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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信息 

文档结构

所有的标准和产品详细的参数被按照数字上升的次序排列在说明文档内。

这份说明文档补充了特征描述并且给出了一份在驱动器固态软件中使用的
所有参数的完整描述。

每个个别参数的描述被分成了两个部分：

1) 综合描述
这一部分包括了参数的特征或者含义，并且有一些关于设置参数的技巧。

2) 特征描述

这里罗列的特性值或者特征有助于将参数分类。
这些对完整的参数描述而言是必需的。
然而，对于了解参数内容的基本含义而言，他们并不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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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说明

以下的缩写会被使用到：

数据长度：

2-byte - 针对操作数据的数据长度是 2 字节。

4-byte - 针对操作数据的数据长度是 4 字节。

1-byte variable - 这是变长操作数据的一部分(列表）。
这一个数据单元的长度是 1 字节。

2-byte variable - 这是变长操作数据的一部分(列表)。
这一个数据单元的长度是 2 字节。

4-byte variable - 这是变长操作数据的一部分(列表)。
这一个数据单元的长度是 4 字节。

格式:

BIN - 这类操作数据的现实格式应该是二进制的。

HEX - 这类操作数据的现实格式应该是十六进制的。

DEC_OV - 这类操作数据的现实格式应该是没有符号的十进制的。

DEC_MV - 这类操作数据的现实格式应该是带有符号的十进制的。

ASCII -这类操作数据是一个 ASCII 字符串.

IDN - 这类操作数是一个 ID 识别号 (IDN).

可编辑性:

No - 这类操作数据是不可被编辑的。

P2 - 只有在 phase 2 的通讯状态下，这类操作数据才是可被编辑的。

P23 - 只有在phases 2和3的通讯状态下，这类操作数据才是可被编辑的。

P234 - 在任何通讯状态下，这类操作数据都是可以被编辑的。

P3 - 只有在 phase 3 的通讯状态下，这类操作数据才是可被编辑的。

P4 - 只有在 phase 4 的通讯状态下，这类操作数据才是可被编辑的。

存储器:

fixed - 该操作数在驱动中被编入程序 (固定值)。

no - 该操作数在驱动器中没有被放入缓存; 当驱动控制器开机后，改值没有
被定义。

Param. EE - 该操作数据被缓存在编程模块(DSM)的 E²prom 中。

Ampl. EE - 该操作数据被缓存在驱动控制器的 E²prom 中。 

Feedb. EE - 该操作数据被缓存在电机反馈数据存储器的 E²prom 中。
(仅在 MHD- 和 MKD 系列电机的情况下)。



IndraDrive General Information 1-3

DOK-INDRV*-GEN-**VRS**-PA01-EN-P

正确性校验：

no - 该操作数据没有进行正确性校验。

Phase2 - 该操作数据在执行 "Communications phase 3 transition check" 
命令时被校验。

Phase3 - 该操作数据在执行 "Communications phase 4 transition check" 
命令时被校验。

极端值校验：

no - 该操作数据在其进行写操作时，没有就它的极端值进行校验。

yes - 该操作数据在其进行写操作时，就它的极端值进行了校验。

联合校验：

no - 该操作数据在进行写操作时，没有有效的联合其它参数一起进行校验。

yes - 该操作数据在进行写操作时，有效的联合其它参数一起进行了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 该操作数据不能在主数据报文或者驱动器报文中被配置为循环数据。

AT - 该操作数据能够在驱动器报文中被配置为循环数据。

MDT - 该该操作数据能够在主数据报文中被配置为循环数据。

缺省值：

缺省值就是把参数值装进固定内存，和当前版本的固态软件一起装入驱动器
包括相应的 PL 程序安装命令，这些都是在用户进行编辑或安装保存后的
参数值之先做的。

IndraDrive 的固态软件支持一下两个基本的驱动控制原则：

• 开环轴控制或者开环操作 (open-loop U/f control)

→开环控制操作没有编码器信息

• 闭环轴控制或者闭环操作
→ 闭环控制操作有编码器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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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件差别

在 IndraDrive 应用范围中, 有用于不同应用的固态软件可以选用，他们会
表现出不同的应用范围和性能。

• MTH: 为机床应用设计的带有SERCOS 接口的驱动器
(高级的 性能和功能)

• MPX: 为通用自动化设计的驱动 (不包括机床应用)
带有 SERCOS 接口, Profibus, 并行或者模拟量接口。

(这些差别表现为 MPH, MPB 和 MPD; 如下所示)

注释: 固态软件描述的前两个字母带表了该固态软件应用的场合和特性

• MT: "Machine Tool" → 为机床应用设计的驱动
带有 SERCOS 接口
(驱动器的特性由 SERCOS决定)

• MP: "Multi Purpose" → 为通用自动化设计的驱动
(不包括机床应用)
带有 SERCOS 接口, Profibus, 并行或者模拟量接口

(驱动器的特性由 SERCOS决定)

固态软件描述的第三个字母代表了该固态软件的硬件，性能和
功能
(该字位包括 H, B and D):

• H: 具有高级性能和功能的单轴固态软件

• B: 具有基本性能和功能的单轴固态软件

• D: 具有基本性能和功能的双轴固态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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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参数

S-0-0001, NC 循环时间 (TNcyc)

NC 循环时间表明在数控提供新的命令值期间的时间间隔。

在 SERCOS 接口的情况下, NC 循环时间必须在通讯 phase 2 的状态下传送
至从设备，并且将会在通讯 phase 3 的状态下在从设备中被考虑。
TNcyc 必须为以下参数的整数倍：
S-0-0002, SERCOS cycle time (TScyc).

j*TT ScycNcyc =

j: 1, 2, 3 ...
TNcyc: NC 循环时间

TScyc: SERCOS 循环时间

Fig. 2-1: 决定 NC 循环时间

也可参阅 "Master communication SERCOS interfac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0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us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 / 65000 2000

MPD: 1000 / 65000 2000

MPH: 250 / 65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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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02, SERCOS 循环时间 (TScyc)

S-0-0002, SERCOS 循环时间 (TScyc) 的内容定义了循环真实时间数据
(MDT 和  AT) 通过 SERCOS 传输和在驱动器内处理的间隔时间。

S-0-0002 内的允许输入值是由位置环时钟决定的：

•  最小的 SERCOS 循环时间:       T position

•    允许输入的时间间隔:                        T position

根据不同的固态软件中的位置环时钟:

• CSH01.1C 具有 MPH 固件:                 T position = 250µs

• CSB01.1x 具有 MPB 固件:               T position = 500µs

• CDB01.1C 具有 MPD 固件:                 T position = 500µs

下列的输入值是基本控制单元的结果
(CSB01.1), 例如:

500 µs, 1 ms, 2ms, … to 65ms 跨度为 500µs

注释:   在 SERCOS 接口的情况下, SERCOS循环时间必须在通讯
phase 2 状态下从主设备传送到从设备，而且要在 phase 3状态
开始后被激活。

也可参阅  "Configuration of the Telegram Send and Receive Times" 部分

硬件：  选择性的主通信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0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us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 / 65000 2000

MPD: 1000 / 65000 2000

MPH: 250 / 65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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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03, 最小的 AT 传送启动时间 (T1min)

该参数内的值表示从设备在收到主设备的同步报文和传送它的驱动报文之间
所需要的最小时间。

T1min 时间在 phase 2 通讯状态下被主设备读取，用来计算驱动报文 T1 的
传送启动时间。
S-0-0006, AT Transmission starting time (T1).

参阅功能描述 "Telegram Structure, Telegram Frame" 部分。

硬件  选择性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0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us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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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04, 传送/接收 的传输时间 (TATMT)

该参数的值表明了，在传送了它的驱动报文后，从装置所需的用于切换到
接收主装置数据报文所需要的时间。

传送/接收 的传输时间在通讯 phase 2 状态被主设备被主设备读取，用来
计算主数据报文 T2的传送启动时间。
S-0-0089, MDT 传送启动时间 (T2).

也可参见功能描述  "Telegram Structure, Telegram Frame" 部分

硬件           选择性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0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us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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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05, 最小的反馈获得时间 (T4min)

在实际值的获得和主设备同步报文的结束之间，从设备所需要的最小时间。
(MST在 SERCOS的情况下) 
驱动器产生了这个值，这样一来，当前的真实值可以在下一个驱动报文中
被传送到数控中。

在 SERCOS 接口的情况下, 主设备在通讯 phase 2状态下读取该值，用来
用来设定真实值 T4 的获得启动时间。 
S-0-0007, 反馈获得启动时间 (T4)
适用于所有的驱动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elegram Structure, Telegram Frame" 部分

硬件           选择性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0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us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出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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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06, AT 传输启动时间 (T1)

驱动报文的传输启动时间是在从设备必须在主设备同步报文结束后的通讯
phases 3 和 4 状态下测定的。

在通讯 phase 2 状态下，该参数被主设备传送至从设备，并且从通讯 phase 3
状态开始被激活。
传输启动时间 (T1) 必须大于等于传输反应时间。
S-0-0003, 最小 AT 传输启动时间 (T1min)。

该式必须被遵守: T1min  ≤  T1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elegram Structure, Telegram Frame" 部分。

硬件 选择性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0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us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2 / 65000 200

MPD: 12 / 65000 200

MPH: 12 / 650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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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07, 反馈获得的启动时间 (T4)

实际值获得的启动时间, 在同步报文结束以后，由主设备设定。

主设备因此可以为在联合纵坐标模式下操作的其它驱动器指定同样的实际
值获得的启动时间，为相关的驱动器保证实际值获取的同步。

此外，循环传输命令值是在时间 T4时被处理的。在 SERCOS接口的环境下
主设备必须设置成实际值获得的启动时间小于或者等于S-0-0002, SERCOS
循环时间 (Tscyc) 和曾被询问过的S-0-0005,最小反馈获得时间 (T4min)之间
的差值。

下式必须被遵守: T4  ≤  TScyc - T4min

从通讯 phase 3状态起，驱动激活实际值获得启动时间。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elegram Structure, Telegram Frame" 部分。

硬件  选择性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0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us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 缺省值:
MPB: 11 / 65000 500

MPD: 11 / 65000 500

MPH: 11 / 650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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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08, 命令值的有效时间 (T3)

命令值的有效时间是指在驱动器被允许去访问新的命令值的那一时刻。

主设备因此可以给所有在协同纵坐标模式下操作的驱动器设置同样的
"命令值有效时间"。驱动器从通讯 phase 3 状态开始后激活"命令有效时间"。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elegram Structure, Telegram Frame" 部分。

硬件        选择性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0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us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65000 900

MPD: 0 / 65000 900

MPH: 0 / 650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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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09, MDT 中数据纪录的位置

该参数代表了在 MDT中一个驱动器的数据纪录的起始位置。
当地址位置进入 MDT 中后，地址的起始数据位为 1。

在 MDT 中的驱动数据纪录的起始地址位在通讯 phase 2 状态时被传送到
每一个驱动器，并且从通讯 phase 3 状态开始后被激活。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elegram Structure, Telegram Frame" 部分。

硬件  选择性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0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65531 1

MPD: 1 / 65531 1

MPH: 1 / 655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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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10, 主数据报文的长度

主数据报文的长度，表示字节的数目，包括了所有驱动器的数据纪录。
MDT 的长度在通讯 phase 2 状态时被主设备传送到所有的驱动器上，并且
在通讯 phase 3 开始后被主设备和从设备激活。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elegram Structure, Telegram Frame" 部分。

硬件  选择性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1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Byte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4 / 65534 4

MPD: 4 / 65534 4

MPH: 4 / 6553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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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11, 1 级诊断

功能: 驱动器互锁

当驱动器检测到一个 1 诊断错误状态时，会导致

• 驱动器的错误反应
(参阅功能描述 "Error" 部分) ；并且

• 针对 1 级诊断，静态错误位的设置  (S-0-0135, 驱动状态字, 13 位)

该错误位只有在下述情况时才有可能被重新置零

•  1 级诊断没有继续出现，并且

• S-0-0099, C0500 复位 1 级诊断命令启动了。
started.

参数结构:

bit 4: 控制电压出错

S-0-0011, 1 级诊断

bit 5: 编码器出错

bit 1: 放大器过热，停机

bit 2: 电机过热，停机
(也可参阅 S-0-0204)

bit 9: 欠压出错

bit 11: 过大的偏差

bit 12: 通讯出错

bit 13: 超出了位置的限制值

bit 15: 厂商特殊错误

bit 7: 过流出错

Fig. 2-2: S-0-0011,  1 级诊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tatus Classes, Status Displays, Control Parameters"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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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1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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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12, 2 级诊断

功能: 关机预警

如果在驱动器内一个 2 级诊断报警被触发或者解除，那么，变化位将会
根据 2 级诊断被设置。

变化位 (S-0-0135, 驱动状态字,12位)不会被驱动器单元S-0-0013,3级诊断
参数读取清除。

参数结构:

bit 4: 保留位

bit 5: Pos. speed > nlimit

bit 1: 放大器过热报警

bit 2: 电机过热报警

bit 9: 直流母线欠压

bit 11: 保留位

bit 12: 保留位

bit 13: 目标位置超过了限位

bit 15: 厂商特殊报警

bit 0: 过载报警

bit 14: 保留位

bit 10: 保留位

bit 8: 保留位

bit 7: 保留位

bit 6: 保留位

bit 3: 冷却失灵报警

S-0-0012, 2 级诊断

Fig. 2-3: S-0-0012, 2 级诊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tatus Classes, Status Displays, Control Parameters"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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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1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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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13, 3 级诊断

该参数相应的比特位被指派给操作状态讯息。如果有关该讯息的状态已经
被满足，各自的比特位会从0变成1。
如果在驱动器内一个3级诊断讯息被触发或者解除，那么，改变位
(S-0-0135, 驱动状态字, 11位) 将会根据 3 级诊断被设置。
变化位(S-0-0135,驱动状态字,11位)不会被驱动器单元,S-0-0013,3级诊断
参数读取清除。

S-0-0013, 3 级诊断

bit 1: | 实际值 | <
停止窗口   (S-0-0331)
|S-0-0040| < S-0-0124

bit 12: 到达目标位置   (S-0-0342)
内部位置命令值= 实际目标位置
P-0-0434 = P-0-0050

bit 6: 所在位   (S-0-0336)
| 延迟误差 | < 位置窗口
|S-0-0189| < S-0-0057

只有在激活“位置轴”命令：

|S-0-0040| < S-0-0124 (S-0-0331)
和
|实际位置值 - (P-0-0050)| < S-0-0057
并且
|S-0-0036| + |S-0-0037| < S-0-0124

bit 4: | 实际扭矩/扭力 值 | ≥ 
最小扭矩限制值   (S-0-0334)
|S-0-0084| ≥ 最小值来自 (P-0-0444,
P-0-0442, P-0-0443)

bit 2: | 实际值 | <
速度极限   (S-0-0332)
|S-0-0040| < S-0-0125

bit 0: 实际值 =
命令值   (S-0-0330)

|(S-0-0040)-(S-0-0036)-(S-0-0037)| ≤ S-0-0157

bit 3: | 实际扭矩/扭力 值 | ≥
扭矩极限   (S-0-0333)
|S-0-0084| ≥ S-0-0126

bit 5: | 命令速度 | >
 速度限制值   (S-0-0335)

|(S-0-0036) + (S-0-0037)| > S-0-0091

bit 7: | 实际功率值 | ≥ 功率极限
(S-0-0337)
|S-0-0382| ≥ S-0-0158

bit 11: 延迟误差 < 不精确的位置窗口
(S-0-0341)
|S-0-0189| < S-0-0261

Fig. 2-4: S-0-0013, 3 级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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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tatus Classes, Status Displays, Control Parameters"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1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IndraDrive Standard Parameters 2-17

DOK-INDRV*-GEN-**VRS**-PA01-EN-P

S-0-0014, 接口状态

该参数包含了关于主通讯或者通讯阶段的重要的状态位。

通过最低三个比特位的内容(0, 1, 2),可以读出当前的通讯阶段（二进制码）

•  010b: 驱动器处于 phase 2 状态（参数模式）

•  011b: 驱动器处于 phase 3 状态（参数模式）

• 100b: 驱动器处于 phase 4 状态（操作模式）

在 SERCOS 现场总线驱动的环境下，当一个主通讯接发生错误时

• 3-15 比特位中的一个在 S-0-0014-接口状态中被设定
(比特位 4 .. 15 = 1 => 存在错误)

•  并且比特位 12 在 S-0-0011-一级诊断中被设定。

注释: 只有当各自的接口错误不再存在，并且命令S-0-0099, C0500复位

1 级诊断启动时，通讯错误位才会被驱动器清除。

参数结构:

bit 4: MDT 加倍失败

bit 5: 无效的阶段 (phase > 4)

bit 0 - 2: 通讯阶段

bit 9...15: 保留位

bit 8: 没有准备完成信号
出现阶段切换

bit 7: 阶段后退时出错
(不适用于 phase 0)

bit 6: 阶段前进时出错
(顺序)

bit 3: MST 加倍失败

Fig. 2-5:  S-0-0014, 接口状态相关的比特位

注释: Bits 6, 7 和 8 只被 SERCOS 接口支持！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Basic Functions of Master Communication" 部分。

当前的通讯阶段

在 SERCOS 接口环境下的
通讯错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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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14 - 属性
功能:   属性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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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15, 报文类型参数

在保温类型参数中，可以在优先级报文和配置过的报文中选择一个。

• 当“可配置报文”被选种时，可以自由的配置 S-0-0016, AT的配置列表
和 S-0-0024,主数据报文的配置列表。

• 对于优先的报文，S-0-0016, AT 的配置列表 的内容和 S-0-0024, 主数
据报文的配置列 被自动地调整到选择的优先报文。

注释:  只有从通讯 phase 3 状态开始后，选择的报文类型将在主设备
和从设备中被激活。

参数结构:

bit 0 - 2: 选择优先级报文或者
配置过的报文

bit 3:
0: 实际位置值-1 (电机编码器)

1: 实际位置值-2 (外部编码器)

