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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上位机软件数字I/O设置操作



自动化与智能化的产品及解决方案供应商

1. 1数字I/O设置窗口
1. 数字输入最多可定义7个，数字输出最多可定义5个，这个

是驱动器硬件I/O数量决定的。

2. “》”：键用于添加功能。

      “×”：用于删除功能。

       仿真按钮：用于模拟输入/输出信号。

       实际输入：显示实际输入即从硬件I/O口真实的输入信号

       电平按钮：用于修改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绿色时 

                           是高电平有效，灰色是低电平输入有效。

       有效输入：显示当前输入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绿色时        

                           高电平，灰色是低电平。

       有效输出：显示当前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绿色时        

                           高电平，灰色是低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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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数字I/O设置窗口注意事项

1. 数字输入优先级是高于驱动器内部参数给值的，当驱动器数字I/O配置有驱动器使能时，给控制字赋

值是无效的。

2. 数字I/O设置一定要根据外部实际接线来配置，驱动器数字I/O配置的每个口的功能要和外部接线一致，

否则会造成信号错误，导致设备动作混乱。

3. 数字I/O设置里面的电平一定要和实际输入一致，设备启动前可以手动触发外部开关，在上位机调试

软件上监控信号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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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数字输入输出口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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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数字输入口可配置的功能
输入功能 解释

使能

驱动器使能 
1: 控制字 = Din 控制字选择(2020.0F) ，但当Din 控制字等于位置模式的启动控制字时，驱动器会自
动给一个其他的控制字，如设置为3F，使能时控制字会等于2F，设置为5F，使能时控制字等于4F
0: 控制字 = 0x06

复位故障 控制字中复位故障的位（bit7） = 1

工作模式控制
工作模式选择，用于切换工作模式
0:工作模式 = 工作模式选择 0 (2020.0E)，默认值= -4 
1:工作模式 = 工作模式选择 1 (2020.0D)，默认值= -3

Kvi 关
1：关闭速度环积分增益 
0：速度环积分增益设置值有效
系统需要快速响应时，可以关闭Kvi，需要系统速度更稳定，可以启用Kvi

正限位 常闭型正/负限位开关信号输入
当有输入时，限位被激活，对应方向的运动被禁止
如果外部接线也是常闭接法，驱动器I/O设置里要把电平切换到低电平输入有效负限位

原点信号 原点开关信号，可在找原点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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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功能 解释

指令反向 在速度和力矩模式下，可将速度指令反向，即将运行方向反向

Din 速度索引 0 Din 速度模式下的 Din 速度索引，Din 速度由Din 速度索引组成的 BCD 码决定
Din 速度[x] ，x 是多功能输入组成的 BCD 码： 
Bit0：Din 速度索引 0
Bit1：Din 速度索引 1
Bit2：Din 速度索引 2

Din 速度索引 1

Din 速度索引 2

Din 位置索引 0 Din 位置模式下的 Din 位置索引，Din 位置由Din 位置索引组成的 BCD 码决定
Din 位置[x] ，x 是多功能输入组成的 BCD 码： 
Bit0：Din 位置索引 0
Bit1：Din 位置索引 1
Bit2：Din 位置索引 2

Din 位置索引 1

Din 位置索引 2

紧急停止
设置控制字位 bit2=0启动紧急停止，紧急停止后若想重新使能，需要首先将控制字设置为 0x06，
然后在设置为 0x0F（如果输入口配置了驱动器使能，则只需再次触发使能信号）

开始找原点
开始找原点信号，必须在驱动器使能的前提下使用。
找到原点后工作模式切换回找原点前的 工作模式，在其他模式运行中也会强行切换到原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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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功能 解释

指令激活 激活位置指令，如：控制字为2F，则激活后控制字由 0x2F 变为 0x3F，只有在使能下有效

多功能输入 0 用于选择电子齿轮比，电子齿轮分子和电子齿轮分母由多功能输入组成的 BCD 码决定
电子齿轮分子[x]，电子齿轮分母[x]，x 是多功能输入组成的 BCD 码： 
Bit0：多功能输入0 
Bit1：多功能输入1 
Bit2：多功能输入2

