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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EVO-RC03 远程控制盒与尼得科 Control Techniques 生产的

EV1000/EV2000/EV3100 系列变频器配套使用，支持

MODBUS 协议（RTU 格式），满足用户远程操作与参数的

监视、查询与修改。 

多台变频器组网使用时，单独的远程控制盒可以远程控制

多台变频器，一般要求组网的变频器台数不要超过 32 台。 

EVO-RC03 远程控制盒作为尼得科 Control Techniques 

EV1000/EV2000/EV3100 系列变频器的选配件，用户可以根

据需求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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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参数 

EVO-RC03远程控制盒采用RS485方式与变频器进行通讯，

电磁兼容满足GB12668-90和 IEC1000-4标准及企标的相关

要求。安全规范符合 GB4943-1995 的相关标准。主要技术

参数如下： 

1．通讯波特率：19200bps（默认）/9600bps 

2．工作电压：24Vdc 

3． 高输入电压：30Vdc 

4．平均功耗：小于 4.5W 

5．MTBF：50000 小时 

6．电源与信号线绝缘耐压：500Vdc，1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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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线 

3.1  环境条件 

请在室内使用 EVO-RC03 远程控制盒，控制盒与变频器之

间的连接电缆也应敷设于室内。室内环境应满足如下条件： 

1．工作温度：-10~+40℃ 

2．储存温度：-20~+60℃ 

3．相对湿度：小于 90% 

4．海拔高度：低于 1000 米 

5．冷却方式：自然冷 

6．振动标准：小于 5.9m/s2（0.6G） 

3.2  接线 

请使用厂家提供的专用电缆（规格：30 米平行电缆，耐压

300V），如有特殊接线要求，请与厂家联系。 

接线端子位于远程控制盒背面，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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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远程控制盒背面外观及接线端子 

1．远程控制盒控制一台变频器时 

远程控制盒控制一台变频器的接线方式请参照图 2。 

 

图 2  远程控制盒控制一台变频器时的接线示意图 

当从机为 EV3100 变频器时，必须使用外接的独立 24V 稳

压直流电源。 

如果从机为 EV1000 或 EV2000，还可以直接将从机控制板

上的 P24 端子与远程控制盒的“电源 +”端子连接，同时

将控制板上的 COM 端子与远程控制盒的“电源－”端子连

接。当变频器 P24 端子外部接有传感器或其它负载时，如

果再从 P24 端子引入远程控制盒输入电源，有可能造成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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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输出过载，严重时会导致变频器或系统损坏。此时，

请使用独立 24V 稳压直流电源。 

2．远程控制盒控制多台变频器时 

远程控制盒控制多台变频器的接线方式请参照图 3。 

 注意 

由于 EV3100 系列变频器和其它系列变频器在控制方式上不一样（主要
为广播命令和故障复位命令的发送），因此用户在组网时不要将EV3100

系列变频器与其它系列变频器混在一起使用。 

 

 

(a) 组网中没有 EV3100 系列变频器时的接线 

 

(b) 组网中只有 EV3100 系列变频器时的接线 



 

6 

图 3  远程控制盒控制多台变频器时的接线示意图 

3.3  设置跳线 

由于远程控制盒采用 RS485 通讯方式，因此必须将跳线接

到“485”一侧，如图 4 所示。 

 

图 4  变频器控制板上的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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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操作说明 

4.1  操作面板介绍 

 

图 5  EVO-RC03 远程控制盒外观图 

远程控制盒操作键盘上有 LED 数码管、3 个单位指示灯和

2 个状态指示灯。数码管可以显示远程控制盒及从机的功能

码参数及故障代码。远程控制盒上电时，操作键盘的数码

管显示“8.8.8.8.”，五个指示灯全亮。从机上电初始化完

成以前，数码管将闪烁显示“P.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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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指示灯 

单位指示灯组合后，对应七种单位，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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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单位指示灯状态与单位对应关系 

状态指示灯 

表 1  状态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 显示状态 从机的当前状态 

运行状态指示灯 
亮 从机处于运行状态 

暗 从机处于停机状态 

方向指示灯 

从机为

EV1000 或

EV2000 

变频器 

亮 
已经发送或将要发送

的 RUN 命令为正转 

暗 
已经发送或将要发送

的 RUN 命令为反转 

从机为

EV3100 

变频器 

亮 从机处于上行状态 

暗 从机处于下行状态 

闪烁 从机处于停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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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远程控制盒键盘按键功能表 