Fig. 2-6: S-0-0015, 报文类型参数

下面的表格表述了可以通过比特位 0...2 被选择的每个优先级报文

Bit
2...0 MDT (循环命令值)  AT (循环实际值)

000 VZ 0 没有循环数据 没有循环数据

001 VZ 1 DF1: S-0-0080, 扭矩/扭力 命令值            没有循环数据

010 VZ 2 DF1: S-0-0036, 速度命令值       DF1: S-0-0040, 速度反馈值

011 VZ 3 DF1: S-0-0036, 速度命令值       DF1: S-0-0051/S-0-0053 位置反馈值的 1/2

100 VZ 4 DF1: S-0-0047, 位置命令值        DF1: S-0-0051/S-0-0053 位置反馈值的 1/2

101 VZ 5 DF1: S-0-0047, 位置命令值
DF2: S-0-0036, 速度命令值

DF1: S-0-0051/S-0-0053 位置反馈值的 1/2

DF2: S-0-0040, 速度反馈值

110 VZ 6 DF1: S-0-0036, 速度命令值        没有循环数据

111 可配置报文              可配置报文

Fig. 2-7: 支持的比特位

其中 VZ: 优先级报文

DF1/2:   数据领域 1/2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elegram Structure, Telegram Frame"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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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选择性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1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5 0

MPD: 0 / 15 0

MPH: 0 /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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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16, AT 的配置列表

该参数定义了被包含在驱动报文(AT)中的参数值，万一可配置报文被
S-0-0015, 报文类型参数确定后。

可配置参数被包含在了 S-0-0187, AT 中的可配置数据列表参数中，并且
作为一个列表存在于该参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elegram Structure, Telegram Frame" 部分。

硬件               选择性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1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默认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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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17, 所有的操作数据的 IDN 列表

在驱动器内所有可以使用的操作数据的 IDNs 被包含在了这个IDN 列表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rameters, Basic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1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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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18, 在 phase 2 通讯状态下操作数据的 IDN 列表

该 IDN 列表包含了驱动为过渡到 phase 3通讯状态的命令作校验的所有参数
的 IDNs。只有当该 IDNs 列表的内容正确，过渡校验命令才可能被确认，
并且到通讯 phase 3状态的过渡才会被允许。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DN Lists of Parameter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1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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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19, 在 phase 3 通讯状态下操作数据的 IDN 列表

该 IDN 列表包含了驱动为过渡到 phase 4 通讯状态的命令作校验的所有参
数的 IDNs。只有当该 IDNs 列表的内容正确，过渡校验命令才可能被确认，
并且到通讯 phase 4 状态的过渡才会被允许。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DN Lists of Parameter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1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操作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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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21, 在 phase 2 通讯状态下有问题的操作数据的 IDN 列表

在驱动器根据 S-0-0127, C0100 通讯 phase 3 状态过渡校验 命令从 phase
2 过渡到 phase 3 状态之前，它会校验所有的通讯参数是否完整和正确。

如果驱动识别出了一个或者多个有问题的 IDNs, 它会将有需要的或者仍然有
问题的操作数据写入 IDN 列表. 驱动器根据故障诊断 C0101有问题的参数
（见 S-0-0021）的内容作出显示。

在其它错误诊断的情况下，各个参数也会被写入 S-0-0021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DN Lists of Parameter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2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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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22, 在 phase 3 通讯状态下有问题的操作数据的 IDN 列表

在驱动器根据 S-0-0127, C0100 通讯 phase 3 状态过渡校验 命令从 phase
2 过渡到 phase 3 状态之前，它会按照以下几个方面检验参数：

• 参数的有效性

• 参数在可能的输入范围内

• 和其它参数之间的"兼容性"

如果参数校验结果是被拒绝的，驱动器会把各自的操作数据写进 IDN 列表。

接下来驱动器确认带有这些讯息的传送命令:

• C0201 有问题的参数 (->S-0-0022) 或者

• C0202 参数限制错误 (->S-0-0022) 或者

• C0203 参数计算错误 (->S-0-0022) 或者

• C0242 一个参数的多重设置 (->S-0-0022)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DN Lists of Parameter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2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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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24, 主数据报文的配置列表

该参数定义了那些万一可配置报文被 S-0-0015 报文类型参数确定，包含
主数据报文 (MDT) 的参数值。

该可配置参数包含在了S-0-0188, MDT 中的可配置数据列表中，并且是以
列表的形式存在于该参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elegram Structure, Telegram Frame" 部分。

硬件  选择性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2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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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25, 所有过程命令的 IDN 列表

在驱动器中所有可用命令的 IDNs 列表被存储在该 IDN 列表的数据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mman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2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IndraDrive Standard Parameters 2-29

DOK-INDRV*-GEN-**VRS**-PA01-EN-P

S-0-0026, 信号状态字的配置列表

在该参数中，可以列出（配置出）一个最多包含 16 个参数的 IDNs 列表，
其中的每一位都被映射在了 S-0-0144, 信号状态字 中。
该列表的第一行符合 S-0-0144  的  LSB，接下去的各行都有更多有意义的 
比特位。 .

这些可以被写入 S-0-0026  的参数的 IDNs 包含在了S-0-0398, 信号状态字
中的可配制 IDN 列表 中。

.

关于那些各个比特位被映射在了 S-0-0144 的参数的分配是由  S-0-0328,
分派排列信号状态字 完成的。

注释:

•  如果 IDN S-0-0000 被输入。该位不具有任何功能，该状态字
(S-0-0144) 中的各个位都显示值 "0"。

•    如果一个不包含在 S-0-0398 中的 IDN 被输入，就会生成一个
参数错误 "Data incorrect" (错误代码 7008h)。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nfigurable Signal Status Word"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2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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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27, 信号控制字的配置列表

在该参数中，可以列出（配置出）一个最多包含16个参数的 IDNs 列表，
其中的每一个比特位是通过 S-0-0145, 信号控制字 写入的。
该列表的第一行符合 S-0-0145 的 LSB 接下去的各行都有更多有意义的
比特位。

这些可以被写入 S-0-0027 的参数的 IDNs 包含在了S-0-0399, 信号控制字
中可配制数据的 IDN 列表 中。
关于那些各个比特位被映射在了 S-0-0027 的参数的分配是由 S-0-0329 ，
分派排列信号控制字 完成的。

注释:

•    如果 IDN S-0-0000 被输入。该位不具有任何功能，该状态字
(S-0-0144)  中的各个位都显示值 "0" 。

•   如果一个不包含在 S-0-0399 中的 IDN 被输入，就会生成一个
参数错误 "Data incorrect" (错误代码 7008h)。

也可参阅功能文档 "Configurable Signal Status Word"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2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功能: ID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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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28, MST 错误计数器

该参数在通讯阶段 3 和 4 时显示所有有问题的主控制报文 (MSTs) 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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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接连有两个 MDTs 出现了问题，错误 F4001 双重的 MST 失败停工
会产生，并且驱动器将跳回至通讯 phase 0 状态。

问题的 MSTs 的最大计数值是 2
16

 -1 (65535)。如果参数 S-0-0028 有
个很高的值，这就意味着经常有通讯失败。

切换到通讯 phase 3 状态时, 该计数器被清零。

可参阅功能描述 "Error Counter for Telegram Failures" 部分。

件  选择性的主通讯卡

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0-0028 - 属性
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位: -- 极端值校验: no

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PB: --- / --- ---

PD: --- / --- ---

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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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29, MDT 错误计数器

该参数在通讯 phases 3 和 4 状态时显示所有有问题的主数据报文 (MDTs)
的数量。

如果接连有两个 MDTs 出现了问题，错误 F4002 双重的 MDT 失败停工
就会产生，并且驱动器将跳回至通讯 phase 0 状态。

有问题的 MDTs 的最大计数值是 216 -1 (65535)。如果参数 S-0-0029 有
一个很高的值，这就意味着经常有通讯失败。

注释:    S-0-0029 的内容在 S-0-0127, C0100 通讯 phase 3 状态校验
命令到达时被清零。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rror Counter for Telegram Failures" 部分。

硬件  选择性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2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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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30, 制造商版本

驱动器固态软件的版本可以从该参数中以文本的形式读出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stem Overview"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3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ASCII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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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32, 操作的主模式

由该参数确定的该操作模式在以下条件下在驱动器内被激活：

• 操作的主模式在主控制字中被选择( 比特位 8 和 9 ="01") ，并且

• 控制部分和功率部分已经为操作做好了准备，并且

• 驱动器使能 "RF" 已经被设定。

该操作模式由输入该参数的一个二进制值决定。在这个值当中，确定的
位置有一个确定的定义。在比特位 3中，你必须定义是工作在无滞后位置控制
状态下，还是工作在有滞后距离的位置控制状态下。

接下来的应用距离:    bit 3 = 0 有滞后的位置控制

bit 3 = 1 无滞后的位置控制

被各自固态软件支持的操作模式被存储在参数S-0-0292, 所有操作模式列表
中，并且在被读取的时候将会显示成十六进制代码。

注释:   为操作模式赋值的二进制值被排列在"操作模式的概观"表格中。
该表格位于 S-0-0292 的参数描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 Sel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32 - 属性
属性: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yes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2

MPD: --- / --- 2

MPH: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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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33, 操作的从模式 1

由该参数确定的该操作模式在以下条件下在驱动器内被激活：

• 操作的从模式 1 在主控制字中被选择 (比特位 8 和 9 = "01")，并且
 

• 控制部分和功率部分已经为操作做好了准备，并且

• 驱动器使能 "RF" 已经被设定。

该操作模式由输入该参数的一个二进制值决定。在这个值当中，确定的
位置有一个确定的定义。在比特位 3中，你必须定义是工作在无滞后位置控制
状态下，还是工作在有滞后距离的位置控制状态下。

接下来的应用距离:      bit 3 = 0 有滞后的位置控制

bit 3 = 1 无滞后的位置控制

被各自固态软件支持的操作模式被存储在参数S-0-0292, 所有操作模式列表
中，并且在被读取的时候将会显示成十六进制代码。

注释: 为操作模式赋值的二进制值被排列在"操作模式的概观"表格中。
该表格位于 S-0-0292 的参数描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 Sel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3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yes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2

MPD: --- / --- 2

MPH: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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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34, 操作的从模式 2

由该参数确定的操作模式在以下条件下在驱动器内被激活：
if:

•   操作的从模式 2 在主控制字中被选择 (比特位 8 和 9 = "01")，并且

• 控制部分和功率部分已经为操作做好了准备，并且

• 驱动器使能 "RF" 已经被设定。

该操作模式由输入该参数的一个二进制值决定。在这个值当中，确定的
位置有一个确定的定义。在比特位 3中，你必须定义是工作在无滞后位置控制
状态下，还是工作在有滞后距离的位置控制状态下。

接下来的应用:     bit 3 = 0 有滞后的位置控制

bit 3 = 1 无滞后的位置控制

被各自固态软件支持的操作模式被存储在参数S-0-0292, 所有操作模式列表
中，并且在被读取的时候将会显示成十六进制代码。

注释: 为操作模式赋值的二进制值被排列在"操作模式的概观"表格中。
该表格位于 S-0-0292 的参数描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 Sel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3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yes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2

MPD: --- / --- 2

MPH: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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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35, 操作的从模式 3

由该参数确定的操作模式在以下条件下在驱动器内被激活：

•    操作的从模式 2 在主控制字中被选择 (比特位 8 和 9 = "01")，并且

• 控制部分和功率部分已经为操作做好了准备，并且

• 驱动器使能 "RF" 已经被设定。

该操作模式由输入该参数的一个二进制值决定。在这个值当中，确定的
位置有一个确定的定义。在比特位 3中，你必须定义是工作在无滞后位置控制
状态下，还是工作在有滞后距离的位置控制状态下。

接下来的应用:        bit 3 = 0      有滞后的位置控制

bit 3 = 1 无滞后的位置控制

被各自固态软件支持的操作模式被存储在参数S-0-0292, 所有操作模式列表
中，并且在被读取的时候将会显示成十六进制代码。

注释: 为操作模式赋值的二进制值被排列在"操作模式的概观"表格中。
该表格位于 S-0-0292 的参数描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 Sel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3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yes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2

MPD: --- / --- 2

MPH: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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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36, 速度命令值

在 "速度控制" 模式中，控制单元循环的将命令值输入到该参数中。

注释:    速度命令值在速度求和点时起实际作用(所有产生速度命令值的
部分之和) 会被显示在参数 P-0-0048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Control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3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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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37, 附加的速度命令值

在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的操作模式下，控制单元可以在该参数内循环输入一个
附加的速度命令值，倘若该控制器单元提供分别的值。

注释:  速度命令值在速度求和点时起实际作用 (所有产生速度命令值的
部分之和) 会被显示在参数 P-0-0048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Control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3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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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40, 速度反馈值

该实际速度值可以由驱动控制器循环的或者通过服务通道传送到控制单元。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Control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4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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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41, 回零速度

S-0-0041, 回零速度 和 S-0-0108, 给进率补偿 的乘积决定了在
S-0-0148, C0600 驱动器控制的回零程序命令 的过程中，轴的最大速度。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Reference (Drive-Controlled Hom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4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0

MPD: 1000000

MPH: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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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42, 回零加速度

一些关于加速度的值被写入该参数中，通过这些值驱动器在执行，
S-0-0148,C0600 驱动控制的回零程序命令 时改变内部产生的速度命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Drive-Controlled Hom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4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0

MPD: 1000000

MPH: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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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43, 速度的极性参数

在该参数中可以根据应用改变速度数据的极性。这些极性不能从内部改变，
而只能从被控制系统的外部改变（在输入和输出时）。

旋转电机的相应应用:

电机外部轴的一个顺时针旋转会导致一个正向的实际速度值（正极性）。

直线电机的相应应用:

电缆连接侧方向的主要部分的一个移动会导致一个正向的实际速度值
 (正极性)。

参数结构:

bit 0: 速度命令值
0: 正极性
1: 负极性

bit 2: 实际速度值
0: 正极性
1: 负极性

bit 1: 附加的速度命令值

0: 正极性
1: 负极性

Fig. 2-8: S-0-0043, 速度的极性参数

注释:    比特位 1 和 2 是比特位 0 的拷贝。只有在比特位 0 上的变化是
有效的。不同比特位上有不同的设置是不可能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caling of Physical Data"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4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元: --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7 0

MPD: 0 / 7 0

MPH: 0 /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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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44, 速度数据的缩放比例类型

速度数据的缩放比例类型确定了以何种格式，何种参照的情况下在驱动器
和控制单元或者用户接口之间交换。

速度数据参数的值 (例如 S-0-0040, 速度反馈值)按照已经设定的缩放比例
被驱动显示。缩放比例的设定一般是由控制单元事先调整的。
 

相应的设置可以由以下组成:

bit 4: 线性缩放比例的单位
0: 米 [m]
1: 英寸 [in]
旋转缩放比例的单位

0: 周
1: 保留位

bit 5: 时间的单位
0: 分钟 [min]
1: 秒 [s]

bit 15 - 7: 保留位

bit 6: 数据参考
0: 关于电机轴
1: 关于负载

bit 3:
0: 首选缩放比例
1: 参数缩放比例

bit 2 - 0: 缩放比例类型
0 0 1: 线性缩放比例
0 1 0: 旋转缩放比例

Fig. 2-9: S-0-0044, 速度数据的缩放比例

在首选缩放比例的情况下 (比特位 3 = "0")，下列的参数是预先确定的，并且
不能被改变：

•  S-0-0045, 速度数据的缩放比例因数

•  S-0-0046, 速度数据的缩放比例指数

在参数缩放比例的情况下，缩放比例是由输入想得到的参数值确定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caling of Physical Data"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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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4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yes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2

MPD: --- / --- 2

MPH: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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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45, 速度数据的缩放比例因数

根据

• S-0-0045, 速度数据的缩放比例因数 和

• S-0-0046, 速度数据的缩放比例指数

速度数据参数的缩放比例因数和十进制格式 (十进制位) 在参数缩放比例
的情况下决定的。(参见 S-0-0044)

如果首选的缩放比例被选在了 S-0-0044, 速度数据缩放比例类型 中，
S-0-0045 and S-0-0046 中的值会被驱动自动设定。

也可参阅 "Scaling of Physical Data"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4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元: --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4294967295 1

MPD: 1 / 4294967295 1

MPH: 1 / 42949672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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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46, 速度数据的缩放比例指数

根据

• S-0-0046, 速度数据的缩放比例指数 和

• S-0-0045, 速度数据的缩放比例因数

速度数据参数的缩放比例因数和十进制格式 (十进制位) 是在参数缩放比例
的情况下决定的。(参见 S-0-0044)

如果首选的缩放比例被选在了 S-0-0044, 速度数据的缩放比例类型 内,
在 S-0-0045 和 S-0-0046 内的值会被驱动器自动设定。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caling of Physical Data"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4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5 / 0 ---

MPD: -15 / 0 ---

MPH: -15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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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47, 位置命令值

在位置控制模式中，控制单元在它的插补周期时钟内写入循环位置命令值。

出于诊断命令，这些直接从控制单元传来的位置命令值可以通过P-0-0047,
位置命令值控制! 被读取。

注释: 控制单元的插补周期时间可以是通讯周期时间的一个倍数！

处于诊断目的，传到位置控制器的求和点的有效位置命令值被显示在
P-0-0434, 位置命令值控制器 上。这适用于所有的在驱动器中位置控制环
封闭的操作模式！

注释: 在位置控制模式中的有效位置命令值是有效的以内插值替换的
并且可能过滤控制单元的位置命令值的位置命令值！
 

该有效的位置命令控制值当读取 S-0-0047, 位置命令值! 时也会被显示。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 Control with Cyclic Command Value Input"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4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元: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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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48, 附加的位置命令值

如果一个同步模式和外部位置控制环被选择的话，附加的位置命令值在
驱动器内被加入 P-0-0434,  控制器的位置命令值 中。这样允许在主轴
编码器和从轴编码器之间建立立一个位置偏置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Synchronization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hase Synchronization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lectronic Cam Shaft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4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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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49, 正向的位置极限值