多功能输入 1

多功能输入 2

增益切换 0 增益切换 0 和增益切换 1 组成的 BCD 码决定了PI 指针的值，来选择有效的Kvp，Kvi，Kpp

如PI=1时，使用速度环比例增益[1]，速度环积分增 益[1]，位置环比例增益[1]。增益切换 1

电机故障 如果外部错误发生（如电机本身温度过高），可以通过输入口将错误信号传递给驱动器

紧急停止
设置控制字位 bit2=0 启动紧急停止，紧急停止后若想重新使能，需要首先将控制字设置为 0x06，
然后在设置为 0x0F（如果输入口配置了驱动器使能，则只需再次触发使能信号）

快速捕捉 1 快速捕捉功能，当输入功能配置为快速捕捉 1 时，如果输入口上升沿到来，上升沿捕捉状态 1 
将变为 1，同时实际位置将存储在上升沿位置 1；如果输入口下降沿到来，下降沿捕捉状态 1 将
变为 1，同时实际位置将存储在下降沿位置 1 中。快速捕捉 2 的使用方法与快速捕捉 1 一样。
上升沿/下降沿捕捉状态需复位为0时，才可继续下一次快速捕捉

快速捕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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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功能 解释

预使能
出于安全考虑，预使能信号可以用于代表驱动器是否就绪 
1：代表驱动器就绪，可以给使能；0：代表驱动器未就绪，不能给使能
如果预使能=0，强行使能驱动器，驱动器就会报异常中断的故障，重启或复位才能消除故障

位置表条件 0 位置表模式中有执行条件0和执行条件1，即执行完位置表上一任务，是否执行下一任务的条件
位置表条件 0 =1时，执行条件 0满足
位置表条件 1=1时，执行条件 1满足位置表条件 1

激活位置表 启动位置表模式

位置表索引0
位置表模式下，起始位置索引由位置表索引0、位置表索引1、由位置表索引2 组成的 BCD 码决定
bit 0：位置表索引 0 
bit 1：位置表索引 1 
bit 2：位置表索引 2

位置表索引1

位置表索引2

终止位置表 终止位置表运行模式

清除脉冲 清除驱动器已经接收但未完成的脉冲数，如果一直置位，相当于驱动器不再接收脉冲

暂停
1：电机暂停运行，控制字中 bit8 = 1 
0：电机继续执行未完成的指令（相对位置指令和绝对位置指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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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数字输出口可配置的功能
输出功能 解释

驱动器就绪 驱动器就绪，可以使能

驱动器故障 驱动器故障报警

位置到
在位置模式下，实际位置和目标位置的差值小于目标位置窗口设置值，且持续时间大于等于位置
窗口时间设置值时输出位置到信号

零速度
实际速度-ms（inc/ms）的绝对值小于等于零速度窗口设置值，且持续时间大于等于零速度时间设
置值时输出零速度功能

电机制动
电机刹车控制输出信号，该信号可用于连接控制电机抱闸的外部继电器。如果使用抱闸电机，该
功能必须设置，否则将会损害电机。有效输出为绿色状态表示打开抱闸， 有效输出为灰色状态表
示抱闸吸合。

速度到 速度误差小于速度到窗口设置值时输出速度到功能 

索引信号出现 电机索引信号出现（Z相脉冲信号），通讯式的编码器没有索引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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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功能 解释

速度达到限制 在力矩模式下，实际速度达到最大速度限制

电机锁轴 驱动器已使能，电机锁轴

限位中 正负向位置限位中

原点找到 原点已找到

扭矩达到限制
当实际扭矩达到基准，且持续时间超过滤波时间，则输出扭矩达到限制，扭矩达到基准设置为 0 
表示不开启扭矩达到限制检测

位置表运行 位置表模式运行中

多功能信号0
Din 多段位置控制的位置到输出功能，Din 位置 1-7 段的位置到信号由多功能信号 0-2 组成的 
BCD 码表示

多功能信号1

多功能信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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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数字输入输出口的外部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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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FD5的I/O数量

       FD5驱动器中不同型号的I/O口个数不同：

l FD5-EA/LA/CA有7个数字量输入、5个数字量输出， 

l FD5-PA只有5个数字量输入、3个数字量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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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FD5数字输入口的接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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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FD5数字输出口的接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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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实际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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