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附附附  录录录录

技技技技术术术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当您在选用西门子传动产品遇到疑问时 请及

时与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发展与支持部联

系 我公司为柜产品提供调试服务 如您需要

请在订货时说明或与我公司发展与支持部联系

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发展与支持部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发展与支持部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发展与支持部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发展与支持部  热线热线热线热线

E-mail address: TS.Hotline@sedl.siemens.com.cn

传真 (022) 2497 7217
电话 (022) 2497 8800

当您在使用西门子传动产品发生任何故障时

请仔细填写 服务请求 表(见下页) 并将此

表立即传真至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服务中心

以便及时准确的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支持及售后
服务

感谢您的合作与支持!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A&D DS 服务部  传动服务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7 号 ( 100028 )
联系人 服务助理
电  话 010-64610005-666
传  真 010-64663481

Service Request  服务请求
服务号 ____________

Siemens Factory Automation Engineering Ltd.
A&D Service Department, DS Service Center
No. 7 jingshun Road, Chao Yang District Beijing

Tel: 010-64610005-666
Fax: 010-64663481

用户信息用户信息用户信息用户信息 (Information From Customer)

MLFB No.
装置订货号

Contact
联系人

Serial No.
装置序列号

Tel
电话

Customer
用户单位 (中文)

Fax
传真

Customer
用户单位 (英文)

Warranty Y/N
保修期  内/外

Address
用户地址

Post Code
邮编

Date
日期

Fault Report
故障描述

 请用户首先填写此服务请求并传真回我公司

 服务助理收到客户传真后与客户联系并告知服务号

 用户将装置发往北京时 请务必使用 门到门 的发货方式 运费由用户承担

 用户在装置的外包装上注明 传动维修 及我方服务号 并将此传真附在箱内(地址见左上角) 收

件人请使用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传动服务中心 不要使用具体人名

 如果用户没有使用 门到门 的发货方式或者没有注明服务号 后果自负

 用户发来的装置如经我方工程师检验并确认没有问题 按照规定需要收取一定的检验费

 保内装置如属于下列任何一种情况 应按保外处理

a. 接线错误

b. 电压等级使用错误

c. 现场使用环境违反装置的使用等级

d. 用户违反规定擅自对装置或备件进行维修和改动

e. 其它各类用户自身操作或调试不当引起的错误



西门子交西门子交西门子交西门子交 直流传动产品技术培训直流传动产品技术培训直流传动产品技术培训直流传动产品技术培训 培训联系人 孔  晶 Tel: (010) 6439 2860
Fax: (010) 6439 2870

