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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承蒙惠购SANKEN通用型变频器 ，非常感谢。

本变频器是对感应电机进行调速驱动的装置。其内置有微处理器，故功能齐全，操作简便。为了

充分利用本机的功能，务请在使用之前，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以便于今后长期安全正确地使

用。

【为了安全使用本机】

■ 为了防止给您和他人造成人身危害及财产损失，安全地使用本机，在本使用说明书和装置上

标有务请遵守的注意事项。请在使用之前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并正确加以使用。

■ 阅读完使用说明书后，请将其存放在本机附近便于经常查阅的场所。

■ 本使用说明书中，安全注意事项的重要等级以【危险】、【注意】进行分类。

如果忽视该提示警号而进行了错误的操作，可能会造成人身伤亡事故。

如果忽视该提示警号而进行了错误的操作，可能会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

损失。

※ 另外，即使是［注意］中所记载的事项，根据不同情况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因此所有内容均非常重要，务请严格遵守。

此图形符号表示可能会造成危险的事项。

在◇中标有具体的危险内容（左图所示情况为一般性危险）。

此图形符号表示必须引起注意的事项。

在△中标有具体的注意内容（左图所示情况为一般性注意事项）。

此图形符号表示禁止的事项（严禁）。

在 中标有具体的禁止内容（左图所示情况为一般性的禁止事项）。

此图形符号表示强制执行的项目（必须执行的事项）。

在●中标有具体的指示内容（左图所示情况为一般性的强制事项）。

   危险

   注意

图形符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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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1. 安装变频器时，请用规定的螺丝牢固地安装在金属板上。

2. 变频器及电机的接地端子( )务请接地。

3. 在变频器的电源一侧，必须设置与变频器容量相适应的MCCB（断路开关）。

4. 变频器设备内部有高压电路部分，因为有可能造成触电等重大人身事故，所以严禁用手

触摸机内部件。

5. 在进行保养、检查时，请切断电源，两分钟后，用万用表确认端子盘X、P之间没有电压后，

方可进行保养和检查。

6. 变频器即使停止运转，机内仍存有电压，因此请勿用手触摸端子盘。

7. 变频器运行前，请确认电机等负载侧的安全之后，方可使用。

8. 在长时间不使用时，务请切断电源。

9. 本设备是面向国内生产的，因此如要出口本设备，务请与本公司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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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注意事项

1-1 安装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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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布线时的注意事项

1-2 布线时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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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运转操作时的注意事项

1-3 运转操作时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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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保养、检查时的注意事项

1-5 关于废弃

1-6 其它

1-4 保养、检查时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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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的确认和注意事项

2-1 产品的确认

打开包装后，请确认下述项目：

（1）请从机壳表面的铭牌来确认产品的型号、容量是否与订货一致。

图2-1 变频器铭牌

表2-1 适用电机/型号（200V系列）

表2-2 适用电机/型号（400V系列）

（2） 确认在运输过程中有无损伤诸如凹坑等。

若发现此类问题，请与代理经销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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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使用前的注意事项

1. 务请在符合标准规格的环境（如温度、湿度、振动、尘埃等）下使用。

2. 初次运转时，请仔细检验布线是否正确。

特别是电源线（输入）和电机线（输出）有无接错，否则会损坏变频器。

3. 变频器的使用寿命，受设置场所的环境温度的影响很大，因此使用时降低环境温度是延长使

用寿命的重要因素。

4. 当该设备设置在控制柜内使用时，希望能够充分考虑到柜的尺寸和良好的通风措施。

5. 如果在变频器输出端安装用于功率因数补偿的电容器或电涌限制器，可能会因变频器输出的

高次谐波成份而发热甚至损坏。另外，当变频器中的电流过载时，会自动进行过电流保护动

作，请勿将电容器或电涌限制器接在变频器上。

如要提高功率因数，可在变频器的直流端安装直流电抗器或输入侧安装交流电抗器。

6. 用兆欧表进行测试时，请按本说明书（10-3兆欧表测试）的方法进行操作。

7. 在使用漏电断路开关时，请选用对应高频、电涌的断路开关。

8. 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原则上不要设置电磁接触器。

否则在变频器运转过程中，打开或关闭电磁接触器都会产生过大电流。

9. 由于完全电磁型的MCCB，其操作特性会因高次谐波电流而发生变化，因此选择容量时应稍

大一些。

2-2 使用前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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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

3-1 安装场所和保存

（1）请在避开阳光直射或高温多湿，选择无腐蚀性气体、易燃性气体、油烟和多尘的清洁干

燥的场所安装。

（2）请安装在没有振动的场所。

请在表3-1所示环境下使用。

表3-1 使用环境

请在表3-2所示环境下保存。

表3-2  保存环境

表3-3  主机安装螺丝

主 机 安 装 螺 丝

GS-0.4K～1.5K M4

GF-0.4K～4.0K 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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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装方向和空间

（1） 本变频器为壁挂型。

（2） 请把变频器垂直地安装在平坦的墙面上。

（3） 由于变频器会发热，所以请确保其周围有足够的空间，以便保持良好的散热条件。

（4） 当把变频器安装在控制柜内时，请装上换气扇等通风设备，以使变频器的环境温度低于

40℃。

（5） 当把变频器安装在控制柜内时，可以通过将发热部分露于柜之外的方法降低盘内温度。

（6） 由于本装置是用IP-20保护结构标准制作而成的，所以请根据使用目的把变频器安装在

适当的控制框内进行使用。

图3-1  变频器周围的空间

3-2 安装方向和空间



- 13 -

                        (正确实例)                          (错误实例)

图3-2 盘内的安装方法

                    (正确实例)                                           (错误实例)

图3-3 盘内换气扇的安装位置

3-2 安装方向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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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前盖板的打开和关闭

（1） 打开方法

用力压翻盖手柄，向上打开翻盖（图3-4）。

  图3-4  盖板的打开

（2） 关闭方法

下压翻盖至手柄卡构与外壳孔固定即可。

3-3 前盖板的打开和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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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操作面板的拆卸和安装

（1） 拆卸方法

用力压操作面板螺纹手柄，脱离外壳卡钩（图3-5），即可拆下面板。

                   拆卸方法                    安装方法

图3-5 操作面板的拆卸和安装

（2） 安装方法

使操作面板上端方孔压入外壳凸台，然后下压操作面板（图3-5），即可装上。

3-4 操作面板的拆卸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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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接线

4-1  接线时的注意事项

接线时，请断开变频器输入电源，用万用表等确认无外加电压，并确认直流端子P、X之间的电压

为DC30V以下再进行。

（1） 务必在电源和输入电源端子（R、S、T）之间装上MCCB（断路开关）。（使用漏电断

路开关时，请使用对应高频对策的开关。）

另外，请在MCCB与输入电源端子之间装上MC（电磁接触器）。

图4-1  变频器基本接线图

（2）接至电源输入端子（R、S、T）的配线，无需考虑相序。

（3）请把电机与输出端子（U、V、W）正确接线。

如果变频器与电机间的总接线长度过长，由于导线的分布电容，高频漏电电流将相应增加，从

而对变频器本身和周围设备造成恶劣影响。

因此，请将变频器与电机间的总布线长度控制在表4-1所示数值以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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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变频器与电机间的布线长度

● 当同时驱动数台电机时，接到各电机导线的总长度应在表4-1所示数值以下。

● 因变频器元件的开关而产生的电涌电压相互叠加之后，将加到端子电压之上。特别是，400V

级电机的布线长度过长的话，电机绝缘性能会减弱。因此，务必采取以下对策。

①使用加强了绝缘性能的电机。

②尽量缩短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布线长度。（使其在10～20m以下）

（4） MCCB、MC的容量和电线直径请参阅表4-3。

电源线、电机线的端子请使用带套管的压接接头。

（5） 接到控制电路端子的接线，请使用屏蔽线或双绞线。并且，接线时应尽量远离主电路、

强电电路（包括200V继电器的时序回路）。

（6） 为防止接到控制电路端子的继电器接触不良，请使用微小信号用接点或是双接点的继电

器。

（7） 请将接地端子（ ）可靠接地。

另外，接地时请务必使用变频器的接地端子。（请勿使用框架或外壳。）

根据电气设备技术标准，请将200V系列接在实施D种接地工程的接地板上，将400V系列接在实

施C种接地工程的接地极上。

表4-2  接地工程的种类

● 请勿将接地线与焊机、动力设备等共用。

● 使用接地线时，请按照电气设备技术标准中所定规格使用，并尽量缩短布线距离。

● 当使用数台变频器时，注意勿使接地线呈环状分布。

4-1 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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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接地方法

表4-3  MCCB、MC的容量和电线直径

注意1：主电路电线的种类为变频器周围温度40℃时600V IV塑料绝缘电线时的情况。

注意2：所谓最大电线截面积，是受端子盘尺寸所限制的最大截面积。

4-1 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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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端子连接图

（1）主回路端子

1φ 200V系列

图4-3-1 GS-0.4K～0.75K的情形

表4-4  主回路端子的说明

    ※1  连接直流电抗器时，请将X与X1之间的短路片拆下。

4-2 端子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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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φ 400V系列

图4-3-2 GF-0.4K～4.0K的情形

表4-5 主电路端子的说明

※1   连接直流电抗器时，请将X 1 与X 之间的短路片拆下。

4-2 端子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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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外部制动电阻选择例

※ 本表中所示选例为制动电阻的最大使用率为10%ED时的情形。

以上情形下，请将进行制动电阻保护的Cd049（制动电阻使用率）设在10%以下。

当%ED被设为10%ED以上时，请将（表4-5）中制动电阻容量按比例放大。

例）当设为20%ED时，请将容量放大为10%ED的2倍。

4-2 端子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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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制回路端子

图4-4 控制电路端子连接图

  １）采用电位器设定频率

●请使用5KΩ、0.3W以上的电位器。（功能指令码Cd002=3）
●布线时，请使用屏蔽线，并把端子侧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到共用端子（ACM），另一

 端则不进行接线。

4-2 端子连接图

RXR TRB TRA DCM DO IRF VRF + V

F A F B F C COM1 AOUT DI6 DI5 DI4 DI3 DI2 DI1 CO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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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多功能输出（开路集电极输出）