按键 名称 功能 

PRG
 

编程键 
编程状态与其它状态的切换键。编程状

态下按该键，返回到上级菜单。 

FUNC
DATA  

功能选择键/存储

键 

在编程状态下进入下一级菜单。在功能

码参数状态下，存储参数。 

▲
 

上键 递增功能码、菜单组或设定参数值。 

▲

 
下键 递减功能码、菜单组或设定参数值。 

▲ ▲

 
移位键 

在运行状态或停机状态时，可循环切换

LED 的显示参数；在编程状态下设置参

数时，可以切换待修改位。 

STOP
RESET

 
停机/故障复位键

当从机不是 EV3100 系列变频器时：运

行时用于停机操作；故障报警状态时用

于复位操作。 

当从机是 EV3100 系列变频器时：仅在

非广播状态下用于故障复位。 

RUN
 

运行命令键 启动变频器，对 EV3100 变频器无效。 

JOG
 

点动键 

变频器点动运行控制，按住该键进行点

动运行，松开则停机； 

在广播状态或从机为 EV3100 系列变频

器时，点动键无效。 

FWD
REV

 

方向命令 

切换键 

在从机（变频器）运行时，将当前的运

行方向命令取反； 

在广播状态或从机为 EV3100 系列变频

器时，方向命令切换键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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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远程控制盒自身功能码Fo 

表 3  远程控制盒自身功能码 Fo 

功能码 名称 设定范围 最小单位 默认值 更改 

Fo.00 
从机 

地址 
000～247 1 005 随时 

Fo.01 
通讯 

波特率 

0: 9600bps

1: 19200bps
1 1 

仅在通讯有

故障时 
 

4.3  基本设定 

远程控制盒与变频器的通讯方式为主从方式，远程控制盒

为主机，变频器为从机。用远程控制盒控制变频器之前，

需作如下设定： 

1．设置从机地址 

1）首先在从机自身键盘上设置从机地址。对于

EV1000/EV2000 系列变频器，从机地址在 FF.01 中设置；

对于 EV3100 系列变频器，在 F8.02 中设置。从机地址默认

值为 005，设置范围为 001～247。 

2）利用远程控制盒键盘来设置 Fo.00 值。根据需要，确定

需要控制的从机地址，赋值给 Fo.00。 

 注意 

利用从机自身键盘设置从机地址时，严禁从机地址设置有重复，否则
组网时将会出现通讯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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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从机键盘上设置通讯参数 

1）若从机为 EV1000/EV2000，需作如下设定： 

FF.00=0004（波特率为 19200bps，无校验）；或 FF.00=0003

（波特率为 9600bps，无校验）。 

2）若从机为 EV3100，需作如下设定 

F8.00=3：波特率 19200bps，或 

F8.00=4：波特率 9600bps； 

F8.01=0：RTU 格式，无校验。 

 说明 

1．远程控制盒采用循环冗余校验方法对整个数据帧进行校验，而不对
单个字符进行校验，因此，数据格式设为无校验，并选择 RTU 格式。
2．从机通讯波特率必须设为 19200bps（默认值）或 9600bps，否则无
法通讯。 

 
3．设置从机控制模式 

若想通过远程控制盒对变频器进行运行和停机等操作，必

须正确设置从机控制模式。 

对于 EV1000/EV2000 变频器，可将 F0.03 值设为“2”（串

行口命令通道）。 

对于 EV3100 变频器，不允许远程控制盒发送运行和停机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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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远程控制操作 

1．如何显示停机及运行状态参数 

在进行功能码组切换时，存在远程控制盒自身功能码组与

从机功能码组之间的过渡，具体描述如下（远程控制盒自

身功能码请参考表 3）： 

1）从机为 EV1000/2000 变频器时，按键时，远程控制盒

的功能码显示顺序如下（从默认状态开始）： 

Fo -> F0 -> F1 -> …… -> Fn -> FP -> Fo -> F0 -> …….  

如果按键，远程控制盒的功能码显示顺序将与按键时

相反。 

2）从机为 EV3100 变频器时，按键时，远程控制盒的功

能码显示顺序下（从默认状态开始）： 

Fo -> F0 -> F1 -> …… -> F9 -> FA -> Fo -> F0 -> ……. 

