 Kinetix®  6000系

统的一般故障所需的技能，学习如何维护和诊断一个多轴的运动控制系统，学员

将练习使用故障代码表、系统LED指示灯、和其它状态指示器来识别相关的硬件

和软件故障。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够完成下列任务: 

 识别运动控制系统的构成和功能 

 应用基本的运动控制概念 

 识别交流和直流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的功能 

 识别反馈设备和软件伺服环的功能 

 组态应用运动控制的 Logix5000 的系统 

 组态 SERCOS 伺服轴和模拟量伺服轴 

 对轴进行测试和调整 

 编写基本的运动控制程序 

 编写一个电子传动(Electronic Gearing) 程序 

 看懂 Kinetix 6000 系统 LED 指示灯和状态指示器的意义 

 掌握 Logix5000SERCOS 运动控制应用中的故障处理程序 

 排除 Kinetix 6000 系统的一般问题, 并能更换部件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 Microsoft Windows 计算机操作 

 具有一般的英语阅读能力 

 已完成 ControlLogix 系统标准课程(CCP143S)或具有同等水平。 

  适合参加者 

需要学习基本的运动控制概念, 需要维护、诊断和排除 Kinetix 6000 运动控制

系统故障的人员。  

 



 
Ultra3000 组态、编程和维护 

天数  4.5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将向学员介绍 Ultra™3000 数字伺服驱动器的功能、特性和优点。 学员将

了解 Ultra3000 系统的型号与其输出功率间的关系。还将学习Ultra3000的有效

I/O及更新时间。课程其间, 学员还将学习如何对Ultra™3000 数字伺服驱动器进行

配接线，也将熟悉Ultraware 软件的特性和使用, 及其如何与 Ultra™3000 数字伺

服驱动器协同工作。此外, 学员还将学习组态Ultra™3000的SERCOS功能，以及如何

激活SERCOS接口。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够完成下列任务: 

 明白 Ultra3000 的技术规范 

 掌握 Ultra3000 的接线 

 使用 Ultraware 软件 

 组态 Ultra 3000 演示设备 

 使用模拟量速度模式 

 使用位置跟随模式 

 使用间接寻址模式 

 理解 SERCOS 概念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 Microsoft Windows 计算机操作 

 具有一般的英语阅读能力 

 已完成 ControlLogix 系统标准课程(CCP143S)或具有同等水平。 

适合参加者 

需要对 Ultra3000 数字伺服驱动器进行设计、维护和编程的人员  

 

 

 

 

 

 



 

 
PowerFlex 7000 中压变频器编程、通信和维护 

天数  4.5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介绍的相关概念和技巧将帮助学员成功地维护、诊断和排除 PowerFlex 

7000中压交流变频器的故障。学员将学习识别 PowerFlex 7000中压驱动器的硬

件及其正确接线方法，学习诊断特定的与负载、环境和设备相关的故障。课程中，

学员将使用LCD HIM人机操作面板、 DriveExplorer软件和 DriveExecutive 软

件来清除故障和报警。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执行下列任务： 

 明白 PowerFlex 700中压变频器的硬件和结构 

 组态变频器的参数 

 组态电机的控制选项 

 选择速度反馈类型 

 组态 Gear-In 应用 

 组态 Synchlink 通讯 

 诊断和排除 PowerFlex 7000中压变频器的故障 

 安装并组态 ControlNet 通讯适配器 

 安装并组态  EtherNet 通讯适配器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 Microsoft Windows 计算机操作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具有电气原理、电路和安全的一般知识 

 具有使用万用表、电流表、示波器和摇表的经验 

适合参加者 

需要起动、组态、维护和故障诊断中压变频器的人员 

 

 

 



 

PowerFlex 700 编程、通信和维护 

天数  3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将介绍相关概念和技巧, 帮助学员成功地对PowerFlex 700交流变频器进行