●  以下是多功能输出端子DO的使用示例。

※使用继电器等时，务必装上电涌抑制器（二极管的反相并联）。

图4-5  多功能输出（开路集电极输出）的使用示例

注意：多功能输出的最大输出电流为50mA。

  3）紧急停止（多功能输入ES端子）的信号模式切换

● 当作为多功能输入端子的输入选择紧急停止指令（ES）时，信号切换方法如下所示。

● 进行信号切换时，请使用功能指令码Cd070:ES输入端子功能来进行选择。

● 通常输入为常开信号时

● 通常输入为常闭信号时

图4-6 ES端子的信号模式切换

（3） 操作面板的电线连接

●当需拆下操作面板、以安装在外部时，请在拆下标准电线后，使用5m以下、带屏蔽的市

售8针电缆（两端为RJ45型）进行连接。

4-2 端子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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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端子连接示例（使用控制端子时）

·使用控制端子时，请按照下图所示进行布线。模拟输入线请使用屏蔽线。连接频率表时请

使用双绞线。（功能端子的设定为产品出厂值。）

·使用操作面板进行运转时，仅通过主电路布线即可实现。（无需从外部使之运转或输入频

率指令。）

·电源与输入端子之间，请连接电路保护用的MCCB（断路开关）等。

·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启动或发生其它事故时，为了切断变频器电源以防故障或事故进一步扩

大，请按照下图所示将MC（电磁接触器）接在MCCB和输入端子之间。此外，MC的连接

位置应尽量靠近变频器。

图4-7 端子接续例子

4-2 端子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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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控制电路端子说明

4-2 端子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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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功能输入端子

● 所谓的多功能输入端子，即能以功能指令码的数据选择，将输入各端子（6ch）的含义自由分

配为各种不同的功能。

另外，复合端子可以将多项功能纳入一个端子。例如，当设为Cd630=11时，只需接通DI1端
子即可实现寸动运转。如将DI1～DI6的控制端子同COM2短路，即可实现信号输入：反之断

开则关闭。

表4-8  多功能输入代码一览表

4-2 端子连接图



- 27 -

表4-9  多功能输入端子功能一览表

※1 当采用“IF”功能时，输入IRF输入端子的4～20mA的模拟信号作为1速频率设定值，而与

Cd002的内容无关。在基于传感器的泵流量闭环控制系统或相似系统中，可以在用操作面板

进行人工设定的系统调节模式和用外部4～20mA模拟信号进行自动运转的常用模式间方便的

切换。

※2 在Cd071=3的PID控制模式中，在变频器停止而本输入端子ON的情况下，反应控制无效，变

成通常的V/f控制。

4-2 端子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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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端子连接图

（6） 多功能输出端子

● 多功能输出端子可通过功能指令码的数据选择，自由设置开路集电极输出的功能。

表4-10 多功能输出代码一览表

表4-11 多功能输出端子代码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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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操作面板

5-1 操作面板各部分名称

5-2 操作面板的各按键说明



- 30 -

5-3 显示模式

● 操作面板的显示模式分为【状态显示模式】和【功能代码显示模式】两种类型，可以利用

键进行切换。

表5-1  7段显示器的显示模式

●状态显示模式下，可利用 键依次选择频率、输出电流、无单位表示输出

表5-2  状态显示模式下的7段显示器的显示内容

●运转模式显示【运转】和【停止】状态。

表5-3  运转模式显示的内容

5-3 显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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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接通数秒期间，7段显示器上将显示本变频器的软件版本。

版本显示实例如下：

如变频器主体软件版本为Ver-1.00，则显示为：

5-3 显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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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转

6-1  运转前的检查

● 安装布线结束后,请在接通电源之前,进行下述检查。

(1) 布线是否正确,特别是要确认U、V、W端子是否错接了输入电源;

(2) 是否存在可能引起短路的线头;

(3) 螺丝、端子是否有松动;

(4) 输出端、时序回路等有无短路、接地障碍等。

6-2 试运转

■ 在Cd001(运转指令选择)设定于1(利用操作面板运转)的状态下,可以通过按操作面板上的运

转键 、停止键 进行运转、停止操作。

(停止操作不管显示模式处于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进行；而运转操作则只能在状态显示模式下方

可进行。)

按下 按键、 按键变更频率时，请设Cd002=1。

※以5Hz的频率下试运转(反白字符表示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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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运转

变频器出厂时的各种功能的设定如功能代码一览表所示。若要改变设定,请参照7-1设定方

法进行。

6-3-1 利用操作面板进行运转(状态显示模式下)

(1) 频率电位器设定

● 这是直接用操作面板上的旋钮来设定希望设定的频率的一种方法，也是在希望大幅度地改变

设定频率时的一种有效方法。

● 无论在运转期间还是停止状态均可进行操作。

● 使用操作面板上的旋钮设定频率时，出厂设定为Cd002=0。

※从0Hz直接设定成50Hz频率时

频率旋钮的设定按照旋钮信号最低值时的频率（偏置频率Cd13 6）和旋钮信号最大值时的频率

（增益频率Cd137）发生变化。

注意1： 设定频率为负值领域内，输出频率为0。

注意2： 运转中快速旋转旋钮，会发生电动机也同样突然加减速运转的危险情况。考虑负荷

状态，请以无危险的速度旋转旋钮。

6-3  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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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步进设定

● 这是用 或 键使所显示的频率增加或降低来设定目标频率的一种方法,是对设定频率

进行微调时的一种有效方法。

● 当在状态显示模式下显示频率或无单位表示时,无论是运转期间还是停止状态都可以进行操作。

● 用步进按键设定频率时，请设Cd002=1。

※在5Hz-50Hz范围内进行步进设定时

6-3-2  利用外部信号进行运转

(1) 在利用外部信号进行运转/停止时,请设置功能码Cd001=2。

(2) 在利用外部电位器4～20mA、0～10V等来设定频率时,请通过功能代码Cd002设定VRF或IRF。

(3) 使用外部信号时,请参阅图4-4控制电路端子连接图。

注意1: 如果FR(正转)、RR(反转)的两种信号同时输入,变频器不会运转。而在运转期间同

时输入两种信号的话,【输出频率锁定】功能开始启动,在加速或减速期间也会锁定

输出频率的变化。

注意2: 至于在切断运转信号,在变频器停止前输入与旋转方向相反的运转信号时的动作,在

启动、停止时根据所有功能代码的设定值而动作。因此,在0Hz附近的输出频率就会

因启动频率等的设定值不同,而无法形成连续性的变化。但是,改变方向旋转时,由于

直流制动不会启动,所以请把直流制动的初始频率设定得较低一些。

6-3 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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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JOG运转

(1) 若把多功能端子JOG-COM2之间短路,便变为JOG运转模式。

(2) 在进行JOG运转时,设定Cd001=2,并请把多功能端子JOG和COM2之间进行短路后,再把

多功能端子FR或RR和COM2之间进行短路。

(JOG运转只能用于利用外部信号的运转。)

(3) 以Cd028设定频率、Cd027设定加减速时间。

(4) 在运转期间,即使输入JOG信号,也不会起到JOG信号的作用;务请同时或先行输入JOG输

入信号。

另外,在JOG运转期间,即使将JOG-COM2之间断开,也会继续进行JOG运转。(若要停止,

请把运转信号置于OFF)
(5) 一旦启动JOG,它将会持续运转到变频器停止。所以,即使当JOG运转减速,在关闭变频器

之前如果对变频器进行再加速,则不管JOG端子运行状态如何,JOG还是会照常运转。运

转停止后要进行一般运转,请等待变频器完全停止,JOG端子处于OFF状态之后再启动运

转指令。

6-3  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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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保持运转

(1) 用按钮式开关等瞬时接点开始运转和停止时,按图6-1所示进行布线,并请设定功能代码

(多功能输入端子相关代码及Cd001=2)。

图6-1  运转信号保持电路

(2) 在利用外部信号端子进行运转或停止的情况下,停电再恢复供电后,若使电机不要重新启

动,请使用上述电路。

(3) 在利用保持功能进行运转的情况下,不能从下述各种状态进行重启。

①利用MBS多功能输入端子从空转停止恢复运转。

②利用报警自动恢复功能从报警停止恢复运转。

6-3-5  关于空转停止端子(MBS)的注意事项

空转停止端子是设想电机停止时利用机械制动来进行制动而设置的一个功能。所以,当使用该端

子使电机变为空转状态时,务请切断运转信号(OFF)。
如果运转信号在ON的状态下解除空转停止信号,那么变频器根据正常的运转程序及功能代码设定

开始重新运转,根据电机空转转速,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过电流或过电压,而造成报警停止，请

予注意。

6-3  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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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读取报警内容

● 变频器储存着以往5次的报警内容。利用Cd098可以读取已记录在案的报警内容。

6-4  读取报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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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操作错误时的显示

表6-1 操作错误显示

6-5  操作错误时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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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设定数据矛盾时的显示

● 输入的数据与功能码编号×××的数据相矛盾。请将其改变为没有矛盾的值,或者改变功能码

编号×××的值。

● 具有矛盾及抵触规则的功能码及其错误显示如表6-2所示。

表6-2  矛盾错误显示

注意: VRF、IRF两种输入,对同一功能的设定会进行矛盾的检查。不能将同一输入形态(例如:

Cd002=0～5V,Cd120=0～5V)同时设为2种功能。

但是,可根据功能设定的相互组合,使同一输入在2项功能上进行叠加(例如:Cd002=0～

5V,Cd120=0～10V)。对各输入端子进行功能分配时,请勿使2个信道(VRF、IRF)相重

复(矛盾)。

6-6  设定数据矛盾时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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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关于其它显示

表6-3  关于其它显示

6-7  关于其它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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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专门用语的定义

6-8  专门用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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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功能设定

7-1 设定方法（功能代码显示模式）

● 功能设定是利用功能代码显示模式来进行的。状态显示模式和功能代码显示模式的切换可用

键来完成。

状态显示模式  功能代码显示模式

      键

※设定Cd008=15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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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修改输入数值时，可按 键，待返回输入前的显示之后，即可重新输入。

● 要中止功能代码数据输入时，只需按 键，即返回功能代码显示模式。（如果在变更数值

后进行终止，则无需按 键，只要连按2下 键，即返回功能代码显示模式。）

● 复制功能（Cd084）（选购件）

这是一项将主机端的功能码数据发往操作面板端，或向其它主机发送功能代码数据的功能。

当需要将数台变频器设定为同一功能码数据时，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功能。运用此项功能，

只需在1台变频器加以设定，就可将功能码数据发往其它变频器。因此，可简便地进行同一功

能代码的设定。

<简单的功能码说明>

Cd084=   1：将当前功能码数据发往操作面板。

         2：将操作面板的存储内容发往主机。

详细的功能说明及操作方法请参阅Cd084的功能说明。

7-1 设定方法（功能代码显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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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设定方法（功能代码显示模式）

● 变更代码数据显示功能(Cd140)