D2100 D2101
变频器基础课

DAG 3 天

变频器 6SE70 (CU1/CU2) 调试课

D60 5 天

必备条件

电工原理基础知识

培训对象

使用或现场调试 Master Drives 设备的技术人员

培训对象

需要掌握交流传动技术的设计 销售 维修调试的人员

必备条件

应具有交流电机 传动及控制工程的基础知识

D1101 D1102
直流传动 6RA24 调试课

GMP3 5 天

直流传动 6RA70 调试课

GMP5 5 天

培训对象
使用或维护SIMOREG K 6RA24的技术人员

培训对象
西门子公司及用户使用或维护 SIMOREG 6RA70 的技

术人员

必备条件

应具有直流电机 传动及控制工程的基础知识

必备条件

应具有直流电机 传动及控制工程的基础知识

D2401 D2402
Drives Communication for SIMATIC S5 /交/直流
驱动器与 S5 通讯课

DR-S5 5 天

PROFIBUS-DP and U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DR-S7 4 天

培训对象
调试或维护交流/直流传动装置通讯系统的工程技术人员

培训对象
调试或维护交流/直流传动装置通讯系统的工程技术人员

必备条件

应具有 SIMATIC S5 控制系统的基础知识
应具有数字传动装置的基础知识

必备条件

应具有 SIMATIC S7 控制系统的基础知识
应具有数字传动装置的基础知识

D7001 D7002
SIMADYN D 全数字控制系统的编程和应用

D7-SYS 5 天

SIMADYN 传统模板 T400 编程及应用

D7-T400 3 天

培训对象
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自动化系统工程技术人员

培训对象
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自动化系统工程技术人员

必备条件

精通自动控制系统包括 PLC 编程 通讯和驱动装置(交
流变频器和直流变频器) 能读英文资料

必备条件

精通自动控制系统包括 PLC 编程 通讯和驱动装置(交
流变频器和直流变频器) 能读英文资料

D2102
变频器 6SE70 (CUVC) 调试课

D64 5 天

培训对象
西门子公司及用户使用或现场调试 Master Drives 设备

的技术人员

必备条件
应具有交流电机 传动及控制工程的基础知识



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交直流传动产品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交直流传动产品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交直流传动产品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交直流传动产品

使用说明书及样本目录清单使用说明书及样本目录清单使用说明书及样本目录清单使用说明书及样本目录清单

No. 资料名称资料名称资料名称资料名称 订货号订货号订货号订货号/代号代号代号代号

SIMOVERT MASTERDRIVES
矢量控制  使用说明书集

- 书本型变频器使用说明书(AC-AC)
- 装机装柜型变频器使用说明书(AC-AC)
- 书本型逆变器使用说明书(DC-AC)
- 装机装柜型逆变器使用说明书(DC-AC)
- 通讯板 CBP2 PROFIBUS
- 通讯板 CBC(CAN)
- 通讯板 SLB(SIMOLINK)
- OP1S 操作面板

- 扩展板 1(EB1)

#1

- 扩展板 2(EB2)

6SE7085-0NX60

#2 SIMOVERT MASTERDRIVES  矢量控制  使用大全 6SE7085-0QX60
#3 书本型变频器使用说明书(AC-AC) 6SE7085-0JD60
#4 装机装柜型变频器使用说明书(AC-AC) 6SE7085-0JK60
#5 书本型逆变器使用说明书(DC-AC) 6SE7085-0KD60
#6 装机装柜型逆变器使用说明书(DC-AC) 6SE7085-0KN60
#7 通讯板 CBP2 PROFIBUS 使用说明书 6SE7085-0NX84-0FF0
#8 通讯板 CBC 使用说明书 6SE7085-0NX84-0FG0
#9 通讯板 SLB (SIMOLNK) 使用说明书 6SE7085-0NX84-0FJ0
#10 OP1S 操作面板使用说明书 6SE7085-0NX60-Z-01
#11 端子扩展板 EB1 使用说明书 6SE7085-0NX84-0KB0
#12 端子扩展板 EB2 使用说明书 6SE7085-0NX84-0KC0
#13 SIMOVERT MASTERDRIVES

矢量控制应用于电梯和提升机使用说明书

6SE7085-0NX60-Z-00

#14 整流/回馈单元 规格 C ~ K 使用说明书 6SE7085-0AK85-1AA0
#15 制动单元使用说明书 6SE7085-0CX87-2DA0
#16 整流单元 规格 E 使用说明书 6SE7085-0AE85-0AA0
#17 整流单元 规格 B 和 C 使用说明书 6SE7085-0AC85-0AA0
#18 dv/dt 滤波器  使用说明书 6SE7085-0CX87-1FD0
#19 T400 卷绕控制 手册 英文 6DD1903-0AB0
#20 T400 角同步控制 手册 英文 6DD1903-0BB0
#21 T400 横剪/剪切控制 手册 英文 6DD1903-0DB0
#22 T400 配置手册 英文 6DD1903-0EA0
#23 SIMOREG DC Master 6RA70 系列

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使用说明书

6RX1700-0AD50

#24 SIMOREG K 6RA24 直流调速装置使用手册 6RX1240-0AD50
#25 SIMOREG K 6RA23 直流调速装置使用手册 6RX1230-0AD50
26 SIMOREG DC Master 6RM70

全数字直流调速柜用户手册

27 SIMOREG K 6RM24 全数字直流调速柜用户手册

* 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

28 SIMOVERT MASTERDRIVES 6SE71
交流电压源型变频调速柜用户手册

E86060-K5121-A111-A1-50001 SIMOREG 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