一个轴的可允许行程范围可以被位置极限值确定。最大的允许实际位置值
（正行进方向）被记录在该参数中。

如果除了电机编码器外一个外部编码器被使用了，该位置限制值涉及到下列
任一项：

• 关于该编码器
-或者，关于两个编码器 -

• 关于哪个编码器是由  S-0-0147, 回零参数 的第 3 位确定的。

位置限制值监控只有当电机编码器或者外部编码器（如果有的话）参照
轴的零点时，例如当一个电机编码器已经被回零了时才会被激活。

（参数 S-0-0403, 位置反馈值状态 中的比特位 1 或 2 必需为 1。）

通过 S-0-0055, 位置极性 中的比特位 4，可以关掉位置限制值监控。

对于驱动器如果一个 S-0-0258, 目标位置 超出了正向位置限制值的话，会
设定 S-0-0012, 二级诊断 中的警告位 13 ， 并且引起
E2053 目标位置超出行程范围 报警。 

如果正向位置限制值被超过的话。驱动会设定 S-0-0011, 一级诊断 中的
错误比特位 13 。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 Limit Values (Software Limit Switch)"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4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激活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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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50, 反向的位置限制值

一个轴的可允许行程范围可以被位置极限值确定。最小的允许实际位置值
（正行进方向）被记录在该参数中。

如果除了电机编码器外一个外部编码器被使用了，该位置限制值涉及到下列
任一项：

• 关于该编码器
- 或者，关于两个编码器 -

• 关于哪个编码器是由 S-0-0147,  回零参数 的第 3 位确定的。

位置限制值监控只有当电机编码器或者外部编码器（如果有的话）参照 
轴的零点时，例如当一个电机编码器已经被回零了时才会被激活。

（参数 S-0-0403, 位置反馈值状态 中的比特位 1 或 2 必需为 1。）

通过 S-0-0055, 位置极性 中的比特位 4，可以关掉位置限制值监控。 

对于驱动器如果一个 S-0-0258, 目标位置 超出了正向位置限制值的话，会
设 定 S-0-0012, 二 级 诊 断 中 的 警 告 位 13 ， 并 且 引 起
E2053 目标位置超出行程范围 报警。 

如果正向位置限制值被超过的话。驱动会设定 S-0-0011,  一级诊断 中的
错误比特位 13 。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 Limit Values (Software Limit Switch)"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5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激活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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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51, 位置反馈 1 的值

编码器的实际位置值 1 代表了电机编码器当前的位置。当驱动器被接通后，
该实际位置值被初始化，也就是说，在通讯阶段顺序中被 S-0-0128, C0200
通讯  phase 4  状态过渡校验 设定成一个初始值。

如果电机编码器是一个绝对的测量系统，S-0-0051, 位置反馈 1的值 中的
值会显示。

• 如果在初始运转期间 P-0-0012, C0300 命令设定决定测量 命令被执行
一次，且如果，在同一时间，电机编码器和P-0-0612, 设定绝对测量的
控制字 中的比特位 3 和 4 一起被选中的话，该位置参考机械零点。

• 当初始运行中电机编码器的所有的当前绝对位置的第一个。绝对位置没
参照任何机械原点，直到 P-0-0012, C0300 命令设定绝对测量 被第一
次执行。

如果电机编码器是一个增量的测量系统，S-0-0051, 位置反馈的 1 的值 中
的值会显示。

•  所有没有被回零的实际位置中的第一个。这涉及到  P-0-0019, 初始的位
置值。这个值被分配给初始编码器位置（P-0-0019 的缺省值是零）。

•   如果命令 S-0-0148, C0600 驱动器控制的回零程序命令 在驱动器上
使能后被执行，并且，如果与此同时，电机编码器和 S-0-00147, 回零
参数 的比特位 3 一起被选中的话，该位置对应于机械零点。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5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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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52, 参考距离 1

关于一个特殊轴位置（参考位置）的想得到的实际位置被写进该参数内。
根据 S-0-0148, C0600 驱动器控制的回零程序命令 或 P-0-0012, C0300
命令设置绝对测量 的含义，命令输入参数 S-0-0052 的值作为在参考位置
的实际位置值而起作用。

这样允许为一个轴或者变一个现有参考系统为一个新的系统（“切换”）
建立一个特殊位置参考系统。 

在增量测量系统的情况下，实际位置值到轴零点的参考是建立在一个机械
定义的轴参考位置，即“驱动器控制的回零程序”命令所谓的零点。

在回零程序后，在零点的实际位置值 1 相当于参数 S-0-0052, 参考距离 1
的值。实际位置值 1 是该参考点和轴零点之间的距离。

在增量测量系统的情况下，实际位置值的前参考系统被切换到了在被
“设置绝对测量”命令定义的轴的参考位置的一个新的系统。

该参考位置可以

• 有一个到轴零点的被定义的距离，并且

• 被调整成一个前参考系统（在改变参考系统之前）的实际位置值。

当参考系统被命令切换的时候，如果参考位置有一个到轴零点的定义的距离，
这个距离值必须被包含在 S-0-0052, 参考距离 1 参数中。

如果 P-0-0612, 对于设置绝对测量的控制字 的比特位 1 的值是 "0"，
在 "设置绝对测量" 之后，在参考位置的实际位置值 2 相当于参数
S-0-0052, 参考距离 1 的值。

注释： 在切换参考系统之前， 该实际位置值该参考位置被存储在了
P-0-0613, 参考位置：设置绝对测量 参数中。

如果参考位置被按照前参考系统的定义的实际位置值事先设置，它会被写入
P-0-0613, 参考位置：设置绝对测量 参数中。

在 P-0-0612, 对应设置绝对测量的控制字 参数中，参考位置的外部设置
必须按照比特位 1 = 1被激活。在执行完命令后，在前参考系统的参考位置
的实际位置对应参数 S-0-0052,  参考位置 1 的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Drive-Controlled Homing)" 部分。

增量测量系统

绝对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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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5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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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53, 位置反馈 2 的值

编码器的实际位置值 2代表了电机编码器当前的位置。当驱动器被打开后，
该实际位置值被初始化，例如，被通讯阶段顺序中被 S-0-0128, C0200
通讯 phase 4 0状态过渡校验 设定成一个初始值。

如果电机编码器是一个绝对的测量系统，S-0-0053, 位置反馈 2 的值 中的
值会显示。

•   如果在初始运转期间 P-0-0012, C0300 命令设定决定测量 命令被执行
一次，且如果，在同一时间，电机编码器和 P-0-0612, 设定绝对测量的
控制字 中的比特位 3 和 4  一起被选中的话，该位置参考机械零点。

•  当初始运行中电机编码器的所有的当前绝对位置的第一个。绝对位置没
参照任何机械原点，直到 P-0-0012, C0300 命令设定绝对测量 被第一
次执行。

如果电机编码器是一个增量的测量系统，S-0-0053, 位置反馈的 2的值 中的
值会显示。

• 所有没有被回零的实际位置中的第一个。这涉及到 P-0-0019, 初始的
位置值。这个值被分配给初始编码器位置（P-0-0019 的缺省值是零）。

• 如果命令 S-0-0148, C0600 驱动器控制的回零程序命令 在驱动器上
使能后被执行，并且，如果与此同时，电机编码器和 S-0-00147, 回零
参数 的比特位 3 一起被选中的话，该位置对应于机械零点。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5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元: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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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54, 参考距离 2

关于一个特殊轴位置（参考位置）的想得到的实际位置被写进该参数内。
根据 S-0-0148, C0600 驱动器控制的回零程序命令 或 P-0-0012, C0300
命令设置绝对测量 的含义，命令输入参数 S-0-0054 的值作为在参考位置
的实际位置值而起作用。

这样允许为一个轴或者变一个现有参考系统为一个新的系统（“切换”）
建立一个特殊位置参考系统。 

在增量测量系统的情况下，实际位置值到轴零点的参考是建立在一个机械
定义的轴参考位置，即“驱动器控制的回零程序”命令所谓的零点。

在回零程序后，在零点的实际位置值 2 相当于参数 S-0-0054, 参考距离 2
的值。实际位置值 2 是该参考点和轴零点之间的距离。
 

在增量测量系统的情况下，实际位置值的前参考系统被切换到了在被
“设置绝对测量”命令定义的轴的参考位置的一个新的系统。

该参考位置可以

• 有一个到轴零点的被定义的距离，并且

• 被调整成一个前参考系统（在改变参考系统之前）的实际位置值。

当参考系统被命令切换的时候，如果参考位置有一个到轴零点的定义的距离，
这个距离值必须被包含在 S-0-0054, 参考距离 2 参数中。

如果 P-0-0612, 对于设置绝对测量的控制字 的比特位 1 的值是 "0"，
在 "设置绝对测量" 之后，在参考位置的实际位置值 2 相当于参数
S-0-0054, 参考距离 2 的值。

注释： 在切换参考系统之前，  该实际位置值该参考位置被存储在了
P-0-0613, 参考位置：设置绝对测量 参数中。

如果参考位置被按照前参考系统的定义的实际位置值事先设置，它会被写入
P-0-0613, 参考位置：设置绝对测量 参数中。

在 P-0-0612, 对应设置绝对测量的控制字 参数中，参考位置的外部设置
必须按照比特位 1 = 1被激活。在执行完命令后，在前参考系统的参考位置
的实际位置对应参数 S-0-0054, 参考位置 2 的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Drive-Controlled Homing)" 部分。

增量测量系统

绝对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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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州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5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扩展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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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55, 位置极性

根据该参数的意义，它可以颠倒显示位置数据的极性。极性在控制系统的
外部被改变，例如，在控制系统的输入输出部分。

注释: 该位置极性必须在建立测量系统的机械零点之前和一个轴的初始
试运行一同被建立，因为一个极性的变化会造成不用的实际位置
值。

对于旋转电机相应的应用:

在正向的情况下，顺时针方向转动马达的输出轴控制值的变化和正向的极性。

对于直线点饥相应的应用:

在正向的情况下，电缆连接侧的主部分的一个移动控制值的变化和正向的
极性。

根据比特位 4 ，软件位置限制值被激活或者解效。

参数结构:

bit 4: 位置限制值
0: 不起作用
1: 起作用

bit 0: 位置命令值
0: 正向极性
1: 反向极性

bit 1: 附加的位置命令值

0: 正向极性
1: 反向极性

bit 2: 实际位置值 1
0: 正向极性
1: 反向极性

bit 3: 实际位置值 2
0: 正向极性
1: 反向极性

Fig. 2-10: S-0-0055, 位置的极性

注释: 比特位 1, 2 和 3 是比特位 0 的拷贝，只有改变比特位 0 才是
有效的。不可能出现各个比特位有不用的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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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5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31 0

MPD: 0 / 31 0

MPH: 0 / 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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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57, 位置窗口

如果一个才内部位置控制的操作模式在驱动器内是被激活的话，几个关于
驱动器定位行为的状态讯息会生成。为了实现这些，除了其它参数，
S-0-0057,  位置窗口 参数被用来担当一个为接下来状态讯息和功能性的
“窗口”。

•  "In Position" (S-0-0013, 3 级诊断, Bit 6 =1)
� |滞后错误 (S-0-0189)|  <  位置窗口 (S-0-0057)

•  "IN_TARGET POS." (P-0-0188, 状态字定位发生器, Bit 1 =1)
� |S-0-0258/P-0-0050 – S-0-0051/53| <  S-0-0057

•  "IZP" (P-0-0188, 状态字定位发生器, Bit 2 =1)
� IN_TARGET POSITION && IN_POSITION && Nact = 0

• 在 S-0-0148, C0600 驱动器控制回零程序命令 的执行过程中，
当内部位置命令值发生器达到了它的目标值并且最终值和实际位置值
之间的差值小于位置窗口时，驱动器发出信号通知该命令完成。

• 作为一个对应 位置限制值监控 的 滞后窗口。这意味着，如果驱动器
已经超过了位置限制值，行程范围被该位置窗口再度限制。

• 如果该位置限制值是激活的，在“慢跑”操作模式下，位置控制被位置
限制值位置窗口认识到。

• 驱动器移动到在位置窗口范围内的目标位置总是超过最短的距离，这与
S-0-0393, 命令值模式 中的设定无关。

• 对于 "位置轴" 命令为了显示轴在位置上。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P-0-0188, 状态字定位发生器

P-0-0555, 控制器状态字

S-0-0013, 3 级诊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5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 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

MPD: 100

MPH: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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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58, 反向间隙

反向间隙描述了在反向的情况下驱动器和负载间运动的关于位置数据的
绝对度量标准。该处理过程由下列值决定：

•   S-0-0124, 停顿窗口 中的值。

•     当位置控制起作用时，由位置环生成的 S-0-0036, 速度命令值 中的值。

相应应用:

Sv5173f1.fh7

S-0-0036,
速度命令值或者
位置命令有效差分

P-0-0401,
轴修正主动修正值
 (对于实际位置值的修正值)

S-0-0124, 停顿窗口     S-0-0058,
反向间隙

Fig. 2-11: 反向间隙的过程

齿轮隙造成了在旋转传动中的运动

Mb5001d2.fh7

Fig. 2-12: 在反转的情况下齿轮隙的图形表示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xis Error Correction"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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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5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元: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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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59, 位置开关标记参数

该参数表现了关于位置开关点的信号的一个比特列表。如果各自的 bit = 1
的话，该位置反馈值比适当的位置开关点大。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5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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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60, 位置开关点 1 "On"

位置开关是由一个位置开关点 "on" 和一个位置开关标记 (S-0-0059) 组成
的。如果位置反馈值比位置开关点 "on" 小的话，适当的位置开关标记被设
成 "0"。如果位置反馈值等于或者比位置开关点  "on" 大的话，适当的位置
开关标记被设成 "1"。 

硬件  -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6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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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76, 位置数据的缩放比例类型

位置数据的缩放比例类型决定了以何种格式在何种参考下，位置数据在
驱动器和控制单元或者用户接口之间交换。该位置数据参数（例如，的值
S-0-0051, 位置反馈 1的值）的值被驱动器按照已经被设定的缩放比例
现实出来。该缩放比例通常是被控制单元事先设定的。

相应的设定可以是这样组成的:

bit 4: 线性缩放比例的单位
0: 米 [m]
1: 英寸 [in]

旋转缩放比例的单位
0: 角度
1: 保留位

bit 5: 保留位

bit 7: 处理格式
0: 绝对格式
1: 模格式

bit 6: 数据参考
0: 对应电机轴
1: 对应负载

bit 3:
0: 首选的缩放比例
1: 参数的缩放比例

bit 2- 0: 缩放比例类型
0 0 1: 线性缩放比例
0 1 0: 旋转缩放比例

bit 15 - 8: 保留位

Fig. 2-13: S-0-0076, 位置数据的缩放类型

在首选缩放比例的情况下 (bit 3 = "0"), 下面的参数是被预先确定的，而且
不能被改变:

• S-0-0077, 线性位置数据的缩放比例因数

• S-0-0078, 线性位置数据的缩放比例指数

• S-0-0079, 旋转位置的辨析率

在参数缩放比例的情况下 (bit 3 = "1"), 该缩放比例是在相应的参数内输入
想得到的值来实现的。

注释: 也可参见 S-0-0077, 线性位置数据的测量系数 中的案例。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caling of Physical Data"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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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7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yes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2

MPD: --- / --- 2

MPH: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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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77, 线性位置数据的缩放比例系数

在线性参数缩放比例的情况下 (见 S-0-0076)，位置数据数据的缩放比例
系数和十进制格式 (十进制位) 被该参数和 S-0-0078, 线性位置数据的
缩放比例指数 一起决定的。

如果在 S-0-0076, 位置数据的缩放比例类型 中首选的缩放比例被选中的话，
S-0-0077 和 S-0-0078 中的值是被驱动器自动设定的。

举一个在线性缩放比例的情况下的位置数据显示的例子：

电机编码器的物理实际值等于 0.12 m(米）。

A) 选择的缩放比例 = 线性选择的缩放比例 (S-0-0077 = 1, S-0-0078 = 7)。
这个结果是 1200 对于 S-0-0051, 位置反馈值 1。(单位是mm，十进制位是4)
 

B) 选择的缩放比例 = 线性参数的缩放比例 (S-0-0077 = 3, S-0-0078 = 7)。
这个结果是 400 对于 S-0-0051, 位置反馈值 1。(单位是mm，十进制位是4)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caling of Physical Data"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7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4294967295 1

MPD: 1 / 4294967295 1

MPH: 1 / 42949672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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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78, 线性位置数据的缩放比例指数

在线性参数缩放比例的情况下 (见 S-0-0076 )，位置数据数据的缩放比例
系数和十进制格式 (十进制位) 被该参数和 S-0-0077, 线性位置数据的
缩放比例系数 一起决定的。

如果在 S-0-0076, 位置数据的缩放比例类型 中首选的缩放比例被选中的话，
S-0-0077 和 S-0-0078 中的值是被驱动器自动设定的。

注释: 也可参见 S-0-0077, 线性位置数据的测量系数 中的案例。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caling of Physical Data"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7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5 / 0 ---

MPD: -15 / 0 ---

MPH: -15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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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79, 旋转位置的辨析率

在旋转参数缩放比例的情况下 (见 S-0-0076), 最小角度值是由该参数为旋转
位置数据参数决定的。

  旋转位置的辨析率

度 360
=最小角度 

该最小角度值可以参考电机或者负载 (见 S-0-0076)。如果旋转的首选的
缩放比例被设定 (见 S-0-0076), 
S-0-0079, 旋转位置的辨析率 的值被固定在了3.600.000。 最小角度值因此
对所有的旋转位置数据固定在了 0,0001 度上。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caling of Physical Data"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7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0xFFFFFFFF 3600000

MPD: 1 / 0xFFFFFFFF 3600000

MPH: 1 / 0xFFFFFFFF 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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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80, 扭矩/扭力的命令值