这是一项显示从出厂初始值发生代码数据变更的功能代码及其数据的功能。

当需要调查当前功能代码与出厂初始值之间的不同点时，此项功能十分有效。因而可使维修

时的参数易于确认。

<简单的功能代码说明>

Cd140=  1：表示当前功能代码与出厂初始值相异；

详细的功能说明及其操作方法请参阅功能说明Cd140及其设定方法（图7-1设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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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设定方法（功能代码显示模式）

● 以下的功能代码数据，为防止因错误操作而导致数据被改写，有必要再次进行确认操作。需

确认操作的有：

Cd007（上限频率）： 120.0 以上

Cd084（复制功能）： 1，2

Cd099（数据初始化）： 1，3，99

※设定Cd099=1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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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设定方法（功能代码显示模式）

※交叉显示时发现错误操作，因而需要中止操作时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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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054,Cd055,Cd062,Cd063,Cd068,Cd069,Cd136,Cd137的设定方法

设定Cd054=-10时的步骤

7-1 设定方法（功能代码显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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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140的设定方法

要显示与出厂数据不同时的步骤

注意：发生变更的功能代码编号和功能代码数据显示时处于闪烁状态。

7-1 设定方法（功能代码显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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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功能码一览表

7-2 功能码一览表 Cd000-Cd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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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功能码一览表 Cd018-Cd048



- 51 -

7-2 功能码一览表 Cd049-Cd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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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功能码一览表 Cd071-Cd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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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功能码一览表 Cd120-Cd137



- 54 -

7-2 功能码一览表 Cd140-Cd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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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功能码一览表 Cd630-Cd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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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表中带阴影部分不能在运转期间变更设定值。

※1  输入的是适合的代表性参数。

※2～5如下表所示。

※6  Cd087停止中“OV”、“LV”报警切换功能仅在主控板CPU版本号为Ver-1.01以上有效。

7-2 功能码一览表 Cd641-Cd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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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功能说明

● 切换操作面板显示内容的功能。

Cd000=1 频率（Hz）

Cd000=2 输出电流（A）

Cd000=7 无单位显示

● 显示值及显示方法处于停止状态、运转待机及运转状态的变化如下表所示：

● 选择通过操作面板，还是通过外部信号来发出变频器运转停止指令的功能。

Cd001=1 : 通过操作面板运转

Cd001=2 : 通过外部端子运转

（但是，操作面板的stop 键是有效的。）

Cd001=3 : 通过通信功能运转

● Cd001=2（外部端子）控制端子FR、RR输入的信号有效。

其它控制端子输入与Cd001的数据无关，一直有效。

注意：即使在Cd001=1时，如果在FR、RR中任何一个端子上输入信号，则即便变频器处于停

止状态，也不能对Cd001的设定进行变更。

● 对1速运转时的频率设定方法进行选择的功能。

Cd002=0 : 从操作面板电位器上设定

Cd002=1 : 从操作面板上设定

Cd002=2 : 利用VRF端子输入的模拟信号进行设定(0～5V)

Cd002=3 : 利用VRF端子输入的模拟信号进行设定(0～10V或电位器)

Cd002=6 : 利用IRF端子输入的模拟信号进行设定(4～20mA)

Cd002=10: 利用VRF端子和 IRF端子输入的模拟信号的相加值进行设定(VRF+IRF)

Cd002=11: 利用VRF端子和 IRF端子输入的模拟信号的相减值进行设定(VRF-IRF)

Cd002=12、13: 系统预约

Cd002=14: 通信功能设定

7-3 功能说明 Cd000-Cd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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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信号频率输入演算功能

·该功能是指在变频器内部演算控制电路的模拟信号输入端子VRF、IRF(频率指令)的两通

道，将演算结果作为变频器的指令频率。各通道的输入指令通过各自的偏置、增益代码来

变换频率。其结果按照Cd002的设定进行加减运算。

·演算结果为负值时，显示固定为0，演算结果的上限由Cd007的上限频率决定。

如果VRF、IRF中任意一个的增益设定值（Cd054，Cd062）为负，演算结果中需要直线性

时，请将值设为Cd054=Cd062，Cd055=Cd063，再使用。

● 其它注意

注意1： 即使设为Cd002=2～11的情况下， 多档速（2～8速）运转期间或JOG运转期间的频

率设定值为在Cd028或Cd030～Cd036上所设定的值。

注意2： 请使用0.3W以上的5kΩ电位器。

注意3： 利用电位器设定频率时，相对于实际要设定的频率，请将增益频率Cd055的设定值调

大10%左右。

例）利用电位器将频率从0～60Hz之间设定时，请设定为Cd055=66Hz左右。

● 将V/f图形选择作为直线特性和平方律降低特性的功能。

Cd003=1：直线V/f （恒转矩负载用）

Cd003=2：平方律降低V/f （平方率降低转矩负载用）

● 在选择Cd003 = 2的情况下，通过选择Cd045 = 1（具有在恒速运转状态时的输出电流限制功

能），可以进行更有效的运转。

7-3 功能说明 Cd002-Cd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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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低频区域中，为补偿电机所产生的转矩不足，调节如下图所示的V/f图形的功能。

Cd004=0～20%（0.1%步进）

● 如果转矩提升过度，则会形成过电流状态，因此有时会引起输出电流限制功能起作用。边确

认边进行调节。

● 配合电机特性，确定任意的V/f图的功能。设定基准电压和基准频率。

Cd005=0： 基准电压是输入电压决定的可能的最大输出电压。另外，对输出电压不进行

自动调节。

Cd005=30～460(V)：

为基准电压值。进行输出电压自动调节。（200V系列为30-240[V]）

Cd006=0.1～400（0.01Hz步进）

7-3 功能说明 Cd004-Cd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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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用变频器不具备超过输入电压以上的输出电压的升压功能，因此有关本功能的自动

调节范围，只在由输入电压值所决定的可能输出的最大值的范围之内。例如，即使在

使用200V电源的配电系统中，设定Cd005=230V也是可能的。但是，这样的设定虽然对

增大V/f曲线的斜率的应用目的有效，但并不意味着输出电压可以达到230V。

● 设定输出频率的上限和下限。

● 由操作面板的误操作及外部频率指令信号的误动作引起的频率过大，设备侧要求的允许转速

范围等情况下起保护作用。

Cd007=30～400Hz(0.1Hz步进)

Cd008=0.1～200Hz(0.1Hz步进)

● 虽然可能超过上限频率的设定，但输出频率不会超过上限频率。

● 虽然也可能小于下限频率的设定，但低于下限频率时无实际的输出频率。

● 在设定下限频率时，请将起动频率(Cd010)设定为大于开始运转频率(Cd011)。

7-3 功能说明 Cd006-Cd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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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起动方式选择的功能

Cd009=1：从起动频率起动

Cd009=3：直流制动后从起动频率起动

● 所谓，直流制动后从起动频率起动，就是指诸如顶风时风扇朝反方向旋转那样，当变频器在

停止状态时由于电机受别的原因影响旋转时，可以在起动前利用直流制动使之停止旋转后起

动，这样可以减轻起动时的冲击，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起动方式。关于直流制动的设定请参照

Cd014-016。

● 为变频器开始起动的频率，设定频率小于起动频率时，变频器不会运转。

 Cd010=0.1～20Hz(0. 1 Hz步进)

例1) 在Cd010=20 Hz条件下

设定频率为50 Hz时，运转信号ON后，变频器即输出20 Hz，然后以设定的加速斜率使

输出频率向50 Hz上升。

例2) 在Cd010=20 Hz条件下设定频率为15 Hz的场合

设定频率为15 Hz时，即使运转信号作ON状态，但变频器处于运转待机状态，不作输

出。

● 作了一次起动后，虽然设定了低于起动频率的频率值(但实际应大于开始运转频率的)，然而

仍会继续运转。

● 当停止信号输入时，在输出频率达到起动频率以下时，变频器即停止输出。(在没有直流制动

的条件下)

● 该频率是决定变频器是否运转的频率值。

Cd011=0～20 Hz(0. 1 Hz步进)

● 如果从设定频率大于开始运转频率及起动频率，那么变频器从起动频率开始运转。

另外，如果在运转期间设定频率降到开始运转频率以下时，变频器便会进入运转待机状态，

并使输出频率降低到起动频率，停止输出。此时操作面板的运转模式显示闪烁指示处于运转

待机状态。

此功能在仅由来自外部指令进行运转和停止时有效。

例) 在Cd011=20 Hz、Cd002=3，利用电位器进行频率设定时通过调节电位器，使指令频率大

于20 Hz时开始输出， 在指令频率不足20 Hz时使输出频率降至起动频率为止并停止输出。

7-3 功能说明 Cd009-Cd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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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功能可设定从输入运转信号起到变频器起动之间的时间

Cd012=0～5秒(0.1秒步进)

● 变频器同市电进行切换运转等，可以对应时序电路的延迟时间。

● 在电机和变频器之间设置接触器，该接触器吸合和运转信号ON时，请设定Cd012=0.5秒左右。

● 报警自动恢复时，变为自动起动。

● 输入停止信号时选择停止方式的功能。

Cd013=1： 减速停止

这是按加减速曲线（Cd017)和减速时间(Cd023～026)的设定来使输出频率

下降，为通常使用的停止方式。

Cd013=2： 减速+直流制动停止

这与Cd013=1的情况相同的使输出频率降低，在输出频率降低到直流制动开

始频率(Cd014)以下时，直流制动快速停止旋转中的电机。

直流制动时间及直流制动力取决于Cd015和Cd016的设定。

Cd013=3： 空转停止

主开关器件的驱动信号与停止信号同时全部变为OFF，电机恢复为空转停止。

7-3 功能说明 Cd012-Cd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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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设定开始直流制动的频率和动作时间及制动力的功能。

Cd014=0.2～20 Hz (0. 1 Hz步进)

Cd015=0.1～10秒(0.1秒步进)

Cd016=1～10(1步进)