如果按键，远程控制盒的功能码显示顺序将与按键时

相反。 

2．如何显示停机及运行状态参数 

在通讯正常、非广播状态、非编程的情况下，如果此时从

机处于停机状态，远程控制盒的键盘将显示停机状态参数，

按键将循环显示停机状态参数；如果从机处于运行状态，

远程控制盒的键盘将显示从机的运行状态参数，按键将

循环显示运行状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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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实时性，若从机状态参数改变了，控制盒键盘显

示会立即刷新。 

3．运行与停机操作 

利用远程控制盒操作键盘上的 RUN 键和 Stop/Reset 键，可

以控制从机的运行和停机。 

4．点动运行（仅适用于支持点动命令的从机） 

点动键 Jog 与其它命令按键有些不同。发送点动命令时，

应一直按住此键；释放此键，从机停机。 

对于 EV3100 系列变频器，点动运行命令无效。 

5．设定运行方向 

若从机为 EV1000/EV2000 变频器，如果变频器的控制方式

（F0.03）设为 2（即串口控制），运行方向命令由远程控

制盒键盘上的 FWD/REV 键来控制；如果 F0.03 设为 0（即

变频器键盘控制）时，则方向由 F0.04 决定。 

当从机为 EV3100 系列变频器时，远程控制盒不能控制从机

的运行方向，但其上的 FWD/REV 指示灯可指示从机当前

的运行方向及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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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运行方向设定方法 

变频器型号 
操作方式 

键盘控制 串行口控制 

EV1000/EV2000
运行方向由

F0.04 决定 

运行方向由远程控制盒上的

FWD/REV 键决定 

EV3100 
不允许远程控制盒发送运行和停机命令，从机操作

方式选择不用考虑 
 
对于 EV1000/EV2000 系列变频器，运行过程中，如果将控

制方式 F0.03 由“串行口控制”改为“键盘控制”，此时如

果 F0.04 和远程控制盒的方向设定不一致，将会导致电机反

转。 

 注意 

当从机为 EV1000/2000 系列变频器时，用户若打算在变频器运行期间
修改 F0.03 的参数值，必须事先慎重考虑。 

 
6．如何切换从机 

当远程控制盒控制多台变频器且需要在从机之间切换时，

只需修改 Fo.00 中设置的从机地址即可。 

7．如何修改功能码 

在从机停机、运行或故障告警状态下，按 PRG 键均可进入

编程状态。如果当前状态为广播状态或通讯故障状态，显

示的功能码组将只有 Fo。否则，编程状态按三级菜单显示，

其顺序依次为：功能组号功能码号功能码参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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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显示状态下，按 PRG 键返回上级菜单，按 FUNC/DATA

键进入下级菜单。 

在功能码参数设置状态，如果修改了参数值，按

FUNC/DATA 键，保存修改，按 PRG 键，放弃修改。下图

为修改上限频率的操作步骤。 

进入三级菜单   

F0.00   
进入一级菜单  

 

 

  

进入二级菜单   

 
 

Fo   F0    50.00   

   
50.00

    .    
    

 FUNC

 DATA

 

PRG
 

50.00

  

  

 

 

 
 

50.00

F0.13   

 

F0.12

      

    

   

50.00

40.00

 

 

FUNC

DATA

 

 

  

选择下一个功能组

F0.12
FUNC

 DATA
连续按12次

PRG

将闪烁位移至5

40.00

PRG

PRG

保存更改

放弃更改

返回停机显示状态

改

功

能

码

值

按两次

 

图 7  远程控制盒操作键盘操作示例 

8．停机或运行状态下在线修改运行频率设定值 

对于 EV1000/EV2000 变频器，在非编程状态下用户可以在

线修改运行频率设定值，步骤如下： 

1）将功能码 F0.00 的参数值设置为 2，确认后退回到状态

参数显示状态。 

2）按或键，增加或减少设定频率值。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风格和变频器键盘有些不同，利用远

程控制盒在线修改设定运行频率时， 开始的时候大约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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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钟参数既不闪烁也不变动，松开键时也有类似状态。 

9．当从机设置用户密码时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用户密码只能通过从机自身键盘来设