在“扭矩/扭力 控制”模式中，该命令值是由控制单元直接生成的，并且
被写入该参数中。

在其它操作模式中，该扭矩/扭力命令值是由速度控制器生成的，也可以
有选择的由一个扭矩/扭力前测装置生成。

注释:   该扭矩/扭力命令值由含在  P-0-0049,有效的扭矩/扭力 命令值
参数中的高一级的控制环生成，可以为诊断或者过程目的循环
的传送到控制单元，或者通过模拟量输出显示出来。

另一个值 (S-0-0081, 附加扭矩/扭力的命令值) 可以被加在扭矩/扭力命令值
(S-0-0080) 上. 个别的限制值在两个值的和 (P-0-0049)传送到当前控制器
上之前作用在它上。起作用的限制值可以通过以下参数被询问：

• P-0-0442, 正向扭矩限制的实际值（固定的）

• P-0-0443, 反向扭矩限制的实际值（固定的）

• P-0-0444, 尖峰扭矩限制的实际值

该参数的单位由 S-0-0086, 扭矩/扭力的数据缩放比例类型 和 P-0-0640, 
冷却类型 参数决定。

也可参阅 "Torque/Force Control"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8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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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81, 附加的扭矩/扭力命令值

通过该值，根据过程的需要，主装置可以在控制器内加上一个扭矩/扭力的
前馈值。

在两个值的和 (P-0-0049) 传送到当前驱动器以前，几个限制值作用在它上。
起作用的限制值可以通过以下参数被询问：

• P-0-0442, 正向扭矩限制的实际值（固定的）

• P-0-0443, 反向扭矩限制的实际值（固定的）

• P-0-0444, 尖峰扭矩限制的实际值

该参数的单位由 S-0-0086, 扭矩/扭力的数据缩放比例类型 和 P-0-0640,
冷却类型 参数决定。

注释: 在扭矩/扭力控制模式中，使用该参数通常说来不起作用，这是
因为控制单元只能表现出一种命令值 (S-0-0080, 扭矩/扭力
命令)! 如果需要的话，前馈值已经包含在了S-0-0080的值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orque/Force Control"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8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

MPD: 0,0

MPH: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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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82, 正向扭矩/扭力的极限值

该参数允许为正向的扭矩/扭力命令值定义一个扭矩或者扭力的限制值。
该限制值只有在关于速度控制器的扭矩命令值(P-0-0049)且不关于来自
加速度前馈的命令值 (S-0-0348, P-0-1126) 时才会起作用。

在下列情况时正向扭矩起作用：

• 正转时的运动操作

• 反转时的再生操作

该参数值的单位是由在参数 S-0-0086, 扭矩/扭力数据缩放比例类型 中的
缩放比例决定的。

注释:

• 该极限值以单方向的形式起作用。也有以双方向形式起作用
的限制值，它们是 S-0-0092, 双向的扭矩/扭力的极限值
和 P-0-0109, 扭矩/扭力的尖峰极限。以上参数的最低值是
实际限制值。

• 有效的正向限制值被显示在 P-0-0442, 正向扭矩限制的
实际值 (固定的) (包括由电机和控制器引起的依据负载的
限制值）。

• 在加速度前馈已经起作用的情况下，如果比固定操作（恒速
度命令值）更高的扭矩或者扭力在加速度阶段是可被驱动器
所提供的话，这是可以被S-0-0092 中和 S-0-0082 相比更高
的值所达到的。

参数 S-0-0082 随后限制了最大的，正向负载扭矩/正向负载
扭力，同时，参数 S-0-0092 限制了加速度扭矩和负载扭矩/
负载扭力的和。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orque/Force Limit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8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元: S-0-0086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400,0

MPD: 400,0

MPH: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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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83, 反向扭矩/扭力的极限值

该参数允许为反向的扭矩/扭力命令值定义一个扭矩或者扭力的限制值。
该限制值只有在关于速度控制器的扭矩命令值(P-0-0049)且不关于来自
加速度前馈的命令值 (S-0-0348, P-0-1126) 时才会起作用。

在下列情况时反向扭矩起作用：

• 反转时的运动操作

• 正转时的再生操作

该参数值的单位是由在参数 S-0-0086, 扭矩/扭力数据缩放比例类型 中的
缩放比例决定的。

注释:

•  该极限值以单方向的形式起作用。也有以双方向形式起作用
的限制值，它们是 S-0-0092, 双向的扭矩/扭力的极限值
和 P-0-0109, 扭矩/扭力的尖峰极限。以上参数的最低值是
实际限制值。

• 有效的正向限制值被显示在 P-0-0443, 反向扭矩限制的
实际值 (固定的) (包括由电机和控制器引起的依据负载的
限制值）。

• 在加速度前馈已经起作用的情况下，如果比固定操作（恒速
度命令值）更高的扭矩或者扭力在加速度阶段是可被驱动器
所提供的话，这是可以被S-0-0092 中和 S-0-0083 相比更高
的值所达到的。

参数 S-0-0083 随后限制了最大的，反向负载扭矩/反向负载
扭力，同时，参数 S-0-0092 限制了加速度扭矩和负载扭矩/
负载扭力的和。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orque/Force Limit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8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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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84, 扭矩/扭力的反馈值

为当前实际扭矩/扭力值显示有效的参数。

实际的扭矩/扭力值 = 扭矩生成的当前的实际的值 (P-0-0043)
 * 扭矩系数 (见注释)

Fig. 2-14: 关于计算实际扭矩/扭力值的关系

注释:

• 对于没有被操作在现场弱化操作下的驱动器们。该扭矩系数
该扭矩/扭力常量 (P-0-0051) 。

• 对于被操作在现场弱化操作下的驱动器们。该扭矩系数是在
基于扭矩/扭力常量(P-0-0051)的基础上在基于速度的方式下
被计算出来的。

该参数值的单位是由在参数 S-0-0086, 扭矩/扭力数据缩放比例类型 中的
缩放比例决定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orque/Force Limit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8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计算实际的扭矩/扭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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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85, 扭矩/扭力的极性参数

在该参数内根据应用的要求转变显示的扭矩/扭力数据的极性是有可能的。
极性是在控制系统外部被改变的，例如，在控制系统的输入和输出的地方。
  

关于旋转电机的相应应用:

在正向扭矩和正向极性的情况下一个电机输出轴的顺时针旋转。

关于直线电机的相应应用:

在正向力和正向极性的情况下主要部分在电缆连接侧方向的一个运动。

bit 0: 扭矩命令值
0: 正向极性
1: 反向极性

bit 1: 附加的扭矩命令值

0: 正向极性
1: 反向极性

bit 2: 实际扭矩值
0: 正向极性
1: 反向极性

Fig. 2-15: S-0-0085, 扭矩/扭力的极性参数

注释:      比特位 1 和 2 是比特位 0 的拷贝。只有在比特位 0 上的变化是
有效的。不同比特位上有不同的设置是不可能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caling of Physical Data"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8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7 0

MPD: 0 / 7 0

MPH: 0 /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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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86, 扭矩/扭力的数据缩放比例类型

一个驱动器的扭矩/扭力数据的单位和参考是被该参数设定的：

• 基于百分比的缩放比例 (  参考值的 %, 见下 )

• 旋转的缩放比例 (Nm, inlbf)

• 线性的缩放比例 (N, lbf)

bit 4: 扭力的单位
0: 牛顿 [N]
1: 磅力 [lbf]
扭矩的单位
0: 牛米 [Nm]
1: 英寸磅力 [inlbf]

bit 15 - 7: 保留位

bit 6: 数据参考
0: 对应电机轴
1: 对应负载

bit 2 - 0: 缩放比例类型
0 0 0: 基于百分比的缩放比例
0 0 1: 线性的缩放比例 (扭力)
0 1 0: 旋转的缩放比例 (扭矩)

Fig. 2-16: S-0-0086, 扭矩/扭力的数据缩放比例类型中的各个比特位

注释:  对于扭矩/扭力数据自由的可参数化缩放比例 (参数缩放比例)
是不可能的。

在百分比缩放比例的情况下，对应扭矩/扭力数据的一个参考值 (100%时的值)
是必需的。

参考值 = 电机停顿时的电流 (S-0-0111) * 扭矩/扭力常量(P-0-0051)
 * 冷却类型因数 (根据 P-0-0640)

Fig. 2-17: 为扭矩/扭力数据的计算用的参考值

注释:

•   在  MHD, MKD 和  MKE 电机的情况下，该参考值对应于停顿
时的持续扭矩(根据冷却类型因数) 。

•   在 2AD, MAD, ADF 和 MAF 电机的情况下，无论是旋转电机
还是直线电机，该参考值同样对应停顿时的持续扭矩，
但由于无可变的冷却类型，冷却类型因数必须是 "1 .0 "
( P-0-0640 = "0" (缺省) ) 。

另可参阅功能描述 "Scaling of Physical Data" 部分。

计算用的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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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8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yes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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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87, 传送到传送的恢复时间 (TATAT)

该 "传送到传送的恢复时间 (TATAT)" 是指在两个报文被同一个从设备
(双轴装置)发送时，它们之间所需要的时间。对于只有一个驱动器的从设备
而言，该参数是不可用的。该 "传送到传送的恢复时间" 在通讯 phase 2
状态下被主设备准备好，是为了正确的计算出驱动器报文的传输启动时间
T1 (S-0-0006)。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elegram Structure, Telegram Frame" 部分。

硬件  选择性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87 - 属性
功能包: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us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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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88, 接收到接收的恢复时间 (TMTSY)

在接收了一个主数据报文后，从设备用来准备接收下一个主同步报文所
需要的时间被定义在了该参数内。该参数在 phase 2 状态被控制单元准备
好，用来计算时间间隙参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elegram Structure, Telegram Frame" 部分。

硬件  选择性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态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8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us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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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89, MDT 传送启动时间 (T2)

在主同步报文结束之后的主数据报文的传送启动时间。在通讯 phase 2 
状态下该值被从主设备传送从设备上，并在 phase 3 状态下产生作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elegram Structure, Telegram Frame" 部分。

硬件  选择性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8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us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65000 600

MPD: 0 / 65000 600

MPH: 0 / 650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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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90, 命令值的执行时间 (TMTSG)

为了在收到主数据报文之后给驱动器提供命令值，在从设备中所需要的
时间。

在通讯 phase 2 状态中，主设备读取该时间，用来计算"命令有效时间 (T3)"
(S-0-0008)。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elegram Structure, Telegram Frame" 部分。

硬件  选择性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9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元: us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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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91, 双向的速度限制值

根据应用需要，和旋转的状态无关，该参数显示了电机的最大允许速度
命令值的值。

对于 S-0-0091 的最大值是 S-0-0113, 最大的电机速度 (nmax) 中的值。
该值也是对于所有速度参数的最大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Limit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9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00

MPD: 10000000

MPH: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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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92, 双向的扭矩/扭力限制值

通过该参数可以限制扭矩/扭力命令值至最大允许值，从而保护机械部分。
该参数在两个方向起作用，例如，正向和反向的命令值被限制到该参数中
被输入的值。该限制作用在所有扭矩命令值的和上，例如，作用在速度
控制器输出的命令值部分同来自基于加速度的前馈的命令值部分的和。
( S-0-0348 , 加速度前馈增益 ; P-0-1126 , 速度控制环：加速度前馈 )

 
S-0-0092 的单位是基于之前设定的缩放比例的。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S-0-0086, Torque/Force data scaling type 部分。

注释:

• 该有效限制值被显示在了 P-0-0049, 有效的扭矩/扭力命令
值上。由于 P-0-0109, 扭矩/扭力尖峰限制值 中的较低值，
或者由于放大器或电机各自的工作负载产生的电流限制，该
值可以关于 S-0-0092 被限制。

•     如果在一个固定的操作下 (恒定速度) ,一个较之在加速度过程
状态下更低的扭矩会被驱动器变的可用，这样就可以实现
在和加速度前馈 ( S-0-0348 或 P-0-1126 ) 关联的 S-0-0082,
正向扭矩/扭力的限制值 和 S-0-0083, 反向扭矩/扭力的限制
值。

.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orque/Force Limitation" 部分。

该双向扭矩/扭力限制值同样也可以作用在 C1300 正向停止驱动器过程
命令 上，S-0-0092 的值是 C1300 a criterion for the
acknowledgment of C1300.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orque/Force Control"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9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400,0

MPD: 400,0

MPH: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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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93, 扭矩/扭力数据的缩放比例系数

该参数一直使自己适应经选择的首选缩放比例。该参数不能变化！

注释:  自由的可参数化的缩放比例  (参数缩放比例) 对于扭矩/扭力
数据是不可能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orque/Force Control"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9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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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94, 扭矩/扭力数据的缩放比例指数

该参数一直使自己适应经选择的首选缩放比例。该参数不能变化！

注释:    自由的可参数化的缩放比例 (参数缩放比例) 对于扭矩/扭力
数据是不可能的！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and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9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元: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2-86 Standard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S-0-0095, 诊断讯息

该参数以文本形式包含了当前相关的驱动器操作状态。

当前的文本是参数 S-0-0390, 诊断讯息号码 中各自的内容。

例如: "A0010 Drive HALT"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ded Diagnostic Drive Messag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9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ASCII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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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96, 从设备的安置 (SLKN)

在初始化的过程中，主设备必须知道哪些驱动器是用的，和这些从设备的
编号，从而可以执行一个最合适的自动时间间隙计算。

根据各自的纪录，主设备认识到分配过地址的从设备占用了哪些驱动器地址。
在初始化的过程中，为了一个由主设备作出的最适合的自动时间计算，了解
哪些驱动器属于正在控制它们的从设备是有必要的。在 phase 2 状态下，
主设备可以从驱动器那里询问到信息。

通过各自的纪录，主设备认识到在同一个物理从设备中是否有更多的可用的
驱动器。

高字节: "自己的驱动器地址"

- 驱动器在这里输入它拥有的自己的地址

低字节: "下一个驱动器地址"

• 从设备按照升续在这里输入下一个更高的它控制的驱动器的地址。

• 如果当前驱动器拥有在物理从设备中最高的地址的话，从设备会在这里
输入从设备中最低的可以被使用的驱动器的地址。

• 如果该从设备只控制一个驱动器， "自己的驱动器地址" 在这里被输入。

关于地址 3 的例子 :

高字节  低字节

S-0-0096 的内容 03 03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aster Communication" 部分。

硬件  选择性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96 - 参数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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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97, 2 级诊断掩码

通过该参数，为机械控制单元的要求调节驱动器状态中 2 级参数的比特位
是可能的。

由于在参数 S-0-0097 中默认的设置 ( 所有的比特位都是 "1" ) ，在
S-0-0012, 2 级诊断 参数中一个比特的每个变化会被驱动器状态字中 2 级
诊断的变化位显示出来。

注释: 该 S-0-0012 参数是一个讯息参数，它通过各个位的定义显示
不同的停机预警。

只有当驱动器的特殊关机预警的变化按照驱动器状态字中的  2 级诊断的
变化比特位的定义在控制恻被查询到时，不相关的预警变化的显示才可以
被该参数参数 (S-0-0097) 抑制掉（"屏蔽掉"）。

S-0-0012, 2 级诊断 参数中无关的比特位在这个参数 (S-0-0097) 比特列表
中相同位置的 "0" 值掩盖掉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tatus Classes, Status Displays, Control Parameter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9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xFFFF

MPD: --- / --- 0xFFFF

MPH: --- / --- 0x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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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98, 3 级诊断掩码

通过该参数，为机械控制单元的要求调节驱动器状态中 3 级参数的比特位
是可能的。

由于在参数 S-0-0098 中默认的设置 ( 所有的比特位都是 "1" ) ，在
S-0-0013, 3 级诊断 参数中一个比特的每个变化会被驱动器状态字中 3 级
诊断的变化位显示出来。

注释: 该 S-0-0013 参数是一个讯息参数，它通过各个位的定义显示
不同的停机预警。

只有当驱动器的特殊关机预警的变化按照驱动器状态字中的 3 级诊断的
变化比特位的定义在控制恻被查询到时，不相关的预警变化的显示才可以
被该参数参数 (S-0-0098)  抑制掉（"屏蔽掉"）。

S-0-0013, 3 级诊断 参数中无关的比特位在这个参数 (S-0-0098) 比特列表
中相同位置的 "0" 值掩盖掉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tatus Classes, Status Displays, Control Parameter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9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xFFFF

MPD: --- / --- 0xFFFF

MPH: --- / --- 0x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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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099, C0500 复位 1 级诊断

根据该参数的含义，启动关于复位错误讯息的命令是有可能的。当引起错误
的原因消失后，所有当前的错误讯息都被复位，并且驱动器返回初始状态。

注释: 就像一个二选一的情况，你可以为了复位错误讯息通过在驱动
控制器的控制面板上按下 "Esc" 按钮启动该命令。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rror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099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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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00, 速度环的比例增益

速度控制器从速度命令值和实际速度值 ( = S-0-0347, 速度偏离 )之间的
差额生成了一个扭矩/扭力命令值 (P-0-0049)。

该扭矩/扭力命令值由一下组成:

• 一个比例环节     0347001000 −−⋅−−= SSKp

• 一个积分环节 03470
01010

01000 −−⋅
−−
−−⋅= S

S

S
tKI

控制中的传递功能如下 :

( ) ( )tS
S

t
StP 03470

01010
10100000490 −−⋅





−−
+⋅−−=−−

注释: 该 S-0-0100 参数包含了速度环比例增益部分的值。

并且，在速度控制器的输出值的标准化到牛顿(N)或者牛米(Nm)。

对于所有的 Indradrive 控制器, 用在 S-0-0100 上的单位取决于被连接的
电机类型，如下表所示：

电机类型 单位

旋转电机 Nm * s / rad
直线电机 N * min / mm

Fig. 2-18: 取决于电机类型的速度环比例增益的单位

注释:  和  ECODRIVE03 还有  DIAX04 相比，对应  S-0-0100 的内容
数字化的值发生了各自的变化。
" 新的输入值 " 是这样被计算出来的:

005100100001000 _ −−⋅−−=−− PSS DIAXEcoIndradrive

根据  "  装载默认程序 " 命令，如果一个电机的编码器数据存储器可用
( P-0-4014,  电机类型: 1 或 5 )为该参数装载一个缺省值是可能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ntrol Loop Structur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Control Mode"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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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0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Nm/(rad/s)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100000,000 0,050

MPD: 0,000 / 100000,000 0,050

MPH: 0,000 / 100000,000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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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01, 速度环的积分作用时间

速度控制器从速度命令值和实际速度值 ( = S-0-0347, 速度偏离 )之间的
差额生成了一个扭矩/扭力命令值 (P-0-0049) 。

该扭矩/扭力命令值由一下组成:

• 一个比例环节      0347001000 −−⋅−−= SSKp

• 一个积分环节 03470
01010

01000 −−⋅
−−
−−⋅= S

S

S
tKI

控制中的传递功能如下 :

( ) ( )tS
S

t
StP 03470

01010
10100000490 −−⋅





−−
+⋅−−=−−

注释:      积分作用时间 (S-0-0101) 是在积分环节等于比例环节的时间轴
上的值。这意味着单纯积分控制所需的时间等于控制器输出
值 y 变化到比例控制在时间  t=0时的输出值所用的时间。

控制器输出

dx*Kp = 比例环节
 

Tn = 积分作用时间

dx*Ki = 积分环节

此时:
dx : 控制偏离
Tn = Kp/ i

Fig. 2-19: 解释积分作用时间 (Tn) 和带 PI 控制的比例增益 Kp 。

注释: 当输入值 S-0-0101 = 0 ms 时，积分环节被关闭。
.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Control Mode" 部分。

积分作用时间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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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0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 / 6553,5 100,0

MPD: 0,0 / 6553,5 100,0

MPH: 0,0 / 6553,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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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03, 模值

当模格式被设定时 (参数 S-0-0076, 位置数据缩放比例类型，bit 7)，
模值决定于在哪个数字化的值上位置值溢出到 0。

注释:

•  S-0-0103 中的值必须小于 S-0-0278, 最大行程范围 中的值，
否则，驱动器信号 C0123 关于电机编码器的模值 不能
被显示。

•    该模值同样影响 S-0-0277,位置反馈 1 的类型 的比特位 6
和 S-0-0115, 位置反馈 2 的类型。该比特位显示了绝对
编码器评估的可能性。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S-0-0393, 命令值模式"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模处理"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0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3600000

MPD: 3600000

MPH: 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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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04, 位置环的 Kv 系数

驱动控制器有一个瀑布结构，例如，对于当前控制器，有一个更高级别的
的速度控制器，同样，对于速度控制器，有一个更高级别的位置控制器。

该 S-0-0104, 位置环的 Kv 系数 参数包括了对应位置控制器的比例增益的
值。

注释: S-0-0104, 位置环的 Kv 系数 的单位是 "1000 1/min"。

ss
S

1
67,16

1

60

1000
0,1

min

1000
0,101040 =⋅==−−

Note: 在所有 MHD, MKD 和 MKE 电机的情况下，关于驱动器的基
本设置包含在了电机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并且可以通过执行
S-0-0262, C07_x 装载默认程序 命令被装载到驱动器上。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rive Control - Axis Control (Closed-Loop Oper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0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1000/min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 / 655,35 1,00

MPD: 0,00 / 655,35 1,00

MPH: 0,00 / 655,35 1,00

转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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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06, 电流环的比例增益 1

该参数的值是电机的特性指标。但是，它受到选择的整流频率和被设定的
控制性能的影响。

对每台力士乐电机而言，S-0-0106 中关于 4 kHz 的参数值被设定为有效：

•   在电机的编码器中带有数据存储器 (MSK, MHD, MKD, MKE) 的情况
下, 通过 P-0-2106, 电流环的比例增益 1, 编码器存储器 被存储在该
存储器中。

•   在电机的编码器中不带有数据存储器 (2AD, ADF, MAD, MAF 和无壳
电机 1MB, MBS, MBT, LSF, MLF) 的情况下，通过试车工具
 "DriveTop" 或者生产商提供的数据库 "DriveBase"。

为选择 PWM 的频率的 S-0-0106 的值的调整 (P-0-0001, 功率输出阶段的
整流频率) 和性能 ( P-0-0556, 轴控制器的控制字 )

• 对于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电机( 见上)自动的发生。

• 对于不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电机 (见上) 通过试运行工具手动的发生。

• 对于第三方电机 (参见功能描述子章节“第三方电机”)  通过试运行工具
手动的发生。

在 S-0-0106 的值被手动调整的情况下，关于 4 kHz 的值被如下转换了：
 

(4kHz)(PWM) 01060Sk01060S −−∗=−−
S-0-0106(4kHz): 关于 4 kHz 的电流环比例增益 1 , "DriveTop" 或者 "DriveBase"

k: 为了 PWM- 和  性能 决定的电流环增益的系数，见表格

Fig. 2-20: 为 S-0-0106 计算用的值

控制性能

P-0-0556, bit 2

整流频率
( Hz)

P-0-0001

为了 PWM-  和 性能 
决定的电流环增益的系数 K

x 4000 1.0

0 (基本型) 8000 1.5

1 (高级型) 8000 2.0

x 12000 2.3

x 16000 3.1
P-0-0001: 功率输出阶段的整流频率
P-0-0556: 轴控制器的控制字 ("x" = 0 或 1)

Fig. 2-21: 为了 PWM- 和 性能 决定的电流环增益的系数 K 

注释: 对于没有编码器存储器的电机，你不能偏离为 S-0-0106 推荐的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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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0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V/A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 / 500,00 8,00

MPD: 0,00 / 500,00 8,00

MPH: 0,00 / 500,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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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07, 电流环的积分作用时间 1

电流环积分作用时间的值是电机的特性指标，并且是为不同电机的类型而
确定的。

注释:

为该参数写入正确的值:

• 对于 MHD, MKD, MKE, 在初始试运行的时候自动的输入。

•   对于 2AD, ADF, 直线和无壳电机，通过 DriveTop 试运行
工具载入电机参数。

• 在其它情况下手动输入。

注释: 在工厂就已经被设定的电流控制器的值是不可以改变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etermining the Motor Parameter Valu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0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 / 429496729,5 2,0

MPD: 0,0 / 429496729,5 2,0

MPH: 0,0 / 429496729,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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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08, 进给倍率

该参数 S-0-0108, 进给倍率 是为一个之前永久设定的插补速度作变量
调整而使用的。

为了实现这样有效的插补速度

• S-0-0041, 回零速度

• S-0-0259, 定位速度

• P-0-4007, 定位块速度
被乘以 S-0-0108, 进给倍率 后产生的。

进给倍率在所有插补操作模式和命令下都会起作用，比如说：

•  驱动器内部插补

•  驱动器受控插补

• 定位块模式

•  慢跑模式

• 把驱动器带入一个插补方式的命令  (例如，S-0-0148, C0600 驱动器受控
的回零程序命令)

注释:    该参数 S-0-0108, Feedrate override 可以被反复配制并且
分配给一个模拟量输入，从而可以为所谓的手动模式被最佳的
使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Internal Interpol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0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 / 600,00 100,00

MPD: 0,00 / 600,00 100,00

MPH: 0,00 / 6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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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09, 电机的尖峰电流

可以短暂流入电机的最大允许电流。

注释:

为该参数写入正确的值:

• 对于 MHD, MKD, MKE, 在初始试运行的时候自动的输入。

•   对于 2AD, ADF, 直线和无壳电机，通过 DriveTop 试运行
工具载入电机参数。

• 对于其它电机，根据生产商的规格说明书手动输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Limitation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0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A eff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1000,000 1,000

MPD: 0,000 / 1000,000 1,000

MPH: 0,000 / 1000,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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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10, 放大器的尖峰电流

控制器的尖峰电流。该值被设备自动设定。该电流只能短暂的达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电流限制"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1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A eff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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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11, 停顿时的电机电流

该参数的值是当电机在最小的允许冷却类型时上负载后的持续电流的保证
停顿的持续扭矩/持续扭力生成的组分（见电机数据表格）。

该值是取决于电机的。对于 MHD, MKD 和 MKE 电机，它被存储在编码器
中。当驱动器第一次被开启时，改值和其它电机参数一起从那被载入。

对于其它的电机类型，停顿时的电机电流和其它电机参数一起根据
"DriveTop" 试运行工具的定义被载入或者被输入到驱动器。

在电机类型没有被包含在 DriveTop 数据库的情况下，垓值和其它电机参数
一起被手动输入。

注释: 如果基于百分比的缩放比例被设定在 S-0-0086, 扭矩/扭力数据
缩放比例类型 参数中的话，该参数被包含在参考值的计算中。
(100% 值) (见参数 S-0-0086)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Motor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1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A eff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500,000 1,000

MPD: 0,000 / 500,000 1,000

MPH: 0,000 / 500,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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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12, 放大器的标称电流

对应控制器允许的持续电流。该值是被设备自动设置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urrent Limit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1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A eff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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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13, 电机的最高速度

对应电机最大的速度命令值的值。实际速度值最多可以比 S-0-0113 的值
高出 12.5% ，对于更高的实际值驱动器不能提供相应的扭矩并且回产生
F8079 速度极限 S-0-0091 被超越的错误讯息。

注释:

为该参数写入正确的值:

• 对于 MHD, MKD, MKE, 在初始试运行的时候自动的输入。

• 对于 2AD, ADF, 直线和无壳电机，通过 DriveTop 试运行
工具载入电机参数。

• 对于其它电机，根据生产商的规格说明书手动输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Limitation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1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元: Rpm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1 / 250000,0000 3000,0000

MPD: 0,0001 / 250000,0000 3000,0000

MPH: 0,0001 / 250000,0000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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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15, 位置反馈 2 的类型

通过该参数选择性（外部）编码器的基本属性被确定。

参数结构:

bit 0: 编码器种类
0: 旋转
1: 直线

bit 1: 距离编码的测量系统

0: 没有距离编码的参考标记

1: 距离编码的参考标记
(S-0-0165, S-0-0166)

bit 3: 旋转方向
0: 非反向
1: 反向

bits 7, 6: 绝对测量
x0:没有绝对测量的可能性

(与比特位 7 无关)
01:绝对测量可能并且被允许

(编码器被当作绝对编码器)

11:绝对测量可能的但不允许

bit 5: 距离编码的测量系统的结构

0: 计算的正向距离
1: 计算的反向距离

Fig. 2-22: S-0-0115, 位置反馈 2 的类型

注解:

在带有数据存储器的绝对测量系统的情况下，比特位 6 是被自动设定的。

注释: 只有在这里提到过的比特位才是被软件支持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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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1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x0

MPD: --- / --- 0x0

MPH: --- / --- 0x0



2-108 Standard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S-0-0116, 反馈 1 的分辨率

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被显示在该参数内。该值表示：

•  对于旋转电机，该值表示电机的每周旋转被分割成的周期或者循环的
数量 (DP/rev)。

• 对于直线电机，分辨率的单位是 mm (mm/line 的数量)。

• 对带有旋转编码反馈的电机而言，旋转编码器的电极对数量被显示。

S-0-0116 的值的意义被 P-0-4014, 电机类型（旋转或者直线电机）定义。

注释: 对 BRC 的有壳电机 (MHD, MKD, MKE, 2AD, ADF, MAD, MAF)
和带 EnDat 编码器的直线电机而言，正确的参数被自动的写入
该参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1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TP/U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256

MPD: --- / --- 256

MPH: --- / ---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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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17, 反馈 2 的分辨率

外部编码器的分辨率显示在该参数内。该值表示：

• 对于旋转电机，该值表示电机的每周旋转被分割成的周期或者循环的
数量 (DP/rev) 。

• 对于直线电机，分辨率的单位是 mm (mm/line count)。

• 对带有旋转编码反馈的电机而言，旋转编码器的电极。

S-0-0117 的值的意义被 S-0-0115, 位置反馈 2 的类型（旋转或者直线电机）
定义。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1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TP/U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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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21, 负载齿轮的输入转数

如果一个机械齿轮已经被安装在电机和负载之间的话，该齿轮的
比率按照 S-0-0121 和 S-0-0122, 负载齿轮的输出转数 的定义被输入。

电机旋转 (齿轮输入) 的转数 (整数) 被输入在该参数中，得出了齿轮
旋转输出的一个整数的转数( S-0-0122, 负载齿轮的输出转数)。

齿轮的比率为:

gear load of srevolution Output 0122,0S

gear load of srevolution Input 0121,0S

−−
−−

Fig. 2-23: 计算齿轮的比率

例子:

5 电机转数引起 2 齿轮输出转数。

⇒ S-0-0121: 5

S-0-0122: 2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tatus Class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2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Rev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4294967295 1

MPD: 1 / 4294967295 1

MPH: 1 / 42949672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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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22, 负载齿轮的输出转数

如果一个机械齿轮已经被安装在电机和负载之间的话，该齿轮的
比率按照 S-0-0122 和 S-0-0121, 负载齿轮的输入转数 的定义被输入。

传动专制输出旋转的转数 (整数) 被输入在该参数中，该值是由一个电机
旋转的整数得到的 ( S-0-0121, 负载齿轮的输入转数 )。

齿轮的比率为:

gear load of srevolution Output 0122,-0-S

gear load of srevolution Input 0121,-0-S

Fig. 2-24: 计算齿轮的比率

例子:

5 电机转数引起 2  齿轮输出转数。

⇒ S-0-0121: 5

S-0-0122: 2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caling of Physical Data"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2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Rev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极端值:
MPB: 1 / 4294967295 1

MPD: 1 / 4294967295 1

MPH: 1 / 42949672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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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23, 给进恒量

该参数只与被旋转电机带动的直线轴有关。

如果在齿轮输出轴或者电机轴在一转时轴跨越的距离的情况下，给进
恒量

根据不同机械传动基础，决定给进恒量：

滚珠丝杠   齿轮架 + 齿轮

给进恒量 = 轴引导
(典型值 10.00 mm)

给进恒量 = 传动齿轮的有效直径
 • π  = 传动齿轮的有效圆周

Fig. 2-25: 决定给进恒量

注释:      该单位取决于 S-0-0076, 位置数据的缩放比例类型 的比特位 4。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Notes on Parameterization/Commission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2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

MPD: 1,00000

MPH: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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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24, 停顿窗口

为了认可电机或轴停顿，一个针对速度的极限值被输入到该参数中。如果
实际速度值的绝对值跌到了该极限值以下的话，控制器认可一个停顿。
在停顿的情况下，S-0-0013, 3 级诊断 的比特位 1 被设定，并且 S-0-0331,
状态 'n_feedback = 0 ' 讯息被输出。

并且，该停顿窗口:

• 在异常中断或者中断一个驱动器控制命令时起作用。 异常中断或者中断
在驱动器停止后被确认。

•   在驱动器控制的回零时起作用。 只有当驱动器停止后，实际值和命令值
才被切换。

•     在命令值处理时起作用。 当在驱动器停止时切换操作模式到 velocity = 0
的时候，该命令值处理被初始化。

•    在 C1300 正向停止驱动程序命令 时起作用, S-0-0124 的值是一个为
C1300  的确认的标准。

•  在轴错误修正时起作用。该值作为检测轴的电机的正向或者反向的一个
标准起作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rive Functions – Drive Halt"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24 - 属性
属性: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0

MPD: 1000000

MPH: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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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25, 速度阀值 nx

如果 S-0-0040, 速度反馈值 的绝对值小于 S-0-0125, 速度阀值 nx 的值
的话，驱动器会输出 S-0-0332, 讯息 'nactual < nx' 讯息，并且在
S-0-0013, 3 级诊断 中设置一个比特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2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00

MPD: 10000000

MPH: 10000000

S-0-0126, 扭矩极限 Tx

扭矩/扭力讯息极限被输入在在该参数中。在一个扭矩工作负载大于该值
的时候，控制器会发出该讯息T >= Tx (S-0-0333)。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0-0013, Class 3 diagnostic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2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

MPD: 100,0

MPH: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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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27, C0100 通讯 phase 3 状态的过渡检测

当执行 S-0-0127, C0100 通讯 phase 3 状态的过渡检测 命令时，所有接口
参数被进行正确性检测。

如果有不正确的接口参数

• 驱动器会终止该命令同时发出一个错误讯息，并且

•   有误的参数被输入 S-0-0021, 在 phase 2 通讯状态下可执行的操作数据
的 IDN 列表 参数中。

此外，编码器数据设置被检测好，并且缩放比例被计算出 (见 C01xx 错误
讯息)。

根据命令

• S-0-0127, C0100 通讯 phase 3 状态的过渡检测 和

• S-0-0128, C0200 通讯 phase 4 状态的过渡检测

从参数模式过渡到操作模式是可能的。

注释: 如果主通讯是停止的 ( P-0-4086 = xx1b )，执行该命令仅仅使
参数模式被切换成了操作模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evice Control (Status Machin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27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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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28, C0200 通讯 phase 4 状态的过渡检测

当执行 S-0-0128, C0100 通讯 phase 4 状态的过渡检测 命令时，所有接口
参数被进行正确性检测。

如果有不正确的参数或者有违背限制值的情况，驱动器会终止该命令同时
产生一条错误讯息并且在 S-0-0022, 在 phase 3 通讯状态下可执行操作
数据的 IDN 列表 中输入一些有问题的参数。

此外，不同的驱动器功能被初始化。

根据命令

• S-0-0127, C0100 通讯 phase 3 状态的过渡检测 和

• S-0-0128, C0200 通讯 phase 4 状态的过渡检测 

从参数模式过渡到操作模式是可能的。

注释:    如果主通讯是停止的 ( P-0-4086 = xx1b )，执行该命令仅仅使
参数模式被切换成了操作模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evice Control (Status Machin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28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准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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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30, 探头值 1 的上升沿

同探头值 1 的上升沿输入信号，驱动器将选择的参数 (S-0-0426, 信号
选择探头值 1 ) 的值存储在参数 S-0-0130 中。

先决条件:

• S-0-0170, 探头回路的程序控制 必须已经被设置并且执行。

• 探头 1 必须被启动  (S-0-0405, 探头 1 使能).