● 在Cd013=2时，利用输入的停止信号来降低输出频率，并在降低到由Cd014设定的频率以下

时，开始直流制动。

● 在Cd013=2时，制动期间的起动频率值(Cd010)变为无效。输出频率下降到直流制动开始频率

(Cd014)，开始直流制动。

● 起动时的直流制动动作，在输入运转信号满足起动条件后，启动直流制动，结束后从起动频

率开始起动。这种情况下，动作时间和制动力变为Cd015及Cd016的设定值。有关起动时的直

流制动请参照Cd009项目。

● 在输入着运转信号的状态下，当设定频率降低到开始运转频率或者直流制动开始频率以下时，

则根据开始运转频率和直流制动开始频率的大小不同而进行如下动作。

①开始运转频率＞直流制动开始频率

如果设定频率设定成小于开始频率，那么即使大于直流制动开始频率，也会使输出频率降

低到直流制动开始频率，并开始直流制动。

②开始运转频率＜直流制动开始频率

·即使把设定频率设定在直流制动开始频率以下，只要大于开始运转频率，还将继续运

转。

·在输出频率大于直流制动开始频率时，若虽把设定频率设定在运转开始频率以下，那么

会与①一样，会降低到直流制动开始频率，并进行直流制动。

·当输出频率低于直流制动开始频率时，把设定频率设定为运转开始频率以下时，那么就

会立即开始直流制动。

● 如果在直流制动期间，再次按停止键，那么就会解除直流制动。

● 在停止动作期间进行直流制动时，如果输入运转信号，则按通常的运转程序重新开始运转。

注意1： 在直流制动期间，由于没有电机旋转作用引起的自冷效应，电机容易处于过热状

态。为此，将直流制动力往较小的方向设定使电机设定在不致过热的范围内，或者

建议在电机中设置过热继电器。

注意2： 如果增加直流制动力无效，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造成过电流，而使电流限制功能在

起作用。

7-3 功能说明 Cd014-Cd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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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功能说明 Cd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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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及加减速基准频率可以定出输出频率从当前的频率开始向新设定的

频率进行变化时的加减速斜率。

● 加速斜率及减速斜率，可以按照2种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分别单独地进行2种设定。另外，

Cd027是设定JOG运转期间的加减速斜率的功能。

Cd018＝10～120 Hz（0.1Hz步进）

Cd019～024＝0～999.9秒（0.1秒步进）

Cd027＝0～20秒（0.1秒步进）

例1）设定在Cd018＝50Hz，Cd019＝5秒，加速斜率被设定为10Hz/秒。

● 在V/f模式中，即使把加减速时间设定成0秒，但实际为0.1秒。

● 第2加减速时间可以根据输入在控制端子AD2来选择。

7-3 功能说明 Cd018-Cd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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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JOG运转时频率的功能

● 只要选择JOG运转模式（控制输入端子JOG－COM2之间短路），那么JOG频率就可以利用操作

面板进行直接设定及步进设定。

Cd028＝0.1～60Hz(0.1Hz步进)

注意：选择JOG运转模式时，JOG运转模式具有优先权，不能切换到其它的多档速频率。

● 设定多档速运转时的频率的功能

Cd029～Cd036＝0～400Hz（0.1Hz步进）

● 多档速运转期间的设定频率可以根据输入在控制输入端2DF、3DF、5DF的各个端子上3个信号

组合来任意选择1速到8速，变频器以选择的频率进行运转。

● 对于多档速运转的频率，可以利用操作面板以直接设定或步进设定来设定新的频率。

例1） 选择3速时从操作面板进行频率设定的动作。从操作面板直接或步进设定的新设频率存

储在Cd031中。

7-3 功能说明 Cd027-Cd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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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在以3速运转并改变设定频率时，切换到5速时的动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为5速。但

频率的步进设定动作对3速频率（Cd031）继续进行。

● 由于机械系统固有共振引进的机械性振动及电源频率之间发生脉动，输出电压可能会发生变

化。这是当发生此类现象时，让装置跳过这些产生机械性振动或电压变动等时的频率的功能。

● 回避频率可以设定1个位置。

Cd037，Cd038＝0～400Hz（0.1 Hz步进）

● 在用Cd037，Cd038设定的上端频率和下端频率之间进行回避。但是在加减速时，则直接通过

而不会回避。

例 设定Cd037＝48Hz，Cd038＝52Hz

  1） 当输出频率设定值为51Hz时，会以48 Hz继续运转。

  2） 当输出频率设定值在53 Hz时，会以正常加速动作通过48Hz～52Hz，以53Hz继续运转

7-3 功能说明 Cd036-Cd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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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避频率上端值和下端值无法进行反设定。因此在设定上端值或下端值时，请按照设定值不

会产生相反的设定程序进行。（在初期设定时，由于上端值和下端值都设定为0，所以如果先

设定下端值，则会出现错误，无法进行设定）。

● 如果在回避频率幅度内存在上限频率（Cd007）或下限频率时（Cd008），那么上限频率将变

为回避频率下端，而下限频率将变为回避频率上端。

● 从安全上考虑，请勿将上限频率（Cd007）、最高频率及下限频率（Cd008）都设在回避频率

的幅度之内。

● 可改变输出电流限制功能的动作电流的设定。

这在驱动同变频器容量相比其容量较小的电机时以及最大限度地利用变频器来进行短时间加

速等情况下是比较有效的。

● 所谓输出电流限制功能，是指对于加速或减速以及恒速运转期间的过载来说，将变频器的输

出电流控制在该设定值以下的一种功能。利用此功能，变频器可以暂时进行如下所示的动作。

1）在加速时：加减速斜率变得平缓，因此向延长到达设定频率的时间方向变化。其延伸时

间根据设定值的大小及负载惯性大小而变化。一般来说，对惯性较大的负载进行加减速

时，也就需要较大的电流，需要采用较高的设定值。

例1）当设定Cd043＝200%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变频器能力的最短时间加减速。

例2）当用小容量的电机时，并把电机额定电流作为电流限制值时。

Cd043＝（电机的额定电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100%，

可以设定范围为变频器额定电流的50～200%

2）在恒速运转期间：如果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大于该设定值时，那么便让输出频率下降。输

出频率的变化会按Cd045中所指定的加减速斜率进行。

另外，即使在恒速运转期间，利用输出电流限制功能进行加减速时，1）中的加减速期

间的输出电流限制功能也会起作用。

注意：在恒速运转期间，电流限制功能的有效负载，一般是诸如风机、泵之类的平方转矩负

载。在驱动一般性的恒转矩负载时，对于恒速运转期间的过载来说，这类电流限制作

用会起相反的效果。因此在出厂设定时利用Cd045=0（恒速运转期间的电流限制功能）

将恒速运转时的输出电流限制功能设定为停止使用。驱动低减转矩负载时，我们建议

设定C d 0 4 5 ≠0来使恒速运转期间的输出电流限制功能设为有效。（相关功能代码

Cd003）

7-3 功能说明 Cd038-Cd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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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对变频器额定电流的比率来设定热继电器开始动作的电流值（热继电器设定值）其比率以

额定电流为基准。

Cd044＝0：热继电器功能不起作用。但对变频器起过热保护作用。请在使用一台变频器

驱动多台小容量电机等时进行此项设定。

Cd044＝20～105%（1%步进）

● 在驱动小容量的电机时，请把Cd044设置成额定电流相吻合的小值。（参考例1）

● 在使用通用电机时，由于在低速区域内电机的冷却效率较低，随着频率降低，会使电子热敏

器的动作加快。在使用变频器专用电机时，不会对频率进行电流补偿。（Cd052：参照电机类

别）

● 在直流制动期间，热继电器功能起作用。

注意：所谓利用电子热敏器起过载保护，是指通过监视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来进行的，只限于

变频器与电机为1对1的情况下。在一台变频器上连接多台小容量电机时，请在各台电

机上分别设置电子热敏器，并通过在控制端子ES（外部热继电器）上输入热敏继电器

接点，来对电机实施保护。

例1） 在用GF－3.7K驱动2.2KW的电机时请设定Cd044＝（2.2KW的额定电流）/（GF－3.7额

定电流）×100%

例2） 当设定Cd044＝50%时，变频器的50%额定电流的电流值对于电子热敏器功能中的负载

系数会变为100%，因此变频器额定电流为75%时相当于电子热敏器功能下的负载系数

的150%。

7-3 功能说明 Cd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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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功能为在恒速运转状态下选择是否使用变频器输出电流限制功能（Cd043）。

● 可以分别选择电机控制模式及加减速时间。加减速时间以Cd019，Cd020，Cd023，Cd024设

定的时间动作。（无须输入外部信号）

● 作为相关功能，请参阅Cd043（输出电流限制功能设定值）。

Cd045＝0：无功能

Cd045＝1：有功能（当前选择的加减速时间）

Cd045＝2：有功能（加减速＝Cd019 Cd023：第1加减速时间）

Cd045＝3：有功能（加减速＝Cd020 Cd024：第2加减速时）

注意：请注意恒速运转期间的输出电流限制作用兼用为通常的第2～第4加减速时间选择功能

的代码。

7-3 功能说明 Cd045

● 这是一种因瞬间停电而使变频器停止时，选择恢复供电后变频器是否再起动的功能。该功能

正确起作用的对象是短时间停电。若遇长时间停电时，就会失去控制电源，结果如下表所示。

Cd046 操作面板

运转

0:不再起动    不再起动   不再起动  不再起动  不再起动   再起动   不再起动

1：再起动      再起动     再起动   不再起动  不再起动   再起动   不再起动

操作面板

运转

短时间停电（瞬间）               长时间停电

外部运转                     外部运转

有运转信号 无运转信号             有运转信号 无运转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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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选择过电流，过电压保护功能动作，使变频器跳闸时，是否能自动地使变频器再次起动。

Cd047＝0：无自动恢复功能

Cd047＝1：有自动恢复功能

● 在再起动时报警继电器不会动作。

● 在10秒内发生3次跳闸时，第3次跳闸时保持报警状态，报警继电器动作。

● 当因停止信号进行减速期间发生可恢复的报警之后，一旦该报警解除时，虽会从报警停止状

态进行自动恢复，但不会重新运转。

● 可以自动恢复的报警如下所示：

：主开关器件温度异常

：加速期间过电流

：恒速运转期间过电流

：减速期间过电流

：加速期间过电压

：恒速运转期间过电压

：减速期间过电压

：制动电阻保护过电压

● 设定对制动电阻的使用率的功能。

请在制动电阻允许使用率的范围内进行设定。

Cd049＝0：没有制动电阻

Cd049＝2～25%ED（1%ED步进）

● 设定Cd049＝2～25情况下，当判断出制动电阻长时间通过过大电流时，为防止烧坏连接的制

动电阻，暂时停止制动晶体管的功能。

7-3 功能说明 Cd047-Cd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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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安全等方面的理由希望固定电机旋转方向时使用该功能。

