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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机操作面板简明使用说明 

 

1.端子机操作面板插座说明：  

 
 

2.操作面板与变频器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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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面板示意图： 

 

3.操作面板指示灯及按键功能说明： 

指示灯 1：该灯亮时表示此时处于待机状态； 

指示灯 2：该灯为参数设置指示灯。当正在设置参数时该灯点亮； 

指示灯 3：该灯为故障指示灯，当运行产生故障时该灯点亮； 

指示灯 4：该灯为工作指示灯，当前为运行状态时该灯闪烁； 

指示灯 5：自动或点动运行指示灯，当前为点动运行状态时红灯亮，自动运

行状态绿灯亮； 

按键 1：在计数状态下该键为清零键，按下该键数码管显示计数清零；在参

数设置状态下该键为确认键，按下该键保存当前参数设置并返回计

数显示状态。 

按键 2：当前运行状态为点动运行时该键为正点动运行键。当前运行状态为

自动运行状态时该键为 UP 键，通过该键可以增加所要设置的参数

值； 

按键 3：该键为连打次数及间隔时间设置键。 

当按下该键数码管显示 n=xx 时，通过按键 2 和按键 5 可以增加或

减少连打次数。参数设置范围为 1-63。当 n=1 时为单打状态。 

继续按该键数码管显示 h=xx 时，可通过按键 2 和按键 5 调节参数，

设置连打的间隔时间。参数设置范围为 0-30（对应间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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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ms）； 

（若 PSd=8）继续按该键数码管显示 d=xx 时，可通过按键 2 和按

键 5 调节参数，设置接近开关的有效电平。参数设置范围为 0-1；（0：

有效电平为低；1：有效电平为高） 

继续按该键数码管显示 C=xx 时，可通过按键 2 和按键 5 调节参数，

设置端子机的计数控制方式。参数设置范围为 0-1；（0 为操作面板

控制，1 为变频器控制。） 

按键 4：该键用于设置自动或点动运行状态。当前状态可通过指示灯 5 判断； 

按键 5：当前运行状态为点动运行时该键为负点动运行键。当前运行状态为

自动运行状态时该键为 DOWN 键，通过该键可以减少所要设置的

参数值； 

按键 6：该键为频率设置键，按下该键显示 F=xx。该参数可以通过按键 2 和

按键 5 进行调节，调节范围为 50-80。 

 继续按该键数码管显示 PSd=xx，可通过按键 2 和按键 5 调节参数

密码，当参数设为 8 时，参数 d=xx 和 c=xx 可以显示，否则，这两

个参数，不予显示，防止用户误设置。 
 

4.故障信息： 

Error1：当前控制计数方式为操作板控制，且接近开关信号有故障；（按任意

键清除，检查接线连接） 

Error2：当前控制计数方式为变频器控制，且接近开关信号有故障；（按任意

键清除，检查接线连接） 

-Econ-：操作板与变频器通讯故障，该故障只在变频器控制计数即“C=01”

时才会出现（检查操作板与变频器的连线，若连线正常，故障依旧

则确认变频器程序版本（D178 为 1503 以后的可以通讯，之前的不

可以））； 

注：若计数控制方式为操作板控制设置如下： 

1.操作板控制则如上图接线； 

2.将参数 C=xx 设为 0； 
 

若计数控制方式为变频器控制设置如下： 

1.脚踏开关接端子机变频器的 FWD 和 COM 端子； 

2.接近信号接端子机变频器的 12V，MI3 和 COM 端子； 

3.将参数 C=xx 设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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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变频器控制时 n=xx h=xx d=xx c=xx F=xx 对应的变频器参数如下： 

 n=xx 对应的变频器参数为 D024; 

 h=xx 对应的变频器参数为 D023; 

 d=xx 对应的变频器参数为 D025; 

 c=xx 对应的变频器参数为 D026; 

 F=xx 对应的变频器参数为 D000; 

D027 为对应的计数值。 

用外引盒设置为变频器控制的方法如下： 

先将 D026 设为 1，再将 D176 设为 3，D001 设为 1，然后再设置其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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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机变频器简介 

 

概   述 

此型变频器为本公司开发的专用型变频器，它保持了原系列产品的优点，简

化了外端子功能， 使之具有价廉物美、结构紧凑、操作简便、实用性强、可靠

性高的特点，使用时需配合专用操作面板。 

 

技术参数    
额定功率(KW) 0.75 

额定电流(A） 5.0 

输入电源要求 
单相 220VAC（180～244 VAC）

50HZ/60HZ 
频率范围 0.5-400.00HZ 

场所 
室内无腐蚀气体，无导电尘

埃，通风良好 
频率设定 

按键,外部电位器

或 0～10V 

温度/湿度 
-10℃～+40℃ ,相对湿度

90%以下,无结露 
调制方式 SVPWM 使用环境 

标高/振动 
海拔 1000 米以下，振动 0.5G

以下 
载波频率 1～10KHZ 

过载能力 150%，60 秒 加减速时间 0.1-6550.0 秒 

显示 四位数码管，显示运行频率、故障代码等

控
制
特
性 

保护功能 

过电压、欠电压、

过电流、过负载、

过热保护、失速保

护等。 

 