注释: 探头 1 输入信号的开关状态字被显示在 S-0-0401, 探头 1 中，
只要探头回路被激活！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3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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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31, 探头值 1 的下降沿

同探头值 1 的下降沿输入信号，驱动器将选择的参数 (S-0-0426, 信号
选择探头值 1 ) 的值存储在参数 S-0-0131 中。

先决条件:

• S-0-0170,  探头回路的程序控制 必须已经被设置并且执行。

•     探头 1 必须被启动 ( S-0-0405, 探头 1 使能)。

注释:           探头 1 输入信号的开关状态字被显示在 S-0-0401, 探头 1 中，
只要探头回路被激活！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能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3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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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32, 探头值 2 的上升沿

同探头值 2 的上升沿输入信号，驱动器将选择的参数 (S-0-0427, 信号
选择探头值 2 ) 的值存储在参数 S-0-0132 中。

先决条件:

• S-0-0170,  探头回路的程序控制 必须已经被设置并且执行。

• 探头 2 必须被启动 (  S-0-0406, 探头 2 使能 )。

注释: 探头 2 输入信号的开关状态字被显示在 S-0-0402,  探头 2 中，
只要探头回路被激活！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S-0-013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元: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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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33, 探头值 2 的下降沿

同探头值 2 的下降沿输入信号，驱动器将选择的参数 ( S-0-0427,  信号
选择探头值 2 ) 的值存储在参数 S-0-0133 中。

先决条件:

• S-0-0170,  探头回路的程序控制 必须已经被设置并且执行。

• 探头 2 必须被启动 (  S-0-0406, 探头 2 使能 )。

注释:           探头 2 输入信号的开关状态字被显示在 S-0-0402, 探头 2 中，
只要探头回路被激活！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S-0-013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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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34, 主控制字

为那些带有 SERCOS 接口的驱动器，该主控制字被循环的从主设备传送
到驱动器上。

在该主控制字中定义了许多重要的控制信息，例如：

•  驱动器使能

•  驱动器暂停

• 命令操作模式的选择

该控制字的精确结构如下表所示。

bit 10: IPOSYNC, 转发器时钟,
当新命令值将被传输时转换

bit 8 and 9: 命令操作模式
00: 操作的主模式
01: 第二操作模式 1, 等等.

bit 6 and 7: 实时控制 bits 1 和 2

bit 0 to 5: 关于服务通道的控制信息

bit 11: 为内部操作模式的选择而
保留

bit 13: 驱动器暂停, 1-0 变化:
驱动器按照最大的
加速度(S-0-0138) 关闭

(仅仅是可能, 如果 bit 14 = 15
= 1)

bit 14: 驱动器使能,
1-0 变化: 扭矩无延迟关闭

(无关于 bit 15 或者 13)

bit 15: 驱动器 ON,
1-0 变化: 最好的可能的
减速
(仅仅是可能, 如果 Bit 14 = 1)

Fig. 2-26: 主控制字 (S-0-0134) 的结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evice Control (Status Machin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stem Overview - Master Communication - SERCOS
interfac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rive Functions – Drive Halt"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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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3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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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35, 驱动器状态字

为那些带有 SERCOS 接口的驱动器，驱动器状态字被循环的从主设备传送
到驱动器上。
在该驱动器状态字中定义了许多重要的控制信息，例如：

• 控制和动力部分的的操作准备就绪

•  驱动器错误

• 改变比特，等级 2 和 3 诊断

• 当前的操作模式

对应 SERCOS 接口的主状态字的结构:

bit 13: 驱动器出错, 错误在 1
级诊断中

bit 14 and 15: 准备好操作
00: 驱动器没有准备好被上电，

因为内部检测没有完全通过

01: 准备好上电
10: 控制部分和功率部分准备好

操作，无扭矩
11: 操作中，有扭矩

bit 12: 改变比特位 2 级诊断

bit 8 to 10: 实际操作模式
000: 操作的主模式 激活
001: 第二操作模式 1 激活
010: 第二操作模式 2, 等等

bit 6/7: 实时状态位 bits 1 和 2

bit 0 到 2: 关于服务通道的
控制信息

bit 11: 改变比特位 3 级诊断

bit 5: 命令改变位

bit 3: 命令值处理的状态

Fig. 2-27: 驱动器状态字 (S-0-0135) 的结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evice Control (Status Machin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stem Overview - Master Communication - SERCOS
 interfac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rive Functions – Drive Halt"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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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3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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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38, 双向的加速度极限值

双向的加速度极限值是在两个方向上对称的允许的加速度的最大值。
( 例如，在加速和减速的过程中 )。

注释: 该限制值和内部位置控制一起在所有的操作模式下起作用 
(例如，定位块模式，定位，循环定位控制，⋯⋯ )。

当该限制值被超过，F2039 最大加速度被超越 错误讯息被生成。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Internal Interpolation"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 Control with Cyclic Command Value Input"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3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00

MPD: 10000000

MPH: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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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40, 控制器类型

基本设备的类型以文本的形式被包含在了这个参数的操作数据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nfiguring the PROFIBUS-DP Slav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4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LT_SP

格式: ASCII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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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41, 电机类型

电机的类型名称被写入该参数内。当电机上电时，控制器可以因此知道
其间是否一个不同类型的电机被连上了。

该参数和 P-0-2141, 电机类型, 编码器存储器 的内容为实现此功能而进行
比较。

如果其间有一个不同的电机被连接上了的话，该控制器会生成讯息
F2008 RL 电机的类型已经变化了。

注释:

写正确的值到该参数中:

• 对于 MHD, MKD, MKE, 在初始化试运行时自动的写。

•   对于 2AD, ADF, 直线和旋转无壳电机，通过在 DriveTop
试运行工具中载入电机的参数。

• 对于其它电机，根据生产商规格说明书手动的输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Mechanical Axis System,Measuring Systems"。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4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ASCII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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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42, 应用类型

一个关于驱动器或者轴(例如，转动的轴) 的描述性的名字(文本) 可以被存储
在该参数中。它对于任何功能都没有影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4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ASCII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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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43, Sercos 接口版本

该操作数包含了 SERCOS 接口规范的版本。

目前，以下适用:

V01.03

SERCOS 修正 德语/英语

发布日期

Fig. 2-28: S-0-0143, Sercos 接口版本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aster communication SERCOSinterface" 部分。

硬件  选择性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4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ASCII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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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44, 信号状态字

通过该信号状态字的内容，从驱动器到控制单元实时的传送信号是有可能
的。

为了实现该目的，信号状态字必须被设置成一个循环到驱动器报文的数据
(AT; slave -> master)。

该信号状态字中的比特位可以根据以下参数的内容被配置

• S-0-0026, 信号状态字的配置列表 和

• S-0-0328, 信号状态字的分配列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nfigurable Signal Status Word"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4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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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45, 信号控制字

通过该信号控制字的内容，从驱动器到控制单元实时的传送信号是有可能
的。

为了实现该目的，信号控制字必须被设置成一个循环到驱动器报文的数据
(MDT; master -> slave)。

该信号控制字中的比特位可以根据以下参数的内容被配置

• S-0-0027, 信号控制字的配置列表 和

• S-0-0329, 信号控制字的分配列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nfigurable Signal Control Word"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高级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4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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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47, 回零参数

在该参数中，关于命令 S-0-0148, C0600 驱动控制的回零程序命令 的设定
参考机械，数控和驱动的安装而被生成。

S-0-0147, 回零参数

bit 0: 回零开始方向
0: 正向 = 正对面向电机轴的顺时针方向

1: 反向 = 正对面向电机轴的逆时针方向

bit 3: 编码器选择
0: 电机编码器
1: 选择性编码器 (外部编码器)

bit 5: 回零开关检测
0: 回零开关被检测
1: 回零开关未被检测

bit 6: 参考点标记检测
0: 参考点标记被检测
1: 参考点标记未被检测

bits 8, 7: 停/定位/跑 路径
0 0:  在 C0600 被启动之后，驱动器停止，

- 对于相对测量系统，在位置数据参考被
确定之后。

- 对于绝对测量系统，当位置数据参考
被确定并且 C0300 没有被激活。

0 1:  在 C0600 被启动之后，驱动器定位到

- 对于相对测量系统，在位置数据参考被 
确定之后到零点。

- 对于绝对测量系统，如果 C0300 还没
有被激活的话到 S-0-0052/54 的位置。

1 0: 为了建立位置数据参考，驱动器总是跑过
那条被需要用来超过两个连续参考标记点
的路径 (只是在带有位置编码的参考标记
点的测量系统下！)

1 1: 不被允许！

bit 1: 回零开关的边缘选择
0: 上升沿
1: 下降沿

Fig. 2-29:  S-0-0147, 回零参数 的各个比特位

注释: 评估一个带距离编码的参考标记点，如一个电机编码器或者外部
编码器的测量系统只是有可能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Drive-Controlled Homing)"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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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47 - 属性
功能包: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记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x0024

MPD: --- / --- 0x0024

MPH: --- / --- 0x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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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48, C0600 驱动器控制的回零程序命令

当设定和使能该命令时，驱动器使能已经存在。现在驱动器进入内部位
置控制并且根据 S-0-0042, 回零加速度 加速到 S-0-0041, 回零速度。

首先，在 S-0-0403, 位置反馈值状态 参数中，各自编码器（电机或者外部 
编码器，由 S-0-0147, 回零参数 中的比特位 3 决定 ) 比特位被置零。

只要该命令是活动的，控制单元的循环命令值会被忽略。回零程序的的顺
序也是通过 S-0-0147 决定的。

在该命令的正确执行之后 ( 驱动器已经停止并且实际位置值已经对应了轴
零点 )，驱动器将 S-0-0403, 位置反馈值状态 参数中的各个比特位置 "1"。

对应各自编码器的比特位符合 "In reference" 信号。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ablishing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for Relative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48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可编辑性: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IndraDrive Standard Parameters 2-135

DOK-INDRV*-GEN-**VRS**-PA01-EN-P

S-0-0149, C1300 正向停止的驱动器程序命令

通过设定并且使能该命令，所有的监控器都被关闭，不然的话，当驱动器
正向停止锁死时，这些监控器会引发一个 1 级诊断错误讯息。

当命令 C1300 被激活时，下列错误讯息被冻结

• F2028 过大的偏差

• F2037 过大的位置命令差别

• F2039 最大加速度被超过

• F8078 速度循环错误

当该命令被再一次清除时，监控器被重新设定成他们的原始状态。

参数结构:

bit 0 : 驱动器内命令
0: 清楚
1: 设定

bit 1 : 命令执行
0: 中断
1: 执行

Fig. 2-30: S-0-0149, C1300 正向停止的驱动器程序命令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ve Stop Drive Procedur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49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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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50, 参考点偏置 1

该参数是电机编码器的通过回零开关选择的参考标记和轴的零点之间
的距离。

该参数允许根据评估出的参考标记偏置零点。

注释:             如果在 S-0-0147, 回零参数 中的比特位 7被设成 1 的话，当
命令 S-0-0148, C0600 驱动器控制的回零程序命令 被执行时
被参考经选择的参考标记的 S-0-0150, 参考偏置量 1 的值偏置
移动到零点。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Drive-Controlled Hom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5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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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51, 参考点偏置 2

该参数是外部编码器的通过回零开关选择的参考标记和轴的零点之间
的距离。

该参数允许根据评估出的参考标记偏置零点。

注释:        如果在 S-0-0147, 回零参数 中的比特位 7被设成 1 的话，当
命令 S-0-0148, C0600 驱动器控制的回零程序命令 被执行时
被参考经选择的参考标记的 S-0-0151, 参考偏置量 2 的值偏置
移动到零点。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Drive-Controlled Hom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5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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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52, C0900 主轴定位的命令

当设定和使该命令能够时，该命令 "主轴定位" 的功能在驱动器内被
激活，如果驱动器已经上使能的话。

该循环命令值是被忽略的，而且参考下列参数

• S-0-0138, 双向加速度的限制值

• S-0-0154, 主轴位置参数

• S-0-0222, 轴的定位速度

• S-0-0349, 双向急进控制

驱动器到 S-0-0153, 主轴角度位置 中的位置或者到 S-0-0180, 轴相关的
偏置 中的距离的运动被传输。

当轴的定位过程结束后，S-0-0336, 位置讯息 讯息被设定，在命令确认中
的命令在结束时并没有被确认。

注释:

•  如果驱动器不在参照中的话 (S-0-0403, 定位反馈值状态
bit 0 = 0), 在定位之前一个回零程序被自动启动。

• 为了回零和定位，在 S-0-0147, 回零参数 中选择的编码器，
比特位 3 被使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pindle Position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主轴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S-0-0152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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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53, 主轴角度位置

该参数为命令 S-0-0152, C0900 定位轴命令 包含了绝对目标位置
(在绝对定位的情况下)。

注释:      有效的绝对目标位置和实际命令 S-0-0152, C0900,定位轴命令
被显示在 S-0-0430, 实际目标位置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pindle Position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主轴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S-0-015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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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54, 主轴位置参数

"主轴定位" 功能的选项被定义在该参数中。

下面的选项可以被选择:

• 主轴顺时针

• 主轴逆时针

•  最短距离

•  绝对定位

•  相对定位

先决条件:  位置数据的格式必须为 "modulo" (S-0-0076,
位置数据的缩放比例格式)!

S-0-0154, 轴的位置参数

bit 0, 1: 轴运动
0 0: 顺时针
0 1: 逆时针
1 0: 最短距离

bit 2: 定位
0: 绝对
1: 相对

Fig. 2-31: S-0-0154, 主轴定位参数 的各个位

选择是由电机编码器还是轴编码器走位，是由 S-0-0147, 回零参数 中的
比特位 3 决定的。

注释:

•   根据 S-0-0417, 在模模式中定位速度的极限 的内容，
为实际速度定义一个极限值是有可能的，在该速度之上，
就算 S-0-015 中的规范要求回转，驱动器也不回转的运动到
一个目标位置！
S-0-0417 设成 "0" 值使其无效，非常小的值可以造成不可
预知的驱动器行为！

• 根据 S-0-0418, 在模模式中的目标位置窗口 的内容，
对应当前位置定义一个对称的位置范围是有可能的（“目标
位置窗口”）。
在该范围以内，就算假如在 S-0-0154 中为定位只确定了一个
方向的运动，驱动器总是通过最短的距离移动到目标位置！

S-0-0418 设成 "0" 值使其无效。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pindle Positioning"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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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主轴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S-0-0154 - 属性
功能包: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元: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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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55, 摩擦力补偿

S-0-0155, 摩擦力补偿 的内容起了一个附加的扭矩/扭力的命令值，被用来
补偿（前馈）一个可能存在的静态摩擦力。

该补偿值的前馈信号是由速度命令值的预期决定的。只有在速度命令值的
绝对值比 S-0-0124, 停顿窗口 中设定的值要大的情况下，前馈信号的变化
才起作用。

注释:          通过激活该摩擦力补偿，当加速超出停顿或者切换方向时，补偿
静态摩擦力是有可能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Friction Torque Compens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5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值校验:    P3->P4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

MPD: 0,0

MPH: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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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57, 速度窗口

该速度窗口和速度命令的绝对值 (S-0-0036) 有关。

如果实际速度在计算出的速度窗口内的话，驱动器将对 3 级诊断(S-0-0013) 
("实际速度 = 命令速度" 讯息) 中的比特位 0 进行设置。
为对应该讯息输入的公差窗口的参数标志着实际速度值是否已经达到了
命令值 ( "实际速度 = 命令速度" 讯息 )。

当S-0 -0040 ,速度反馈值的绝对值在被结果速度命令值 (S -0 -0036
+S-0-0037) +/- S-0-0157, 速度窗口 的限制范围之内的时候，"实际速度
值 = 命令速度"讯息被设定。
该讯息同样显示在 S-0-0013, 3 级诊断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tatus Class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5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0

MPD: 1000000

MPH: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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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58, 功率阀值 Px

功率阀值写进该参数。当一个功率负载超过了该阀值，控制器生成
讯息 P >= Px (S-0-0337)。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tatus Class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5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Watt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2147483647 0

MPD: 0 / 2147483647 0

MPH: 0 / 214748364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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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59, 监测窗口

如果一个带有驱动器内部位置控制的操作模式已经在驱动器内部被激活的
话，该位置控制循环被监控。为此，一个“实际型位置值”被计算，并同
实际真实位置值作比较。

注释:      最大的事故偏差一直被存储在参数 P-0-0098, 最大型偏差 中。

通过参数 S-0-0159, 监测窗口 的内容，在标准的和计算出的“实际型位置
值”之间设置最大公差是有可能的。
如果位置公差大于 S-0-0159, 监测窗口 中设定的值的话，驱动器明显的
不能跟上当前的命令值，同时，错误 F2028 过多的偏差 在 1 级诊断中被
生成。

也可参阅排错手册 "F2028 Excessive devi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59 - 属性
功能包: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0

MPD: 1000000

MPH: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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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60, 加速度数据缩放比例类型

如下表所描述，为驱动器中的加速度数据设定不同的缩放比例类型是有可能
的。

加速度数据的缩放比例类型决定了在何种格式下在何参照中该加速度数据
在驱动器和控制单元或者用户接口之间被交换。
该加速度数据参数（例如，S-0-0138,  双向加速度限制值）的值根据已经
设定的缩放比例被驱动器显示出来。
缩放比例设定通常是由控制单元预先设定的。

相应的设定如下组成:

bit 4: 线性缩放比例的单位
0: 米 [m]
1: 英寸 [in]
旋转缩放比例的单位
0: 弧度 [rad]
1: 保留位

bit 5: 时间的单位
0: 秒 [s²]
1: 保留位

bit 15- 7: 保留位

bit 6: 数据参考
0: 关于电机轴
1: 关于负载

bit 3:
0: 首选的缩放比例
1: 参数的缩放比例

bit 2-0: 缩放比例类型
001: 线性缩放比例
010: 旋转缩放比例
011: 斜坡时间

Fig. 2-32: S-0-0160, 加速度缩放比例类型

在首选的缩放比例的情况下 (bit 3 = "0"), 下列参数是被预先确定的，并且不
能被改变：

• S-0-0161, 加速度数据缩放比例因数

• S-0-0162, 加速度数据缩放比例指数

在参数的缩放比例的情况下，缩放比例是由输入想要得到的参数值实现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caling of Physical Data"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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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60 - 参数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yes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2