Cd050＝1：正转、反转均可

Cd050＝2：只可正转

Cd050＝3：只可反转

注意1： “正转”及“反转”这些用语和实际电机轴的旋转方向会因电机结构及变频器和电

机的接线方法不同而异。对于变频器来说，给出“正转”和“反转”指令时，实际

电机轴的旋转方向，请客户自己在试运转时直接给予确认。

注意2： 通过Cd130决定操作面板上 键的旋转方向。

● 设定变频器的载波频率的功能。

数值越大，载波频率就越高。

但是由于运行状态及容量的差异，最大载波自动变化。

Cd051＝0～130

注意1： 如果降低载波频率，来自电机的载波噪音虽然增大，但是泄漏到大地的电流会减

少。

注意2： 将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调为高频率使用时，请调载波的设定值。

注意3： 载波频率是与设定值10倍的单位变化，Cd051中的设定值是10倍单位的设定。

● 选择连接在变频器上的电机种类的功能。

Cd052＝1：通用电机

Cd052＝2：变频器专用电机或可变速电机

● 作为相关功能：请参照Cd044（电子热敏器设定值）

7-3 功能说明 Cd050-Cd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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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利用模拟信号设定输出频率时，设定用于设定的模拟信号最低值（0V或4mA）时的频率

（偏置频率）和最大值（5V或10V及20 mA）时的频率（增益频率）的功能。

Cd054，Cd062＝-99.9-400Hz（0.1 Hz步进）

Cd055，Cd063＝-99.9～400Hz（0.1 Hz步进）

正值时，会显示×××.×,

负值时，会显示－××.××。

请通过Cd054、Cd055对VRF的输入进行调节。

请通过Cd062、Cd063对IRF的输入进行调节。

设定事例） Cd054=-10Hz, Cd055=90Hz, Cd002=3

7-3 功能说明 Cd054-Cd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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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偏置频率和增益频率的设定，可以把相同的模拟信号输入到多台变频器来进行比例运转。

例） 利用0～10V模拟信号，第1台与第2台的输出频率比为1：2的2台变频器进行比例运转时

第1台的设定：Cd054＝0 Hz，Cd055＝50 Hz

第2台的设定：Cd054＝0 Hz，Cd055＝100 Hz

（根据需要也请调节加减速时间）

注意1： 在设定频率成为负值的区域内，输出频率会变为0Hz。

注意2： 对于Cd071＝3的PID控制的反馈信号，偏压和增益有效。

● 这是设定输出频率到达信号的频率值的功能。

Cd056＝0～400Hz（0.01Hz步进）

● Cd638的任意一值为7的情况下，在超出设定在Cd056的输出频率值时，就向控制输出端子

“DO”输出信号

● 这是设定输出频率一致信号的频率幅度的功能。

Cd057＝0～10Hz（0.1Hz步进）

● Cd638的任意一值为5，6,14,15的情况下，如果输出频率相对于输出频率设定值在+Cd057设

定值的范围内，就向控制输出端子“DO”输出信号

注意：当利用模拟信号对频率进行设定或PID控制时，为防止频率一致信号的间歇振荡，请在

Cd057设定合适的值。

7-3 功能说明 Cd056-Cd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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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功能在操作面板的7段监视器显示无单位显示模式时使用。Cd059＝1（无单位显示）的情况

下设定与输出频率乘积的倍率。

Cd058＝0～99.99(0.01步进)

● 本功能用于简易显示线速度等。

注意：当计算结果超过9999时，显示9999。

● 处于操作面板的7段监示器显示的无单位显示模式时，选择输出数据的功能。

Cd059＝1：无单位（倍率使用Cd058）

Cd059＝2： PID反馈频率［Hz］

Cd059＝3：负荷率［%］

Cd059＝4：输出压力［V］

Cd059＝5：系统预约

Cd059＝6：散热片温度［℃］

Cd059＝7-13：系统预约

● 在无单位显示模式中，仅能通过无单位（Cd059＝1）的显示以步进键对7段监示器显示值进行

更改。但是，通过步进键更改显示值时，设定的频率也会变化。以数字键不能更改7段监示器

的显示值。

● 选择无单位（Cd059＝1）之外的情况时，无法通过步进键及数字键更改7段监示器的显示值。

仅有显示功能。

7-3 功能说明 Cd058-Cd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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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对控制输入端子“ES”的功能进行切换。

Cd070=1：ES端子(外部热敏器输入端子)与NO(常开)接点连接时

Cd070=2：ES端子(外部热敏器输入端子)与NC(常闭)接点连接时

● 这是选择电机控制模式的功能

Cd071=1：V/f模式

Cd071=3：内置PID控制模式(V/f模式基准)

● V/f模式是用被设定的V/f图形来控制电机的。

● 关于Cd071＝3内置PID控制功能

·PID控制功能，是指从外部变换器输入的模拟信号（4～20mA，0～5V，0～10V）反馈输

入到变频器，并取得与变频器设定频率指令之间的偏差，根据P（比例）、I（积分）、D

（微分）进行控制，从而使负载一侧的动作跟随指令值变化的一种控制功能。

7-3 功能说明 Cd070-Cd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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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的功能代码与变频器控制端子

2) 使用例

·基本的使用例子如图7-1所示。（指令值，反馈信号都是模拟信号的情况）

    IRF端子：反馈输入以4～20mA（由Cd120＝5指定）的电流信号输入。

    VRF1端子：设定频率以0～10V（由Cd002＝3指定）的电压信号输入。

如果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子VRF1端子（电压输入）与IRF端子（电流输入）不重叠的

话，设定的频率与反馈信号就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组合（应注意，只允许正的模拟值输

入）。

    设定频率→

Cd002（在指定的模式输入设定值

    反馈信号→

Cd120（在VRF1或IRF／VRF2端子输入信号）

图7-1

7-3 功能说明 Cd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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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滤波功能

·在遇到反馈信号上叠加有噪音情况时，请调节反馈信号输入滤波器的时间常数

（Cd125）。图7－1所示的“F”部位上设置了滤波器。

·时间常数（Cd125）的设定值为N×10msec (N=1～500),设定范围是10～5000msec。

只是，由于取样周期为10m sec，在Cd125＝1的情况下，滤波器将是无效的。

注意：若把滤波时间常数增得过大，则有可能导致延迟控制的响应，并恶化控制性能。

4) 设定值的输入（反馈量的频率变换）

·设定值是由操作面板或者外部的模拟信号输入等以频率的形式输入。有关以压力变换器

为例的图7－1的情况下，设定值（频率）的设定例如图7－2所示。

①根据变换器的P－I特性，求出与目标压力Pest相对应的电流Is.

②将与变频器的F-I特性中的Is相对应的Fset值作为设定频率。

③该设定频率由操作面板或外部模拟信号输入等进行设定。另外，F-I特性为以20mA，

5V，10V(以Cd120指定反馈输入的最大值)在Cd055或Cd063中指定的增益频率。

注意1： 反馈输入增益请用与最大模拟输入值对应的频率的形式在Cd055或是Cd063

进行设定。

注意2： 如果反馈输入频率比起动频率大的情况下，指令频率从反馈输入频率开始

加速。

图7-2

7-3 功能说明 Cd071



- 79 -

5) PID增益设定

·请参照图7－3中的流程图对PID的增益进行调整。另外，请注意PID控制的取样周期(软

件处理运算周期)是以10msec的时间进行的。

P :比例增益=Cd122

I :积分增益=Cd123

D :微分增益=Cd124

Ts:取样周期=10msec

Tf:滤波器时间常数=Cd125

S :拉普拉斯演算符

图7-3

注意1： 在无I增益仅有P增益的设定情况下，将出现恒定偏差。

注意2： 如果将D增益设定得过大，输出频率有可能发生急剧变化，请只在控制流程

上需要时才使用。

6) PID控制运转例子

·实际的运转动作实例如图7－4所示。输入变频器的运转指令，进入加速动作，同时开始

PID控制。指令频率将随着加速动作，按照现在有效的加速时间慢慢地设定的频率。指

令频率与反馈频率的偏差值经过PID运算的结果，输出频率让反馈信号跟踪指令值不断

变化。恒速时、减速时也同样地进行PID控制。

7-3 功能说明 Cd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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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7) 推荐代码设定方法

7-3 功能说明 Cd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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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7-3 功能说明 Cd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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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图7-7

8) PID控制切换信号

·多功能输入端子选择Cd630～Cd635的任一值设定为46：PID控制切换信号(PID)时，通

过外部信号(PID)能够切换是否进行PID控制。

·变频器停止期间，多功能输入端子“PID”接通时，即使设定为内置PID控制，也不进

行反馈PID控制，而是通常的V/f固定控制。

·该功能用于简单切换PID控制和普通运转（V/f固定模式）。

注意1： 切换仅在停止时有效。

9) 注意点

·由于在反馈输入中没极性，因此请不要用负的反馈输入进行控制。

·Cd037～038的跳跃频率功能是无效的。

7-3 功能说明 Cd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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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ID控制中，多档速度功能是有效的（按照所选择的设定频率，进行PID控制）。

·PID控制运转期间的操作面板的频率显示，表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若无需进行P.I.D各个动作，请Cd122～124分别设置为“0”。

·反馈信号是由Cd120来设定的，请务必在变频器的VRF或者IRF控制输入端子正确输入。

·在PID控制过程中，如果被检查出发生反馈系统断线或者是没有反馈信号输入，即显示

，变频器报警并停止工作。

·由Cd043输出电流限制功能而决定的加减速梯度的变化是依据PID运算以前的指令频率

而进行的，因此，在PID增益的设定过程中，由于存在无法完全限制输出电流的情况，

请在增益设定中充分予以注意。

·与正常运转一样，输出频率在恒速运转期间也被限制在由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的范围之

内。

·在PID控制的运转过程中，如果将由Cd007的上限频率设定在输出频率以下，那么输出

频率就会在瞬间被上限频率所限制。因此，有可能使变频器进入急剧的减速动作，引起

报警并停止工作。变更上限频率时，务请充分予以注意。

7-3 功能说明 Cd071-Cd083

● 这是在读入外部模拟信号时设定滤波器时间常数的功能。当外部模拟信号中混有杂音时，请

调节外部模拟信号输入的时间常数（Cd083）。

时间常数（Cd083）的设定为N×10m sec(N=1～500)，设定范围为10～5000m sec.

注意： 通常在VRF、IRF端子处同时安装有滤波器，当使用PID控制反馈时，对反馈值的滤

波器时间常数以Cd125设定。PID控制时，可以在模拟指令和反馈值上各自单独使用

滤波器。



- 84 -

7-3 功能说明 Cd084

● 此功能为选购件功能，必须采用SAMCO-VM05操作面板时有效。将主机一侧的功能代码数

据传送到SAMCO-VM05操作面板处，或向别的主机传送功能代码数据的功能。

  Cd084=1:　将当前的功能代码数据传送到SAMCO-VM05操作面板

  Cd084=2:  将SAMCO-VM05操作面板的记忆内容传送到主机

● 先将当前的功能代码传送到SAMCO-VM05操作面板之后，然后再传送到需复制的主机一侧。

复制过程中7段监视器灯亮显示“ ”.