置，远程控制盒只能验证用户密码。 

1）从机密码验证成功前 

在没有验证密码或验证的密码出现错误时，根据从机机型

的不同，将会出现如下两种情况： 

如果从机为 EV1000/2000 变频器，远程控制盒可以正常查

询从机的功能码组和功能码号，但是无法查询从机的功能

码参数。此时，在从机功能码参数显示位数及单位灯的显

示方面，和从机没有设置密码时一样，只是此时显示的从

机功能码参数数值全为零，并且每个显示了数字的数码管

的小数点也被点亮。对远程控制盒自身功能码参数的显示

而言，与从机是否设置了用户密码无关。 

如果从机为 EV3100 变频器，远程控制盒可以正常查询从机

的功能码组、功能码号和功能码参数，只是此时显示的功

能码参数没有闪烁位。 

此外，由于远程控制盒自身的功能码参数与从机无关，因

此无论从机是否设有密码，将不会影响远程控制盒自身功

能码参数的显示。对远程控制盒自身功能码参数的显示而

言，与从机是否设置了用户密码无关。 

2）利用远程控制盒进行从机密码验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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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机为 EV1000/2000 变频器，可以利用远程控制盒进

入从机的功能码参数 FP.00 显示状态，输入密码值，然后按

Func/Data 键进行确认，如果密码验证成功，密码存在时的

特殊显示状态将会清除。 

如果从机为 EV3100 变频器，可以利用远程控制盒进入从机

的功能码参数 F0.00 显示状态，输入密码值，然后按

Func/Data 键进行确认，如果密码验证成功，密码存在时的

特殊显示状态将会清除。 

3）从机密码验证成功后 

在密码验证成功后，利用远程控制盒可以进行正常的从机

功能码参数查询。 

如果用户输入从机的密码后切换到其它从机，若想再返回

查询该从机的参数值，必须重新输入该从机密码。 

4.5  特殊显示状态处理 

1．故障告警状态 

在非编程、非广播状态下，如果有通讯故障，远程控制盒

的数码管将会显示“E017”；如果从机有故障，远程控制

盒的数码管将会显示从机故障代码。 

2．广播状态 

将远程控制盒自身的功能码 Fo.00 设置为 000，远程控制盒

将进入广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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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广播状态只向从机发送命令而不接收命令，因此，在

状态参数显示情况下，远程控制盒只显示“A000”。 

广播状态下，从机故障或通讯故障对远程控制盒没有任何

影响。 

3．EV3100 从机只显示修改过的功能码参数 

从机为 EV3100 时，如将功能码 F0.10 的参数值设置为 1，

通过从机自身键盘查询从机自身的功能码参数时，将只显

示修改过的功能码参数。 

考虑到节约代码空间和简化软件设计，此时远程控制盒显

示的内容仍为全部能显示的功能码参数，不论功能码参数

是否修改过。 

4．状态参数闪烁情况和从机不一致 

远程控制盒键盘显示从机状态参数时，停机情况下状态参

数全部闪烁，运行情况下状态参数全部不闪烁。这种风格

和 EV1000/EV2000 变频器自身键盘的显示风格不一致。 

5．端子状态参数显示和从机不一致 

对于 EV1000/EV2000 变频器，当显示端子状态参数时，从

机键盘上点亮的 LED 数码管表示端子处于有效状态；而远

程控制盒键盘显示的是十六进制数。具体细节请参考

EV1000/EV2000 变频器用户手册 5.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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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故障处理 

若远程控制盒数码管显示“E0XX”字样，表明此时有通讯

故障或从机故障。 

如果“E0XX”为“E017”，则为通讯故障，可能的原因及

对策见表 5；如果“E0XX”不是“E017”，则此时从机有

故障，请查阅相应变频器用户手册的故障对策章节。 

请确保变频器和远程控制盒正确连接。另外，如果使用表 5

给出的故障排除方法后，远程控制盒还显示通讯故障，可

以用一个新的远程控制盒来替代当前正在使用的远程控制

盒，以检验正在使用的远程控制盒是否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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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通讯故障原因及对策 

可能的故障原因 对策 

波特率设置不当 
调整远程控制盒或从机的波特率，使

上位机和下位机的波特率一致 

从机通讯参数组的数据校验

格式有误 

确认数据校验格式是否设置为无校

验，否则，将其改为无校验 

变频器未上电或供电不正常 检查变频器的电源接线是否正常 

EV1000/EV2000 的 FP.02 功

能码参数值设置为“2”，从机

恢复为出厂设定值 

如果通讯一直不正常，则需要检查远

程控制盒和从机之间的通讯参数是否

匹配 

对应的从机正在进行参数辨

识 

此时下位机自动切断与上位机的通

讯，通讯出现故障属于正常情况 

从机地址设置有误 
重新设置从机地址或检查从机地址是

否重复 

由于干扰导致通讯时断时续

1．使用独立 24V 稳压直流电源为远程

控制盒供电。 

2．两根通讯线缆采用屏蔽线（金属屏

蔽层接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