设置、起动、维护和故障诊断。学员将学习如何识别PowerFlex 700变频器的硬件

及其正确接线。并将学习如何诊断特殊的与负载、环境和设备相关的故障．学习过

程中, 学员将使用LCD HIM 人机操作器、DriveExplorer 软件和 DriveExecutive 

软件来清理故障和报警．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执行下列任务： 

 识别PowerFlex 700 变频器的硬件和结构 

 PowerFlex 700 变频器硬件的更换和接线 

 使用HIM或软件查找, 监控和修改参数 

 清除 PowerFlex 700 的故障和报警 

 起动变频器 

 组态通讯 

 诊断和排除 PowerFlex 700 变频器设备的故障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 Microsoft Windows 计算机操作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具有电气原理、电路和安全的一般知识 

 具有使用万用表、电流表、示波器和摇表的经验 

适合参加者 

需要设置, 起动, 维护和故障诊断 PowerFlex 700 变频器的人员 

 

 

 

 

 

 



 
PowerFlex 700S 编程、通信和维护 

天数  3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介绍的相关概念和技巧将帮助学员成功地维护、诊断和排除 PowerFlex 

700S 交流变频器的故障。学员将学习识别 PowerFlex 700S 驱动器的硬件及其

正确接线方法，学习诊断特定的与负载、环境和设备相关的故障。课程中，学员

将使用LCD HIM人机操作面板、 DriveExplorer软件和 DriveExecutive 软件来

清除故障和报警。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执行下列任务： 

 明白 PowerFlex 700S 的硬件和结构 

 组态变频器的参数 

 组态电机的控制选项 

 选择速度反馈类型 

 组态 Gear-In 应用 

 组态 Synchlink 通讯 

 诊断和排除 PowerFlex 700S 变频器的故障 

 安装并组态 ControlNet 通讯适配器 

 安装并组态  EtherNet 通讯适配器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 Microsoft Windows 计算机操作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具有电气原理、电路和安全的一般知识 

 具有使用万用表、电流表、示波器和摇表的经验 

适合参加者 

需要起动、组态、维护和故障诊断 PowerFlex 700S 变频器的人员 

 
 
 

 

 

 

 



 
PowerFlex 400 HVAC 应用的现场启动 

天数  2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将帮助学员在HVAC中有效地启动PowerFlex 400交流变频器。学员将学习根

据应用中不同的安装需求选择驱动器类型，并能够识别Flex 400变频器的硬件和适

合的程序，并维护典型的启动部分。学习过程中, 学员将使用LCD HIM 人机操作器

和DriveExplorer 软件来编程和监视驱动器参数．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执行下列任务： 

 了解基本的驱动和电机技术 

 与产品有关的特性需求 

 检查驱动器的正确安装 

 编程和起动变频器 

 组态通讯 

 诊断和排除 PowerFlex 400 变频器设备的故障 

课前要求 

 能够进行基本的 Microsoft Windows 计算机操作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具有电气原理、电路和安全的一般知识 

 具有使用万用表、电流表、示波器和摇表的经验 

适合参加者 

需要设置, 起动, 维护和故障诊断 PowerFlex 400 变频器的人员 

 

 

 

 

 

 

 
 
 
 

 



 
1336 PLUS II 组态和维护 

天数  3 天 

课程目的 

本课程, 学员将学习重新组装1336 PLUS II 变频器硬件构件、更改起动设置, 诊

断及排除变频器故障。学员将通过诊断及修理 1336 PLUS II 变频器, 来学习如何

减少设备停机时间。学员还将有机会学习利用1336 PLUS II 变频器拥有多种网络

模块选项的优势, 来优化和扩展变频器的性能和应用. 还将学习如何组态 1336 

PLUS II 变频器在多种网络上的通讯。 

课程目标 

课程完成后，学员将能执行下列任务： 

 变频器硬件的更换和接线 

 使用电气测量工具检测变频器 

 进行变频器上电前和上电后的检查 

 使用人机界面修改变频器参数 

 使用 DriveTools 和 DriveExplorer 软件查找、监测和修改变频器参数 

 起动变频器 

 组态通讯 

 诊断和修理变频器 

课前要求 

 具有在 Microsoft Windows 环境下操作计算机的经验 

 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 

 具有电气原理、电路和安全的一般知识 

 具有使用万用表、电流表、示波器和摇表的经验 

适合参加者 

需要更换、起动、维护和故障诊断 1336 PLUS II 变频器的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