MPD: --- / --- 2

MPH: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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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61, 加速度数据的缩放比例因数

在参数的缩放比例的情况下 (见 S-0-0160)，加速度数据参数的缩放比例
类型和十进制格式 (十进制位) 由该参数和 S-0-0162, 加速度的缩放比例
指数 一起决定。

如果在 S-0-0160, 加速度数据的缩放比例类型 中首选的缩放比例被选中的
话，S-0-0161 和 S-0-0162 中的值会被驱动器自动的设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caling of Physical Data"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6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4294967295 1

MPD: 1 / 4294967295 1

MPH: 1 / 42949672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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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62, 加速度数据的缩放比例指数

在参数的缩放比例的情况下 (见 S-0-0160)，加速度数据参数的缩放比例
类型和十进制格式 (十进制位) 由该参数和 S-0-0161, 加速度的缩放比例
因数 一起决定。

如果在 S-0-0160, 加速度数据的缩放比例类型 中首选的缩放比例被选中的
话，S-0-0161 和 S-0-0162 中的值会被驱动器自动的设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caling of Physical Data"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6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5 / 0 ---

MPD: -15 / 0 ---

MPH: -15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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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64, 加速度反馈值 1

S-0-0164,  加速度反馈值 1 是一个电机编码器的实际速度值，该值在 4 ms
内被区分和过滤。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6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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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65, 距离编码的参考偏置 A

当使用一个距离编码的增量编码器时，距离编码参考标记的最大距离
(分度区) 被输入该参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Drive-Controlled Homing) "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6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Period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2147483647 1001

MPD: 0 / 2147483647 1001

MPH: 0 / 2147483647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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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66, 距离编码的参考偏置 B

当使用一个距离编码的增量编码器时，距离编码参考标记的最小距离
(分度区)  被输入该参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Drive-Controlled Hom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6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Period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2147483647 1000

MPD: 0 / 2147483647 1000

MPH: 0 / 214748364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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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69, 探头控制参数

该参数控制着探头的功能。

S-0-0169, 探头控制参数

bit 0: 激活上升沿
探头 1

0: 上升沿没有被估计
1: 上升沿被估计出

bit 1: 激活下降沿
探头 1

0: 下降沿没有被估计
1: 下降沿被估计出

bit 2: 激活上升沿
探头 2

0: 上升沿没有被估计
1: 上升沿被估计出

bit 3 : 激活下降沿
探头 2

0: 下降沿没有被估计
1: 下降沿被估计出

bit 5: 使能模式探头 1
0: 单独测量法, 在每个探测法结束

后一个新的探测法必须再由
0-1变化的使能激活

1: 连续测量法, 只要使能保持在
"1" 状态，测量法便保持
不变。

bit 6: 使能模式探头 2
0: 单独测量法, 在每个探测法结束

后一个新的探测法必须再由
0-1变化的使能激活

1: 连续测量法, 只要使能保持在
"1" 状态，测量法便保持
不变。

Fig. 2-33: :  S-0-0169, 探头控制参数 的各个比特位

注释:

•  测量法根据S-0-0405, 探头  1 使能 和 S-0-0406, 探头 2
使能 参数为每个探头独立的激活。

•  "上升沿" 意思是，探头输入从 0 V 变化到 +24 V。

"下降沿" 意思是，探头输入从 +24 V  变化到 0 V。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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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6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yes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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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70, 探头循环程序命令

通过设定和使能该 "探头循环程序" 命令，驱动器如下

• S-0-0405, 探头 1 使能/S-0-0406, 探头 2 使能 和

• S-0-0401, 探头 1/S-0-0402 探头 2

按照 S-0-0169, 探头控制参数 中的设定作用。

当该命令被激活时，控制单元可以使用不同的测量法。如果没有更多的
测量需要，控制单元清除该命令。

参数格式:

bit 0: 驱动器中的命令
0: 清除
1: 设定

bit 1: 命令执行
0: 中断
1: 执行

Fig. 2-34: S-0-0170, 探头循环程序命令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70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3 0

MPD: 0 / 3 0

MPH: 0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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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73, 标记位置 A

在一个驱动器带有一个增量测量系统的情况下，参考标记（零点脉冲）的
实际位置值在驱动器控制的回零程序中被存储在该参数中。
该实际位置值仍然对应“老的”坐标系统（在执行回零程序时在切换坐标
系之前）。

此外，通过 P-0-0014, C1400 命令得到标记位置 命令激活参考标记探测
是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实际位置值在下一个的编码器参考标记脉冲和该命令
被肯定确认后被存储在该参数中。

万一，驱动器除了电机编码器外需要一个外部编码器，S-0-0147, 回零参数
的比特位 3 确定参考标记的位置由哪一个编码器储存！

注释: 在增量编码器带有距离编码的参考标记的情况下，第一次被探
测到的参考标记的实际位置值被存储在该参数中！

第二参考标记的实际位置值被存储在 S-0-0174, 标记位置 B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etecting Marker Posi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7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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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74, 标记位置 B

在一个驱动器带有一个增量测量系统的情况下，被检测到的第二参考标记
的实际位置值在驱动器控制的回零程序的过程中被存储在该参数中。

该实际位置值仍然对应“老的”坐标系统（在执行回零程序时在切换坐标
系之前）。

此外，通过 P-0-0014, C1400 命令得到标记位置 命令激活参考标记探测
是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实际位置值同距离编码的参考标记一起，在下一个的
编码器参考标记脉冲和该命令被肯定确认后被存储在该参数中。

万一，驱动器除了电机编码器外需要一个外部编码器，S-0-0147, 回零参数
的比特位 3 确定参考标记的位置由哪一个编码器储存！

注释: 在增量编码器带有距离编码的参考标记的情况下，第一次被探
测到的参考标记的实际位置值被存储在 S-0-0173, 标记位置 A
参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etecting Marker Posi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7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I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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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75, 偏置参数 1

显示参数，显示了了位置参考系统在回零或设定电机编码器的绝对测量的
前后差异。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7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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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76, 偏置参数 2

显示参数，显示了了位置参考系统在回零或设定电机编码器的绝对测量的
前后差异。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7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2-160 Standard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S-0-0177, 绝对的偏置 1

该参数对于回零距离编码的电机编码器而言是必需的。它是在电机编码器
的零点 (电机编码器的第一参考标记的位置 )和机械零点之间的偏置量。

该参数的正确值由以下两步决定:

•   首先，"0" 值被输入到 S-0-0177 中，并且命令 S-0-0148, C0600 驱动器
控制的回零程序命令 被执行。
在 S-0-0051 中的实际位置值 1 接着参照电机编码器的零点显示正确
的位置。

•  如果轴接着通过点动移动到机械零点， S-0-0051 中显示的值必须在
S-0-0177 中被取反后读取和写入。

在再次执行回零命令以后，S-0-0051 中的值接着现实关于机械零点的位置。

注 释:                 万 一，驱 动 器 除 了 电 机 编 码 器 外 需 要 一 个 外 部 编 码 器，
S-0-0147, 回零参数 的比特位 3 确定参考标记的位置由哪一
个编码器储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Drive-Controlled Hom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7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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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78, 绝对的偏置 2

该参数对于回零距离编码的外部编码器而言是必需的。它是在外部编码器
的零点 (外部编码器的第一参考标记的位置 )和机械零点之间的偏置量。

该参数的正确值由以下两步决定:

•   首先，"0" 值被输入到 S-0-0178 中，并且命令 S-0-0148, C0600 驱动器
控制的回零程序命令 被执行。
在 S-0-0052 中的实际位置值 2 接着参照电机编码器的零点显示正确
的位置。

• 如果轴接着通过点动移动到机械零点， S-0-0052 中显示的值必须在
S-0-0178 中被取反后读取和写入。

在再次执行回零命令以后，S-0-0052 中的值接着现实关于机械零点的位置。

注 释:       万 一，驱 动 器 除 了 电 机 编 码 器 外 需 要 一 个 外 部 编 码 器，
S-0-0147, 回零参数 的比特位 3 确定参考标记的位置由
哪一个编码器储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Drive-Controlled Hom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7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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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79, 探头状态

在驱动器中，在激活探头循环程序命令 (S-0-0170) 的过程中，存储一个或
多个测量值，同时，在测量值状态里设置对应的比特位。

注释: 清除测量值状态比特位:

•   如果探头 1 的使能 (S-0-0405) 被控制单元清除的话，
驱动器会清除测量值状态中的比特位 0 和比特位 1！

•  如果探头 2 的使能 (S-0-0406) 被控制单元清除的话，
驱动器会清除测量值状态中的比特位 2 和比特位 3 !

• 如果探头循环程序命令 (S-0-0170) 被控制单元清除的话，
驱动器会清楚所有比特位£¡

bit 1: 测量值 1 反向
0 - 没探测的
1 - 探测的

bit 3: 测量值 2 反向
0 - 没探测的
1 - 探测的

bit 2: 测量值 2 正向
0 - 没探测的
1 - 探测的

bit 0: 测量值 1 正向
0 - 没探测的
1 - 探测的

bits 4-15: 保留位

S-0-0179, 测量值状态

Fig. 2-35: S-0-0179, 测量值状态 的各个比特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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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7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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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80, 相对的主轴偏置

该参数为命令 S-0-0152, C0900 主轴定位命令 包含了行进距离 (在相对
定位的情况下)。

注释:          有效的绝对目标位置和活动的命令 S-0-0152, C0900 主轴定位命令
被显示在 S-0-0430, 有效的目标位置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pindle Position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ain spindle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S-0-0180 - 属性
功能包: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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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83, 速度同步窗口

在操作模式 "速度同步" 中，如果命令速度和实际值之间的差值的绝对值
变的比该同步窗小，比特位 8 在参数 P-0-0089, 同步操作模式的状态字
中被设定。

相应应用:

Bit 8 = 1, if | dX synch + dX additive – dX act | < S-0-0183

with dX act: 速度反馈值 (S-0-0040)

dX synch: synchronous velocity command value, generated
from current master axis speed

dX additive: 附加的速度命令值 (S-0-0037)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ynamic Synchronization with Velocity Synchronization"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Synchronization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8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200000

MPD: 200000

MPH: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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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85, AT 中可配置数据纪录的长度

在该参数的操作数据中，驱动器以字节的形式明确了可以在驱动器报文的
可配置数据纪录中处理的最大长度。

该最大长度取决于位置循环时间和 SERCOS    循环时间之间的关系。

• SERCOS 循环时间 = position 循环时间: max. length 16 byte

• SERCOS 循环时间 = position 循环时间: max. length 32 byte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mmunication Phases According to SERCOS 
Specification" 部分。

硬件  选择性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8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Byte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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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86, MDT 中可配置数据纪录的长度

在该参数的操作数据中，驱动器以字节的形式明确了可以在主数据报文的
可配置数据纪录中处理的最大长度。

该最大长度取决于位置循环时间和 SERCOS 循环时间之间的关系。

• SERCOS 循环时间 = position 循环时间: max. length 16 byte

• SERCOS 循环时间 = position 循环时间: max. length 32 byte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mmunication Phases According to SERCOS  
Specification" 部分。

硬件  选择性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8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Byte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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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87, AT 中的可配置数据列表

该列表包括了那些可以在驱动器报文中可以被配置的参数或者操作数据的
IDNs。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mmunication Phases According to SERCOS 
Specific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8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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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88, MDT 中的可配置数据列表

该列表包括了那些可以在主数据报文中可以被配置的参数或者操作数据的
IDNs。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mmunication Phases According to SERCOS 
Specific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8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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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89, 跟随误差

如果一个带有内部位置控制的操作模式在驱动器内被激活，当前的位置
命令值 ( cf.P-0-0434 ) 和实际位置值 ( cf.S-0-0051, 位置反馈 1 的值 或者
S-0-0053, 位置反馈 2 的值 ) 被显示在 S-0-0189, 跟随误差 中。

X_act

X_cmd

S-0-0189

S-0-0104

Fig. 2-36: S-0-0189, 位置控制环中的控制偏差 (跟随误差)

注释: S-0-0189, 跟随误差 的内容对应位置控制器的控制偏差；
S-0-0189 的内容被用作状态讯息。如果位置控制没有被激活，
该参数的值被设成 "0" 。

.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 Controller (with Respective Feedforward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8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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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92, 备份操作数据中的 IDN 列表

这些参数的 IDNs 列表被存储在在该列表中，这些参数的值是轴特性，而且
对于常规操作必须被载入各个轴的驱动器。
根据 S-0-0269, 参数缓冲器模式 中的设定，这些参数同样被连续的存储或者
在一个命令控制的方式中，在内部的非失效性存储器 ("flash") 或在多媒体卡
(MMC) 上被储存。

注释: 控制单元应该使用该参数，用来完成驱动器参数和轴特性值的
备份。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rameters, Basic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9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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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93, 定位急进

定位急进在如下操作模式中限制了每单位时间的加速度变化

• 驱动器内部插补 和

•  驱动器控制的定位

Note:  "0" 值切换该急进过滤器关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Internal Interpolation"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相应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9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yes

十进制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0

MPD: 1000000

MPH: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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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95, 加速度反馈值 2

S-0-0195, 加速度反馈值 2 是一个在 4ms 中被区分和过滤选择性编码器的
实际速度值。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9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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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97, C3300 设定坐标系统的程序命令

根据 S-0-0197, C3300 设定坐标系统的程序命令，驱动器和控制单元分离，
在一种驱动器控制的方式下变成停顿。
和在 "驱动器暂停" 状态下一样，它发生和带位置斜坡或者速度斜坡的主动
操作模式无关。
停顿中 S-0-0198, 初始坐标值 的值现在被输入到实际位置值中。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97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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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98, 初始化坐标值

通过执行命令 S-0-0197, C3300 设定坐标系统的程序命令，停顿中的实际
位置值设定了该参数的值 (S-0-0198, 初始化坐标值)。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9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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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99, C3400 改变坐标系统的程序命令

通过该命令主设备可以设置一个运动轴的实际值系统到一个不同的显示参
照中。该轴的位置数据参照不受影响！

驱动器此时变的和控制单元预设的命令值无关，但保持运动。实际位置值
的现实通过加上 S-0-0275, 坐标偏置值 突然的变化。

当该命令仍然起作用时，控制器单元接受当前实际位置值，在该命令被清除
以后，命令值重新被控制单元设定。

位置显示的偏置值被显示在 S-0-0283, 当前坐标偏置 中。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199 - 属性
功能: 命令值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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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01, 电机的报警温度

如果电机温度超过了电机的报警温度的话，驱动器在 S-0-0012, 2级诊断
中设定比特位 2 (电机过温报警) ，并且输出 E2051 电机过温预警。

对于 MHD 和 MKD 电机，驱动器设置该参数为 145°C，对于 MKE 电机，
是 125 °C.

注释: 对于 MHD, MKD, MKE 和线性电机，电机过温报警不能由于
切换 PTC 温度传感器的属性被使用在一个合理的方式中，
例如，该报警被关机跟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Temperature Monitor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0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208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45,0

MPD: 145,0

MPH: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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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04, 电机的停机温度

如果电机温度超过了电机的停机温度的话，驱动器在 S-0-0011, 1 级诊断
中设定比特位 2 ( 电机过温报警) ，并且生成 F2019 电机过温关机。

对于 MHD 和 MKD 电机，驱动器设置该参数为 155°C ,对于 MKE 电机，
是 135 °C。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Temperature Monitor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0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208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55,0

MPD: 155,0

MPH: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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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06, 驱动器开机的延迟时间

该参数的值是从松开刹车的触发开始，到 S-0-0135, 驱动器状态字 (bit 3 = 
"1") 指出驱动器可以服从控制单元命令值，之间的时间距离。

该值应该至少等于刹车的释放延迟，以保证当轴或者心轴运动时，刹车已经
松开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Holding Brake" 部分。

硬件  --
功能: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0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属性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00000 100

MPD: 0 / 100000 100

MPH: 0 / 1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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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07, 驱动器关机的延迟时间

该参数的值是从激活运用刹车的开始，到电机的扭矩/扭力消失（驱动器
从内部关闭驱动器使能）之间的时间距离。

该值应该至少和刹车的箝位延迟一样高，以保证当驱动器去掉使能时，不
平衡的垂直轴不向下运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Holding Brak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0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00000 100

MPD: 0 / 100000 100

MPH: 0 / 1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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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08, 温度数据的缩放比例类型

根据该参数的内容，驱动器温度数据的单位被确定了。
该值显示在第一个十进制位。

bit 0: 温度数据单位
0: 摄氏度 (°C)
1: 华氏 (F)

bits 1-15: 保留位

Fig. 2-37: 决定温度数据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0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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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22, 主轴定位速度

轴在命令 S-0-0152, C0900 主轴定位命令 下的最大速度被输入该参数中。

电机按照 S-0-0138, 双向加速度的限制值 加速到该速度，用来运动到
S-0-0153, 主轴的角度位置 或者运动到 S-0-0180, 主轴的相对偏置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pindle Position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ain spindle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S-0-022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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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28, 位置同步窗口

如果在带外部位置控制环的参数化同步模式下，速度命令值和实际速度值
之间的差值的绝对值小于该同步窗口的话，参数 P-0-0089, 同步操作模式
的状态字 中的比特位 8 被设定。

如下应用:

Bit 8 = 1, 如果  | X synch + X additive – X act |  <  S-0-0228

其中 X act: 实际位置值 S-0-0051 或 S-0-0053

X synch: 同步位置命令值, 由当前的主控轴位置生成

X additive: 附加的位置命令值, S-0-0048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ynamic Synchronization with Synchronous Position
 Control Mod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2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