注意事项 

1、本变频器除外空端子外，线路板、外操作器及其连线均带强电，安装操作或

维修前必须切断电源； 

2、主机必须安装在封闭，手触不到的机箱内； 

3、本变频器最好安装在金属板上，以利于散热； 

4、此变频器仅应用于工业三相感应式电动机，否则有损坏财物的可能；  

5、电源输入端应接有同容量以上的接触器或空气开关，以便紧急时立即切断电

源，否则有损坏财物或引起火灾的可能； 

6、电源输入 R、S 端与变频器输出端 U、V、W 端千万不能接错,否则将损坏变频

器或引起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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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变频器输出端（U、V、W）不允许接继电器、补偿电容器，否则将损坏变频器； 

8、必须有电工资质的人员进行接线或检修操作。维修检查前，先要切断电源，

并且要待机内 LED 指示灯完全熄灭后方可进行，否则有触电的可能； 

9、当使用 60Hz 以上输出频率时,请事先对电机及负载的安全性充分确认。 

 

外接端子说明 

1.输入输出端子 

R S P PR U V W 

2．控制端子 

+12V AVI COM FWD MI1 MI2 MI3 MI4 

3.插座 

AFM RXD COM TXD VDD 

+12V FWD COM MI2 MI1 

4.端子功能说明 

 标志 名称 端子功能说明 

R、S 电源输入端子 单相 220V 交流电压输入主
端
子
说
明

U，V，W 变频器输出端子 连接三相感应式电动机 

+12V 直流电压输出 外接电位器时用 

AVI 电位器或电压信号输入端子
接电位器时，电位器的两

端接+10V 和 COM 端子 

COM 外接端子公共端  

FWD 外接命令端子（正转启动）
外部端子主控时，用以启

动、停止变频器 

控
制
回
路
接
线
端
子
说
明 

MI1～MI4 多功能输入端子  

注：P 和 PR 没有刹车管不用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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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插座说明 

标志 端子功能说明 

AFM 模拟信号输出端子 

RXD、TXD 通讯收发端子 

COM 端子公共端 

VDD 通讯电源端子 

+12V 直流电压输出（同控制端子） 

FWD 外部端子主控时，用以启动、停止变频器（同控制端子） 

MI1、MI2 多功能输入端子 

 

（说明：该插座为变频器既可与控制面板连接也可与外引盒连接，与外引盒连接

时需专用转换器） 

 
运行与操作 

1.用户在上电前须仔细检查接线是否正确，牢固。上电后，数码管陆续显

示 “—yt--”—→“额定电压值”—→“额定电流值”—→“预设定的待机显

示值 (可以是输出频率 /转速 /计数值/ 定时值等)。如果数码管闪烁显示：则

表示变频器处在待机监控状态。  出厂默认状态下，按“FWD”键正转运行。按

“STOP”停止。 

2.运转中按上升键或下降键可增减输出频率。按下  “PROC”记忆键，则

可保存当前设定的频率值（当主频为数字设定方式并且为单段速运行时，上述

操作有效，持续按住升／降键将加快操作速率）。 在异常状态下，数码管显示

错误代码。各种状态灯指示当前的运行情况。 

3.点动功能：可以设置外端子点动或面板上 REV 键做为点动，设置方法请

参阅参数一览表 。 

4.参数的设定：  

在监控状态下(运行/或待机中均可)，按一下“FUNC”键,(此时数码管显示

“dXXX”),此后可按上升键，下降键选择要修改的参数号(D000～D200)。选定后,

再按一下”FUNC”键数码管就可显示此参数数值.此时可按上升/下降/移位键 

进行数值修改。按移位键可以选择参数值要修改的位(如选择百位，数码管将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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烁显示百位), 修改后，按下“PROC”记忆键可以存贮参数并退回到监控状态。

而按下 FUNC 键则不存贮参数，退回到改参数号的状态。如果在设参中（包括修

改参数号，修改参数值）。按下了 STOP 键，则不保存修改并退回到监控状态(如

果在运行中改参数，那么第一次按 STOP 键只退出改参数操作，并不会停止运行),  

具体参数号及意义见表 3。 

 

 注：修改参数必先开锁(d001=1)。 本机只使用四位数码管，用小数点移位的

方法可以显示、修改 5位数。当要修改的参数最大有４或 5位时，如果显示的单

位为 1, 则显示成“ＸＸＸＸ.”即末位数码管的小数点点亮；当 显示“XXXX” 

则表示显示的单位为 10，即实际的参数值为“ＸＸＸＸ0”。 按移位键选择修改

位时请注意小数点会相应变化。如果参数值不满４位，则数码管最高位不会有显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