● 向复制方的主机传送数据时，运转前请将电源暂时切断一下，以再合上变频器进行复位。

（步骤）向其他变频器复制的步骤

1 通过Cd084将当前的功能代码数据向SAMCO-VM05操作面板传送。

2 传送数据过程中灯亮显示“ ”。请等待“ ”显示消失。

3 暂时切断电源，拆下SAMCO-VM05操作面板，安装到别的主机上。操作其他主机时

也要切断电源。

4 接通别的主机电源。

5 通过Cd084=2从SAMCO-VM05操作面板向别的主机传送数据。

6 传送数据过程中，灯亮显示“ ”。请等待“ ”显示消失。

7 向复制方传送数据结束后，运转前先暂时切断电源等以对变频器复位操作。

● 作为例外，Cd084、Cd098、Cd099、Cd140及可选择功能的各功能代码或数据无法复制。

另外，在不同容量的变频器和额定电压间进行复制时，由于数据内容的不同，有时不能

复制。（例Cd005）

注意1 ：因为复制功能由软件的版本管理，有时因软件版本的互换而导致无法

复制。另外，由于版本的不同，当从有附加功能的变频器向没有附加

功能的变频器进行复制时，根据情况的不同，有时会发出意想不到的

报警等，所以必须先确定是否有相应功能后再进行复制。当进行版本

相差很大的复制时，为使版本接近，推荐进行程序的版本升级。

* 有关版本升级情况请向销售店咨询。

注意2：向S A M C O - V M 0 5 操作面板传送数据过程中发生错误时，请不要向同一变

频器或别的变频器传送数据。

注意3 ：复制功能运行时，监视器显示闪烁。当监视器显示闪烁时，请不要插

拔操作面板或切断电流。

注意4 ：复制功能运行时，全部的操作面板都无法操作。

注意5 ：通过通信功能不能写入该代码。将返回未定义的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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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功能说明 Cd096-Cd127

● 这是为了防止误操作，使操作面板的功能代码数据的设定无法进行的功能。

Cd096=0：无锁定功能

Cd096=2：代码数据不可变更(Cd096和Cd028～036除外) (频率设定值也不可以变更)

注意：操作功能锁定中可更改Cd000及读取Cd098的内容。

● 这是可以读取按时间顺序记忆的5项报警内容的功能。

Cd098=1： 读取开始

用 键和 键可以读取过去发生的5项报警内容。

按 键为向下面一次报警方向读取。按 键为向前一个报警方向读取。

Cd098=9： 清除报警存储器的内容

● 这是将功能代码的数据返回到工厂出厂时设定值的功能。

Cd099=1： 工厂出厂数据初始化

· 其中的例外是Cd097,Cd098无法初始化。

(步骤)数据初始值的方法

1. 通过Cd099=1初始化为工厂出厂数据。

2. 确认显示“ ”同设定值为闪烁显示，按 键确认。

3. 初始化数据时，闪烁显示“ ”。请等待“ ”显示消失。

4. “ ”显示消失后，数据初始化结束。

注意：在串行通信功能中，“ ”不显示。

● 在控制电路端子的模拟输出端子AOUT和模拟信号公共端子COM间模拟输出（0～10V）变频器

各种内部状态的功能。

Cd126： AOUT

Cd126＝0：没有功能

Cd126＝1：设定频率

Cd126＝2：输出频率

        Cd126＝3：输出电流

Cd126＝4：系统预约

Cd126＝5：散热片温度

Cd126＝6：负载率（电子热敏器累积值）

Cd126＝7：模拟输入变换值输出（VRF控制电路端子输入）

Cd126＝8：模拟输入变换值输出（IRF控制电路端子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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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功能说明 Cd0127-Cd130

Cd126＝9：输出电压

Cd126＝10：负载率（对应额定电流的比率）

Cd126＝12：系统预约

● 各种输出信号可以根据Cd127内置模拟输出系数进行扩大和缩小。从AOUT端子输出的信号的

电平的大小，当遇到对使用该信号的目的不适合时，能够利用设定内置模拟输出系数的方法

调整信号电平的大小。

Cd127：Cd126的内置模拟输出功能的对应系数

注意：Cd127的系数在1以下时，输出信号将减小。

● AOUT端子能够输出的模拟信号的输出信号和实际值的换算方法如下表所示：

注意：最大允许电流15mA（但是，换算值是无负载时的输出电压。随着输出电流的增加，输

出电压将下降。请调整输出系数。）

   ※1

  

● 对操作面板的 键确定运转方向。

Cd130=1：确定正转键

Cd130=2：确定反转键

注意：用Cd050固定电机的运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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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功能说明 Cd136-Cd137

· 使用操作面板上的频率旋钮设定输出频率时，具有设定旋钮信号最低值时的频率（偏置频率）

和旋钮信号最大值时的频率（增益频率）的功能。

Cd136=-99.9～400Hz（0.1Hz步进）

Cd137=-99.9～400Hz（0.1Hz步进）

最左位显示—（负数）和数字。

注意： 设定频率为负值区域内，输出频率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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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功能说明 Cd140

· 该功能是查询同工厂出厂值相比的现在的功能代码中发生变更的功能代码及其数据。

Cd140=1：显示与三垦出厂值的不同

· 例外的是：Cd084、Cd099、Cd100、Cd140的功能代码即使变更，本功能无法显示。

操作方法

1. 通过Cd140=1，检索三垦出厂值和现在的功能代码数据中有变更的功能代码编号。

2. 检索变更的功能代码编号时用“ ”的闪烁来表示。请一直等到“  ”标识

消失。

3. 用闪烁方式显示发生变更的功能代码编号。

 关于具体操作方法，请参照“7-1设定方法”。

注意： 即使客户未变更的代码，如果由于电机变频器的规格决定了代码初始值的不同，

与之相应的数据也将随之改变，此时将作为已变更的代码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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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功能说明 Cd641-Cd643

● 是选择有无变频器的输入及输出的缺相检测功能。

Cd641=0：无输入缺相检测、无输出缺相检测

Cd641=1：有输入缺相检测、无输出缺相检测

Cd641=2：无输入缺相检测、有输出缺相检测

Cd641=3：有输入缺相检测、有输出缺相检测

注意1： 担心因周边设备、噪音等导致误动作时，请把功能设为无效。

但是，为了减少输入缺相检测的误动作，应在负载稳定的正常运转状态下，负载率

在50%以上的场合使用。单相输入的变频器请将此功能设为无效。

注意2： 检测到输入缺相时的报警显示为  。

注意3： 检测到输出缺相时的报警显示为  。

● 为了防止因电机急剧减速等制动状态下的过电压跳闸，对控制减速梯度的过电压失速功能进

行选择的功能。

Cd642＝0：过电压失速功能无

Cd642＝1：过电压失速功能有效

注意：对在设定的减速时间内完成减速很有效果，但因变频器的直流电压上升，请配备足够

的放电单元。

● 设定各种反馈控制中输入到变频器的反馈信号断线检出时间的功能。

● 在各种反馈控制中，反馈信号断线检出后转速为不能控制状态。反馈信号断线检出功能检查

出这种状态后，发出报警(GAL1)从而对变频器起到停机保护作用的功能。CD643设定了直到

断线检出功能开始动作为止的时间。

Cd643=0～99秒（0.01秒步进）

但是，

Cd643=0：断线检出时间=5秒固定

Cd643=99：无断线检出功能

注意：Cd643的工厂出厂设定值为5秒，泵类负载等中，反馈信号延误的时候，断线检出可能

会动作。这种情况下，将C d 6 4 3 设得更大一些或者在反馈信号正确的基础下利用

Cd643=99：取消断线检出保护功能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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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串行通讯功能

7-4 串行通讯功能

7-4-1 概要

●串行通讯功能是利用计算机的串行信号来控制变频器。控制内容是变频器的运转、停止、

频率设定、监视运转状况、读取功能代码及设定等。

●变频器主机内置了RS485接口。因此，能够直接与带RS485通讯接口的通用计算机连接，

方便地进行变频器的功能代码设定等。一台计算机就能够控制最多为32台变频器。

7-4-2 端子功能说明及配线方法

(1) 端子功能说明

①RS485通信接口(控制电路端子)

 (1对N连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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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通过串行通讯进行变频器的运转和相关功能代码的设定

(1)设定是否允许使用串行通讯

※1：通过设定Cd001=3，能够进行串行通讯下的运转。

※2：通过设定Cd002=14，能够进行串行通讯下的频率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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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计算机和串行通讯相关的功能代码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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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 与通信相关的功能代码的操作请不要在通信过程中进行。通信过程中进行操作时无

法保证正常工作。

注意2： RS485通信接口除一般发送数据之外，输出置于高阻抗状态。为防止此时输出不稳定

而产生误动作，计算机的RS485通讯接口电路中有时会内置提升及衰减输出信号维持

低阻抗状态的安全电路。

如果您使用的计算机中没有内置该安全电路的话，请在功能代码中设定为有提升/衰减

(Cd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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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串行通讯功能

(1)指令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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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频率设定指令

●频率设定指令(O)是为计算机执行与操作面板上的频率直接设定功能相同的功能而设的指

令。设定的频率根据当时控制电路端子(2DF、3DF及JOG)上输入信号的状态,写入恰当的

频率相关功能代码(Cd028～Cd036)中。

例) 变频器接收到O指令时控制电路端子2DF和COM2相连。此时，频率设定值作为2速频

率设定值写入功能代码Cd030中。

注意:用O指令设定频率时，或用功能代码数据写入指令(N)向频率相关功能代码(Cd028～

Cd036)中写入数据时，事先必须设定Cd002=14。

(3)统括运转功能

● 所谓统括运转功能是指从计算机同时运转以及停止所选择的变频器、或者是通过通讯线

连接的所有变频器的一种功能。

 1) 所选变频器的统括运转

①根据a指令选择需统括运转的变频器。

②根据b指令指定选择的变频器的运转方向。

③通过对“编号33的变频器”发送d指令，同时开始运转根据a指令所选择的变频器。

变频器对于d指令没有应答。

④通过对“编号33的变频器”发送e指令，同时停止运转根据a指令所选择的变频器。

变频器对于e指令没有应答。

 2) 相连的所有变频器的统括运转

①根据b指令事先指定旋转方向。

②通过对“编号34的变频器”发送d指令，同时开始运转连接的全部变频器。变频器对

于d指令没有应答。

③通过对“编号34的变频器”发送e指令，同时停止运转连接的全部变频器。变频器对

于e指令没有应答。

 3) 解除统括运转

①通过在“编号35的变频器”发送c指令，解除根据a指令所选择的变频器的统括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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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统括运转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1) 变频器对于c指令，d指令，e指令均没有应答。