DA21
E20002-K4022-A101-A2-50002 SIMOREG 全数字直流调速柜

DA22
E86060-K5165-A101-A2-5000

# 样样样样  本本本本

3 SIMOVERT MASTERDRIVES 矢量控制

三相交流传动系统电压源型变频调速产品 DA65.10

* 价格参见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价格表

# 凡带有#标记的使用说明书我公司另备有光盘

如您需购买以上资料 请与当地西门子办事处或分销商联系



西门子西门子西门子西门子(中国中国中国中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销售机构联系地址销售机构联系地址销售机构联系地址销售机构联系地址

天津(制造厂)
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
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 174 号
邮政编码 300180
电话 (022)2497 9797
传真 (022)2497 7210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 7 号
邮政信箱 8543
邮政编码 100102
电话 (010)6472 1888
传真 (010)6472 1333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南京路 20 号
金皇大厦 3320/3322 房间
邮政编码 300202
电话 (022)2332 2525
传真 (022)2332 8833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泺源大街 22 号
中银大厦 18 楼
邮政编码 250063
电话 (0531)699 8118, 641 3984
传真 (0531)641 3242

西安
陕西省西安市长乐西路 8 号
香格里拉金花饭店 310/312 室
邮政编码 710032
电话 (029)324 5666
传真 (029)324 8000

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中路 76 号
颐中假日酒店 705/708 房间
邮政编码 266071
电话 (0532)573 5888
传真 (0532)576 9963

乌鲁木齐
新疆乌鲁木齐市西北路 39 号
银都酒店 604 室
邮政编码 830000
电话 (0991)458 1660
传真 (0911)458 1661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1 号
中国船舶大厦 7 − 11 楼
邮政编码 200120
电话 (021)5888 2000
传真 (021)5879 5155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五一中路 160 号
银华大厦 2218 室
邮政编码 410011
电话 (0731)441 1115
传真 (0731)441 4722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709号
建设银行大厦18楼
邮政编码 430015
电话 (027)8548 6688 (总机)
传真 (027)8548 6668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先烈中路 69 号
东山广场 16 − 17 层
邮政编码 510095
电话 (020)8732 0088
传真 (020)8732 0077

深圳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8 号
深圳特区报业大厦28 层南A B C 区
邮政编码 518009
电话 (0755)351 6188
传真 (0755)351 6473

福州
福建省福州市东街 98 号
福建东方大厦 5 楼
邮政编码 350001
电话 (0591)750 0888
传真 (0591)750 0333

厦门
福建省厦门市嘉禾路321号
汇腾大厦1502室
邮政编码 361012
电话 (0592)520 1408
传真 (0592)520 4535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 206 号
城市广场写字楼第二座14 − 15层
邮政编码 110001
电话 (024)2334 1110
传真 (024)2334 1107

大连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 99 号
珠江国际大厦 1809/1810 室
邮政编码 116011
电话 (0411)369 9760, 360 9638
传真 (0411)360 9468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西安大路 9 号
香格里拉大饭店 809 室
邮政编码 130061
电话 (0431)898 1100
传真 (0431)898 1087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 18 号
川信大厦 17 − 18 层
邮政编码 610061
电话 (028)619 9499
传真 (028)619 9355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 68 号
大都会商厦 18 层 08A − 11
邮政编码 400010
电话 (023)6382 8919
传真 (023)6370 2886

昆明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395 号
邦克大厦 26 楼
邮政编码 650011
电话 (0871)315 8080
传真 (0871)315 8093

售后服务中心售后服务中心售后服务中心售后服务中心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7 号
邮政编码 100028
电话 (010)6461 0005 − 666
传真 (010)6466 3481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138 号
永华大厦 19 楼
邮政编码 200120
电话 (021)6887 7123 − 201/202
传真 (021)6887 6811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先烈中路 69 号
东山广场 16 − 17 层
邮政编码 510095
电话 (020)8732 0088 − 2262
传真 (020)8732 0084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自动化与驱动集团中文网站
http://www.ad.siemen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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