2) 对于计算机发送的c指令，d指令，e指令，连接的变频器由于某种原因

无法正常接受到时，变频器不能执行指令。因此，为了确认变频器能否

正确接收，执行计算机发送到变频器的指令，有必要向各变频器发送运

转状态1指令(H)。

3) 关于“变频器编号33”，“变频器编号34”,“变频器编号35”的意

义，请参照[7-4-5(1)电文格式]。将连接线路上的变频器各自标上从1

到3 2 的不同编号，作为通讯电文的发送地。在此，所谓“3 3 ”，

“34”，“35”是特殊的变频器编号，表示以全部变频器为电文发送对

象，以实施统括运转或解除。

(4)  报警自动通知功能

●谓报警自动通知功能，是指发生报警时，变频器为向计算机通知发生报警而自动发送自

动通知指令(Z)。利用报警自动通知功能，计算机能够检测变频器发生的报警。

●够自动发送自动通知指令的变频器仅为事先得到从计算机发送的允许自动通知指令(X)

的变频器。另外，即使是在得到自动通知许可指令的变频器，如果在此之后又得到不允

许自动通知指令(Y)时，将不能发送报警自动通知指令。

注意：允许自动通知的情况下，变频器在报警发生时能够自动发送自动通知指令。

在通讯线路上其结果可能会产生电文冲突。以下对产生电文冲突的情况和处

理时的注意事项进行说明。

1) 计算机向变频器发送指令的时机和发生报警的变频器发送自动通知

指令的时机重合时

① 计算机检测电文冲突后，再次进行发送。

② 计算机无法检测电文冲突时，电文将不能正确地传达对方。因

此，等待不到接收方的正常的应答。

2) 得到报警自动通知允许的多台变频器同时发生报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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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发生电文冲突，电文可能会被破坏。因此，计算机将接收

到异常的电文。计算机将接收的异常电文废弃。

② 变频器具有检测发送电文的冲突的功能。检测出电文冲突时，

变频器将自动再次发送电文。

参照：于多台变频器同时发送电文时发生的电文冲突，各变频器会再次发送电文，

根据Cd147设定的“变频器编号”从小编号优先开始发送。

●得到自动通知许可的变频器在发生报警时，将会以约2秒的时间间隔自动发送自动通知指

令。在收到报警内容读取指令(A)后，自动发送通知指令的自动发送将停止。计算机收到

自动通知指令时，必须迅速对发出自动通知指令的变频器发送出报警内容读取指令(A)。

注意：执行自动通知的变频器接收到报警内容读取指令时将停止自动通知。在发生

报警的原因尚未解决时（例：散热片过热保护时散热片的温度过高）或者报

警没有复位时，将不能再次发送自动通知指令。

(5) Cd098 报警内容读取功能

●操作功能代码编号Cd098，能将过去发生的5次报警内容按时间顺序读取。以下所示为

读取步骤。

①通过N指令向C098写入“1”。

②向Cd098发送读取功能代码数据B指令。过去发生报警时，报警编号将被读

取。关于报警编号的内容，请参照报警代码一览表。

③向Cd098发出B指令，如显示“△END△”，表示正读取的是所记忆的最后一

个报警编号。

△表示空白空间代码(20H)。

注意：请连续执行①和②项操作。在操作①项后发送除B指令之外的指令时，即使执行

后面的②项操作，也无法读取报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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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编程

(1) 电文格式

●电文格式有以下两种形式。

①ASC II形式：仅以文字代码构成的电文的一种形式。

②BINARY形式：以16进制数据构成变频器的编号及数据部分的一种形式。与ASC II形
式相比，BINARY形式的电文长度较短，一次通讯所需时间也很短。仅能在频率设定

指令(O)、正转指令(P)、反转指令(Q)、停止指令(R)、报警解除(S)的情况下使用。

通过在有无电文检测功能下设定“不”(Cd142=0)时，ASC II和BINARY两种形式的电

文无需 “SUM”。

1） 计算机→变频器传送电文(ASC II形式)



- 99 -

7-4  串行通讯功能



- 100 -

7-4  串行通讯功能

参考：作为检验和的计算例，1号变频器的功能代码Cd029设定为50.0Hz时

※频率数据的整数部分固定为3位、小数部分固定为2位。

但是，小数点第二位的数值，不管其值为多少，都忽略不计。

(频率关联的功能代码，请用5位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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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频器→计算机传送电文(ASCII形式)

※对于有符号的功能代码，N指令和B指令的电文如下：

<N指令> 例1）：在Cd054设定+50Hz的时候,

写入数据(DT)为： 或

例2）：在Cd054设定-50Hz的时候,

写入数据(DT)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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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指令> 例3) 当Cd054被设定为+50Hz的时候,

读出数据(DT)为：

例4) 当Cd054被设定为-50Hz的时候,

读出数据(DT)为：

3) 计算机→变频器传送电文(二进制形式)

参考：下面举例说明总和检查的计算,在变频器编号1上设定50.0Hz时

①开始代码 =40H ; “@”

②变频器编号 =01H

③指令 =4FH ; “O”

④数据高位字节 =13H ; 50.00Hz→5000D→1388H

⑤数据低位字节 =88H ;

⑥①～⑤的和 =12BH ; 40H+01H+4FH+13H+88H=12BH

⑥12BH的低位字节 =2BH ;

⑥2BH的2的补数 =D5H ; 总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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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变频器→计算机传送电文(二进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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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文详细构成

① ASCII形式电文

※1 ：请不要读取功能代码表中所没有的代码编号。从变频器的返回数据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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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二进制形式

注：二进制形式电文只能在下表的指令中进行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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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变频器运转状态数据及控制端子台输入状态数据

● 对于运转状态1指令(H)、运转状态2指令(I)以及控制端子台输入状态指令(J)的读出

数据内容如下。

① 运转状态1
运转状态1的返传为一个字节

② 运转状态2
运转状态2数据的返传为4个字节。

○第一个字节

○第二个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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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字节

○第四个字节

注意：在反转后停止时，“逆向运转”bit仍然为1。在有必要准确识别是处于正向运

转中还是反向运转中时，请同时确认“门电路ON中”bit的状态。

③ 控制端子台输入状态数据

输入状态数据的回传为四个字节。

○第一个字节

○第二个字节

○第三个字节

○第四个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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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功能代码设定时的错误代码一览表

ASCII：ASCII形式电文通讯

BIN：二进制形式电文通讯

(5)  变频器警报代码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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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变频器所进行的通讯错误处理

●变频器如果从上位计算机接收到的电文中检查出错误,将进行以下处理。

1)在ASCII形式电文时

①在奇偶错误、校验和错误或指令代码未定义时

回传的错误电文为指令代码“？”。同时，DT项回传一个字节的通讯错误代码。

例）变频器编号为“1”

②在DT项的数据过长或不足，不能解释数据内容时

如果接收电文的各个指令所定义的数据过长或不足、或者接收电文无法解释时，其错

误处理同⑴。

③超时处理

接收开始代码后，如果不能在150ms以内接收全部电文将进行超时处理，强制完成接

收状态。这时变频器将返回通讯错误代码“d”。

④检测出开始代码时

如果接收数据时找不到正确的开始代码，在找到开始代码后进行上述的错误报告。

⑤通讯错误代码一览

“p”：奇偶错误

“s”：检验和错误

“u”：未定义操作代码

“d”：数据过长、数据不足或者数据无法解释

⑥其它错误

有关接收计算机电文的错误，在上述情况以外，将进行超时处理，对计算机而言为

“无应答”。

2) 在二进制形式电文时

变频器如果在接收的二进制形式电文中发现错误，就会向计算机发回错误应答电文，其

OP项为“？”、ST项为“1”（二进制数据）。

①错误检测

奇偶错误、检验和错误、指令未定义、电文数据不足（接收超时）

例）二进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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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变频器和计算机的电文发送接收方法

1）基本事项

①串行通信的基本程序是一台计算机将指令发送给一台变频器，之后变频器回传应答给

计算机。所以，变频器在接收到了计算机发送出的指令后回传应答。如计算机在没有

得到应答时，仍连续发送多条指令则无法确保正常的工作。

②由于变频器异常或者通讯线路异常，计算机可能无法接收到变频器的应答。为了避免

由于等待变频器的应答而造成的通讯程序锁定，计算机将按照所设定的2秒或更长以

上的时间来执行接收超时处理。

③以下的指令例外

1)Z指令：产生警报时，变频器自动向计算机进行通报的指令。该指令的发送不受计

算机指令的影响。

2)c指令、d指令、e指令：因为是统一控制指令，变频器不回传应答。

④在发送变频器不进行应答的c指令、d指令、e指令时，计算机会将发送指令的间隔确

定为10ms左右。

2)RS485通讯接口的发送接收时序

变频器的RS485通讯接口采用的是半双工通讯线路方式。所以在电文的发送接收时，为

了防止计算机送出的电文同变频器送出的电文在时序产生冲突，计算机须按以下的时序

进行电文的传送。

(1)为了让计算机开始传送电文，对RS485通讯线路进行传送授权处理的时间点。

(2)RS485通讯线路获得传送允许后，计算机还没有开始传送电文的期间。在通讯线路

允许后计算机尽快开始传送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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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机正在传送电文的时间。计算机将在150ms以内完成传送。

(4)计算机完成电文传送后到停止通讯的期间，计算机在完成电文传送后的约5ms以内

进入停止通讯线路传送状态。

(5)计算机对RS485通讯线路进行停止传送的时间点。

(6)在变频器开始传送应答电文前的空余时间，RS485通讯线路为禁止状态。

(7)变频器接收完上位计算机的电文后，开始传送前的时间。

(8)为了让变频器开始传送回传电文，对RS485通讯线路进行传送允许处理的时间点。

(9)RS485通讯线路获得传送允许后，变频器还没有开始传送电文的期间。在通讯线路

允许后，变频器在等待约100μs～50ms后开始传送。

(10)变频器正在传送电文的时间。

(11)变频器完成电文传送后到取消通讯线路授权的期间，变频器在完成电文传送后的

约100μs内进入停止通讯线路传送的状态。

(12)变频器对RS485通讯线路进行传送禁止的时间点。

(13)计算机及变频器都不进行通讯的时间。在计算机及变频器都不进行通讯的时间里，

RS485通讯线路处于禁止发送状态。

(14)向同一变频器传送下一个指令时要间隔约10ms。

3)特定指令变频器返回应答选择。

为了提高通讯速度，可选择有无变频器返回应答信号。在采用ASCII码或BINARY（二进

制码）进行通讯时，对于以下的指令，变频器可不返回应答信号。可选择错误应答返回

的有无。

Cd152=0：有返回应答

Cd152=1：无返回应答（有错误应答返回）

Cd152=2：无返回应答（无错误应答返回）

① ASCII码形式对应的命令：

N，O，P，Q，R，S，a,b

② BINARY(二进制)码形式对应的命令：

O，P，Q，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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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程序示例

1)例1 N
88
-BASIC

100 '***************************************************************

110 '* 输出频率的读取程序示例(BASIC Programming Language) *

120 '* Author : SANKEN Electric Co.,Ltd. *

130 '* *

140 '***************************************************************

150 '

160 OPEN“COM1:”AS #1 '打开串行通讯线路

170 '

180 TX$=“01C” '向变频器传送的数据

190 TXLEN=LEN(TX$) '得到传送数据的长度校验和检查与结束代码外)

200 '

210 SUM=0 '传送校验和的计算

220 FOR I=1 TO TXLEN

230 SUM=SUM+ASC(MID$ (TX$, I, 1))

240 NEXT I

250 SUM=((0- SUM) AND 127) OR 64

260 '

270 TX$=TX$+CHR$(SUM)+CHR$(13)+CHR$(10) '在传送数据上添加校验和停止位代码（CR+LF）

280 '

290 PRINT # 1, TX$; '向变频器传送数据

300 '

310 LINE INPUT #1, RX$ '变频器接收数据

320 '

330 RXLEN=LEN (RX$) '得到接收数据的长度（停止位代码除外）

340 '

350 SUM=0 '接收到的校验和的计算

360 FOR I=1 TO RXLEN-1

370 SUM=SUM+ASC (MID$ (RX$, I, 1))

380 NEXT I

390 SUM= ((0-SUM) AND 127) OR 64

400 '

410 IF MID$ (RX$, RXLEN, 1) =CHR$ (SUM) THEN PRINT “OK!”ELSE PRINT “NG!” '接收到的校

验和检查

420 '

430 ' CLOSE #1 '关闭串口通讯线路

440 END '退出程序



- 116 -

7-4  串行通讯功能

2) 例2 Visual Basic

'***************************************************************

'* 输出频率的读取  程序示例(Visual Basic 6.0 ) *

'* （基于Comm事件的接收示例） *

'***************************************************************

'创建新工程后
'在Visual Basic  工具栏 [工程]-[组件] 中选定Microsoft CommControl 6.0之后
'在FORM上放置组件“MSComm1”
'在FORM上放置定时器组件“Timer1”

Dim i As Integer
Option Explicit

Private Sub From_Load() '[数据传送]
Dim  Tx  As  String, TxLen  As  Integer, Sum  As  Integer

MSComm1.CommPort=1 '选择1号通讯端口
MSComm1.Settings=“4800,o,8,1” '设定为4800bps,奇数、数据8位、停止1位
MSComm1.RThreshold=1 'Commm Evert 发生当接收到一个字符时
MSComm1.InputLen=0 '输入缓冲数据清零

? MSComm1.PortOpen=True '通讯端口打开
? Timer1.Interval=1000 '接收超时时间（mSec.）

Tx=“*01C” '设定向变频器传送的数据
TxLen=Len( Tx ) '得到传送数据长度（校验和与停止位除外）
Sum=0
For  i=1  To TxLen
    Sum=Sum+Asc(Mid(Tx, i, 1))
Next  i
Sum=((0-Sum)And  127)  Or  64

Tx=Tx+Chr(Sum)+vbCrLf '在传送代码上添加校验和与停止位(CR+LF)

Timer1.Enabled=True '启动接收超时检出计数器
MSComm1.Output=Tx '向变频器传送数据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通过Comm事件接收数据]
Dim  Rx  As  String, RxLen  As  Integer,Sum  As  Integer
Dim  Msg  As  String
If  MSComm1.CommEvent<>comEvReceive  Then Exit Sub '确认接收的数据是Comm事件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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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串行通讯功能

   Rx=Rx+MSComm1.Input '接收变频器的数据

   DoEvents

Loop  Until  Right(Rx,2)=(Chr(13)&  Chr(10)) '找到停止位

Timer1.Enabled=False '取消超时定时器

RxLen=Len(Rx)-2 '接收数据字长（停止位除外）

Sum=0 '接收到的校验和的计算

For  i=1  To  RxLen-1

   Sum=Sum+Asc(Mid(Rx  , i,1))

Next  i

Sum=((0-Sum)And  127)Or  64

If  Mid(Rx, RxLen, 1)=Chr(Sum) Then '校验和的检查

   Mag=Left(Rx, RxLen) '接收数据（包括校验和，不包括停止位）

Else

   Msg=“Check Sum NG” '校验和错误显示

End If

MsgBox  “Received Data=”& Msg '显示接收数据

MSComm1.PortOpen=False '[关闭通讯端口]

 End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接收超时处理]

  MsgBox “Communication Timeout”

  End

End  Sub

'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20Hz时，运行该程序，

'在信息框中将显示“*01C02000@”

' *:header  01:变频器编号  02000:20.00Hz

' @:Check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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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串行通讯功能

（9）字符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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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警告状态

■ 警告状态是指保护功能起作用发出警告的状态。此时，变频器仍在继续运转。

但是，如果在这种状态下继续运转，则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发展为报警状态而停机。

(警告一览请参阅表8-1)

■ 在警告状态期间，若是状态显示模式，警告内容和状态显示会交叉出现，以告知处于警告状

态。若不是状态显示模式，当返回到状态显示模式时如果仍处于警告状态，则会交叉显示该

警告内容。

■ 由于在警告状态中变频器仍在继续运转，因此所有的键均可操作。

表8-1  警告一览表

8. 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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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报警状态

■ 报警状态是指保护功能发生动作，而变频器处于停机的状态。(报警一览表请参阅表8-3)

■ 在报警状态期间，所有的监视模式显示(Hz,A)均闪烁，通知处于报警状态。

■ 若是状态显示模式，7段监视器上显示报警内容。

若不是状态显示模式，当返回到状态显示模式时如果仍处于报警状态，则会显示该报警内容，

报警的内容是不能消除的。

表8-2  报警状态时键的功能

8-2  报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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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报警状态

表8-3  报警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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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报警状态

※1 由于所有的功能数据都会返回到出厂时的设定数据，因此请重新设定后再使用。

※2 若重新连接上电源后，报警显示仍反复出现，请向购买商店咨询。

※3 当由于某种原因而导致操作面板的显示熄灭时，关闭变频器的电源并检查线路，等两分

钟后，再次连接电源。(当弄错24V电源而产生短路时)

※ 当由于某种原因而导致操作面板的显示熄灭时，关闭变频器的电源并检查线路，等两分

钟后，再次连接电源。(当弄错24V电源而产生短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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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保护动作

8-3 保护动作

表8-4  保护动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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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保护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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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判断为故障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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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保养和检查

为使通用变频器 能够长期以正常状态运转使用，有必要进行良好的保养及定

期的检查。

10-1 保养和检查时的注意事项

● 除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严禁他人触摸内部。

● 切断电源后的短时间内，电容器上仍积存有高电压，在进行检查时，请用万用表确认X和P端子

的电压降到直流30V以下之后再进行。

10-2 检查项目

● 电机是否按照要求在运转。

● 冷却系统是否有异常。(异常检查)

● 设备放置场所是否有异常。

● 是否有异常振动和异常声音。

根据表10-1定期检查表实施检查。

表10-1定期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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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检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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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检查项目

表10-2检查主电路功率模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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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兆欧表测试

10-3 兆欧表测试

● 在对电机和时序电路进行兆欧表测试时,切勿将测试电压加到变频器上。

● 变频器主机的兆欧表测试,请按以下要领只对主电路进行,切勿对控制电路进行兆欧表测试。

10-4 零部件的更换

● 冷却风扇的轴承寿命为1～3.5万小时。因此，连续运转的装置，通常需要2～3年更换一次冷

却风扇。在发现有异常声音和异常振动时，也需要更换。

步骤1 拆下固定风扇的螺丝。(图10-1，图10-2先拆下风扇盖)

步骤2 取下风扇接插件。(图10-3，图10-5所示，由于机型不同，接插件位置也稍有不

同)

步骤3 换上保养用风扇，插上接插件。

步骤4 安装风扇。

注1: 必须使用专用的保养用风扇。

注2: 安装时,请注意让下图所示的风向箭头与风扇的送风方向保持一致。

注3: 安装时请注意不要忘记装上防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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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滤波电容器

用于滤波的铝电解电容器，从物理特性上看，其性能将逐年劣化。虽然环境温度、负载及使

用时间都会对其寿命产生较大影响,但在通常的环境下使用时，大约5年需要更换一次。

在未通电的保存状态下，至少一年一次让变频器通电，电容的检查期限至少为一年一次，在

寿命将尽时，半年一次。

(检查内容)

1)有否液体泄露；

2)保险阀是否正常；

3)外形有否变形,出现裂痕；

4)测量静电容量是否在额定容量的85%以下。

(市场上有测量用的简易仪表可以加以利用)

10-5 主电路功率的测定

● 由于在变频器的主电路输入(电源侧)/输出(电机侧)的电压/电流中含有高次谐波成分，会由

于所用的测量仪器的种类不同而致使显示值发生差异。因此，在使用工频测量仪器时，请选

用表中列出的类型。

● 对于本电路功率因数的测定，不能采用通过测定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进行功率因数测定的市

售功率因数仪，而应该分别测量输入/输出侧的电压/电流/电力，按照下列计算公式进行计

算。

10-5  主电路功率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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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3主电路测定用仪器

10-5  主电路功率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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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规格

11-1  标准规格

※1 额定容量为200V系列；输出电压是220V时、400V系列；输出电压为400V时的容量。

※2 当输入电压为AC400V以上时，将根据输出功率降低额定电流。

※3 载波频率的最大值根据变频器容量及运转状态而变化。

※4 最大输出频率是指为5V、10V、20mA时的频率。

※5 可适应运输等短时间的温度。

※6 载波频率请设为Cd051=90以下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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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通讯规格

11-2  通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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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外形尺寸

1. GS-0.4K,0.75K

GF-0.4K,0.75K

2. GF-1.5K,2.2K,4.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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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面板

面板安装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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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型通用变频器

VVVF Inverter

使用说明书
 200V系列

 GS-0.4K~1.5K 单相输入
 400V系列

 GF-0.4K~4.0K 三相输入

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

ISO900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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