MPD: 100000

MPH: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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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56, 倍频 1

S-0-0256, 倍频 1 参数指出了在驱动器内，电机编码器信号与多大的系数相
乘。

倍频 1 的结果影响了 S-0-0278, 最大行程范围 和 S-0-0116, 反馈 1 的
分辨率 参数。

对于电机编码器的内部编码器的分辨率由以下公式算出:

1 倍频 0256,-0-S * 的分辨率 1 反馈 0116,-0-S

Fig. 2-38: 对于电机编码器的内部编码器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5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1

MPD: --- / --- 1

MPH: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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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57, 倍频 2

S-0-0257, 倍频 2 参数指出了在驱动器内，外部编码器信号与多大的系数相
乘。

倍频 1 的结果影响了 S-0-0278,最大行程范围 和 S-0-0117, 反馈 2 的
分辨率 参数。

对于选择性编码器的内部编码器的分辨率由以下公式算出:

2 倍频 0257,-0-S * 的分辨率 2 反馈 0117,-0-S

Fig. 2-39: 对于选择性编码器的内部编码器的分辨率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Basics on Measuring Systems, Resolu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5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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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58, 目标位置

根据该参数，控制单元在“驱动器内部插补”模式中为驱动器预设目标
位置。

根据内部生成的位置命令值顺序，除了定位速度 (S-0-0259) 之外，驱动器
运动到目标位参置 (S-0-0258), 考最大定位加速度 (S-0-0260) 或减速度
 (S-0-0359)，最大定位急进 (S-0-0193)，和进给倍率 (S-0-0108) 。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Internal Interpolation"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5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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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59, 定位速度

根据该参数运动到目标位置的最大速度(S-0-0258, 目标位置 或 S-0-0282,
定位命令值)为驱动器预设在“驱动器内部插补”和“驱动器控制的定位”
模式中。

除了定位速度 (S-0-0259)，内部生成的位置命令值的顺序，参考最大定位
加速度 (S-0-0260) 或减速度 (S-0-0359)，最大定位急进 (S-0-0193)
和进给倍率 (S-0-0108) 。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Internal Interpolation"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5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

MPD: 100000

MPH: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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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60, 定位加速度

根据该参数运行到目标位置 ( S-0-0258, 目标位置 或 S-0-0282, 定位命令
值 ) 的最大加速度在“驱动器内部插补”和“驱动器控制的定位”模式
下，为驱动器预设。

除了定位加速度(S-0-0260)或减速度(S-0-0359)，内部生成的位置命令值
的顺序参考最大定位速度 (S-0-0259)，最大定位急进 (S-0-0193) 和给进补
偿率(S-0-0108) 。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Internal Interpolation"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6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0

MPD: 1000000

MPH: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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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61, 粗定位窗口

S-0-0261, 粗定位窗口 参数为状态讯息“粗略到位”( S-0-0013, 三级
诊断，bit 11 = 1 ) 被使用。
|跟随误差 (S-0-0189)|  <  位置窗口 (S-0-0261).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tatus Class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6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500

MPD: 500

MPH: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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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62, C07_x 载入默认值的程序命令

有 "C07_x 载入默认值的程序命令"，不同的默认参数值可以根据 P-0-4090,
关于 C07 载入默认值程序 被载入。

• C07_0 载入默认值的程序命令 (载入控制器参数): 

电机特性控制环参数值 (电机控制器的调整，P-0-4090的默认设定！)
储存在电机编码器中
encoder

• C07_1 载入默认值的程序命令 (载入基本参数):
基本参数值的设定 (对应所有参数的固件特性默认值)储存在固化软件中

• C07_2 载入默认值的程序命令 (为安全技术载入默认程序):

对应安全技术参数的默认值设定储存在固化软件中

警 告

通过执行该命令，已经被优化过的轴特性或安全技术
特性可以被复写！

⇒  只有在初始试运行时执行该命令！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Loading, Storing and Saving Parameter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62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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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63, C2300 载入工作存储器的程序命令

该命令拷贝非易失性存储器内的参数，并把它载入驱动控制器的易失性
存储器 (RAM) 中。

该非易失性存储器可以是内部的闪存或者多媒体卡 (MMC) ，如果已经被
插入的话。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63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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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64, C2200 备份工作存储器的程序命令

该命令拷贝在驱动控制器的易失性存储器 (RAM) 内设定的参数，并把它
保存在当前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中。

该非易失性存储器可以是内部的闪存或者多媒体卡 (MMC) ，如果已经被
插入的话。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64 - 属性
功能包: 命令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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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65, 语言选择

所有参数的名称，单位和诊断/错误讯息分几种语言被存储在驱动控制器中，
该参数可以决定文本输出的语言格式。

 

•                0: 德文

• 1: 英文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Language Sel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6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var. 0

MPD: 0 / var. 0

MPH: 0 / var.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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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67, 密码

一个用户密码可以被该参数的内容激活。

该密码允许高呼包含在 S-0-0279, 密码保护的操作数据的 IDN 列表中的
参数值不受疏忽或者未经授权的更改。
该密码的缺省值是 "007"。这允许写数据到该参数（初始状态）。

注释: BRC 保留使用一个主密码功能的权利。
this context the parameter is also used to unlock customer
service functions (see also P-0-4064, Password level).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ssword"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6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ASCII 正确性校验:    P2->P3

格式: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IndraDrive Standard Parameters 2-195

DOK-INDRV*-GEN-**VRS**-PA01-EN-P

S-0-0269, 存储方式

该参数的比特位决定了一模式，在该模式下来自 S-0-0192, 备份操作数据
数据的  IDN 列表 的参数值被存储在内部非易失性存储器 ("flash") 或者
多媒体卡(MMC) 中。

• 0: 参数值的每一个变化被立即存储。

• 1: 参数只被命令 S-0-0264, C2200 备份工作存储器程序命令 备份。

注释: 对非易失性存储器频繁的写数据会降低它们的服役周期！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Loading, Storing and Saving Parameter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6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 0

MPD: 0 / 1 0

MPH: 0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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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70, 选择用于备份的操作数据的 IDN 列表

所有参数的内容 (那些参数的 IDNs 被排列在该参数中) 根据激活 S-0-0293,
C2400 选择的备份工作存储器程序命令 参数被从工作存储器（易失性
记忆体）储存到非易失性存储器中。

起作用的非易失性存储器可以是内部闪存或者多媒体卡(MMC)，如果有
插入的话。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rameters, Basic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7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 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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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73, 最大的驱动器关机延迟时间

确定的时间被输入在该参数中，驱动器需要该时间用来在最大惯量的情况
下从最大速度停止轴或者在最大允许刹车扭矩或扭力产生的质量的情况下
从最大速度停止轴。增大该确定时间以确认轴确实停下来了！

当输入该参数中的时间过去之后，刹车根据操作原则（根据 P-0-0525,
刹车控制字 确定伺服或主轴）被激活在不同方式下:

• 驱动器内部设定一个速度零命令值，并且刹车被应用。

• 随后 S-0-0207, 驱动器关机延迟时间  中的时间被消耗直到驱动器扭矩或
扭力消失。

• 驱动器变成扭矩或扭力消失，驱动器使能在内部被关闭。

• 当速度小于 10 min -1
 时，刹车被应用。

注释:     当轴或心轴在 S-0-0273 中的时间结束之前速度小于 10 min-1

或 10 mm/min 的话，刹车被应用，驱动器使能根据延迟“驱动
器关闭延迟时间”(S-0-0207) 被关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Holding Brak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7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500 / 100000 10000

MPD: 500 / 100000 10000

MPH: 500 / 100000 10000

伺服刹车

主轴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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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75, 坐标的偏置值

在该参数中一个差量被输入，通过该差量，当 S-0-0199, C3400 改变坐标
系统的程序命令 被执行时，实际位置值显示变化（加上当前实际位置值）。

该值的单位对应选择的位置缩放比例。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7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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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77, 位置反馈 1 类型

该参数定义了电机编码器的本质属性。

参数结构:

bit 0: 编码器类型
0: 旋转
1: 直线

bit 1: 距离编码的测量系统

0: 没有距离编码的参考标记

1: 距离编码的参考标记
(S-0-0165,S-0-0166)

bit 3: 旋转方向
0: 不反向
1: 反向

bits 7 - 6: 绝对测量
x 0: 没有绝对测量的可能

( 与比特位 7 无关)
0 1: 绝对测量可能，并允许

(编码器被作为绝对编码器
使用)

1 1: 绝对测量可能，但不允许

bit 5: 距离编码的测量系统的结构
0: 正向的计算方向
1: 反向的计算方向

Fig. 2-40: S-0-0277, 位置反馈 1 类型

注释:

•    对于 BRC 的机架电机 (MHD, MKD, MKE, 2AD, ADF, MAD, MAF)
比特位 0, 1, 3 被设定成值 "0"!

• 如果连接的是一个直线电机，那么，比特位 0 被设定成 "1".

• 取决于绝对编码器范围和最大行程范围或模值，比特位 6 被设定或清除。

注释: 这里提到的所有比特位都有由软件支持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bsolute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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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7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类型: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x0000

MPD: --- / --- 0x0000

MPH: --- / --- 0x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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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78, 最大的行程范围

S-0-0278, 最大行程范围 参数定义了机械的最大可能机械的行程范围。

根据设定的的缩放比例，模格式或者绝对格式（另参阅 S-0-0076,位置数据
缩放比例类型），输入的是一个单极或者双极值。S-0-0278, 最大行程范围
参数影响 S-0-0256, 倍频 1,  S-0-0257, 倍频 2 和 P-0-0129, 内部位置数据
格式 等参数，并且进而影响内部编码器和位置分辨率。

此外，内部位置命令值生成器的速度和加速度限制值受最大行程范围影响。
对应 S-0-0259, 定位速度 和 S-0-0260, 定位加速度 的最大输入值与其它
参数一起依靠S-0-0278中的值。

注释:

•    越大的最大行程范围被设定，倍频越小，内部位置分辨率越小
并且加速度和速度数据的限制值越大。

•     最大行程范围的值同样影响 S-0-0277, 位置反馈 1 类型 和
S-0-0115, 位置反馈值 2 类型 的比特位 6。该比特位表明
绝对编码器估计的可能性。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bsolute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7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格式: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360000000

MPD: 360000000

MPH: 3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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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79, 密码保护的操作数据的 IDN 列表

根据一个用户密码 (S-0-0267,密码) 的内容，包含在该列表中的参数值
可以被保护不被疏忽或未经授权的篡改。

在它的缺省状态中该参数包含的是一个空的列表。用户可以根据他的需要n
输入 IDNs 到该列表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ssword"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7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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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82, 定位命令值

根据该参数，在“驱动器受控定位”模式下为驱动器驱动单元预设目标位置
（绝对值）或者一个相对的行进距离。

注释:         在有效的目标位置驱动器位置可以在任何时间从 S-0-0430, 有效
的目标位置 中读出！

根据在 S-0-0346, 定位控制字 中的比特位 0边缘的一个变化，驱动器根据
一个内部生成的位置命令值移动到一个对应该定位命令值 (S-0-0282) 的轴
位置。

此外, 驱动器将考虑以下定位数据:

• S-0-0259, 定位速度

• S-0-0260, 定位加速度 或 S-0-0359, 定位减速度

• S-0-0193, 定位急进

• S-0-0108, 进给倍率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8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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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83, 当前坐标偏置

该参数显示了当 S-0-0197,C3300 设置坐标系统程序命令 或 S-0-0199,
C3400 调整调整坐标系统程序命令 被执行时，和实际真实值相比，实际
位置值显示根据何值被改变。

该值的单位对应选择后的位置缩放比例。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8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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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92, 操作模式的列表

所有使用的被驱动器固化软件支持的操作模式被排列在该参数中。这些
操作模式的代码（十六进制）被显示，它们可以以二进制值形式被输入到
S-0-0032 … S-0-0035 参数（操作主模式和第二操作模式）。

接下来的表格显示了一个所有可能操作模式的参考列表，包括它们各自的
代码和二进制值。

操作模式 代码显示在
S-0-0292

该参数的关联值

S-0-0032...S-0-0035

扭矩控制 0x0001 0000.0000.0000.0001
速度控制      0x0002 0000.0000.0000.0010
位置控制, 编码器 1              0x0003 0000.0000.0000.0011
位置控制, 编码器 2             0x0004 0000.0000.0000.0100
位置控制滞后, 编码器 1                  0x000B 0000.0000.0000.1011
位置控制滞后, 编码器 2                  0x000C 0000.0000.0000.1100
驱动器内部插补, 编码器 1                   0x0013 0000.0000.0001.0011
驱动器内部插补, 编码器 2                   0x0014 0000.0000.0001.0100
驱动器内部插补滞后, 编码器 1                        0x001B 0000.0000.0001.1011
驱动器内部插补滞后, 编码器 2                        0x001C 0000.0000.0001.1100
定位块模式, 编码器 1                     0x0033 0000.0000.0011.0011
定位块模式, 编码器 2                     0x0034 0000.0000.0011.0100
定位块模式滞后, 编码器 1                          0x003B 0000.0000.0011.1011
定位块模式滞后, 编码器 2                          0x003C 0000.0000.0011.1100
位置控制驱动器受控, 编码器 1                    0x0103 0000.0001.0000.0011
位置控制驱动器受控, 编码器 2                    0x0104 0000.0001.0000.0100
位置控制驱动器受控滞后, 编码器 1               0x010B 0000.0001.0000.1011
位置控制驱动器受控滞后, 编码器 2                         0x010C 0000.0001.0000.1100
驱动器受控定位, 编码器 1                    0x0213 0000.0010.0001.0011
驱动器受控定位, 编码器 2                    0x0214 0000.0010.0001.0100
驱动器受控定位滞后, 编码器 1                         0x021B 0000.0010.0001.1011
驱动器受控定位滞后, 编码器 2                          0x021C 0000.0010.0001.1100
凸轮轴, 编码器 1, 虚拟主轴             0x8803 1000.1000.0000.0011
凸轮轴, 编码器 2, 虚拟主轴             0x8804 1000.1000.0000.0100
凸轮轴滞后, 编码器 1, 虚拟主轴               0x880B 1000.1000.0000.1011
凸轮轴滞后, 编码器 2, 虚拟主轴                0x880C 1000.1000.0000.1100
凸轮轴, 编码器 1, 实际主轴           0x8813 1000.1000.0001.0011
凸轮轴, 编码器 2, 实际主轴           0x8814 1000.1000.0001.0100
凸轮轴滞后, 编码器 1, 实际主轴             0x881B 1000.1000.0001.1011
凸轮轴滞后, 编码器 2, 实际主轴              0x881C 1000.1000.0001.1100
相位同步, 编码器 1, 虚拟主轴                      0x9003 1001.0000.0000.0011
相位同步, 编码器 2, 虚拟主轴                     0x9004 1001.0000.0000.0100
相位同步滞后, 编码器 1, 虚拟主轴                         0x900B 1001.0000.0000.1011
相位同步滞后, 编码器 2, 虚拟主轴                         0x900C 1001.0000.0000.1100
相位同步, 编码器 1, 实际主轴                    0x9013 1001.0000.0001.0011
相位同步, 编码器 2, 实际主轴                    0x9014 1001.0000.0001.0100
相位同步滞后, 编码器 1, 实际主轴                       0x901B 1001.0000.0001.1011
相位同步滞后, 编码器 2, 实际主轴                       0x901C 1001.0000.0001.1100
速度同步, 虚拟主轴                      0xA002 1010.0000.0000.0010
速度同步, 实际主轴                    0xA012 1010.0000.0001.0010

Fig. 2-41: 操作模式及其代码和二进制值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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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和使用的固化软件一致，S-0-0292 列表参数只包含了该总览中
列举出的代码的一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9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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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93, C2400 选择地备份工作存储器程序命令

根据该命令的意义，所有参数（这些参数的 IDNs 被排列在参数 S-0-0270,
选择的用于备份的操作数据的 IDN 列表 中）的内容被从工作存储器（易
失性存储器）存储到选中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中。

选中的非易失性存储器可以是内部的闪存，也可以是多媒体卡(MMC)，
如果已经被插入的话。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93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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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98, 参考凸轮的移动

该参数显示了一个距离，通过该距离，回零开关（参考凸轮）会被移动，
用以在回零开关和选择的编码器的参考标记之间实现最合适的距离。

回零一个轴时，一个对应轴零点的实际位置值被指派给编码器的一个
参考标记。如果编码器在轴的行程范围之内有多个参考标记的话，有必要
为一个关于轴零点的不含糊的参考选择一个并且总是这个的参考标记。

这由一个安装在行程范围终点回零开关完成。在回零过程中该开关被轴开
动，对应轴零点的位置参考被轴通过的下一个编码器的参考标记所建立。

回零开关和参考标记之间的距离不得低于一个最小值。否则根据不同情况，
回零开关信号后被认可的不会是下一个参考标记，而只会是下一个之后的
参考标记。

这样的话会不能不含糊对轴建立一个可再生的零点。 

回零开关和参考标记之间的距离因此被驱动器监测。

• 如果回零开关和参考标记之间的距离是正确的话，一个 "0" 被显示在
S-0-0298, 参考凸轮的移动 中。

• 如果该距离在允许的范围之外，S-0-0148, C0600 驱动器受控的回零
程序命令 被终止，同时生成 C0602 距离回零开关 - 参考标记不正确
错误。

如果该距离在允许的范围之外的话，该距离被现实在该参数(S-0-0298)中。
规则的状况可以被该参数的内容或者机械地建立:

• 在  S-0-0299, 回零开关的偏置量 参数中输入显示在 S-0-0298 中的值。
这会导致有效的回零开关信号关于实际存在的一个被移动。或者:

• 根据 S-0-0298 中显示的值移动回零开关的位置。
.

注释: 为回零开关的设定，参考标记，编码器，和回零程序被生成在
S-0-0147, 回零参数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Drive-Controlled Homing)" 部分。

说明

监测

建立规则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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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9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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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299, 回零开关的偏置量

根据该参数的内容，通过特定的距离实际上弥补点（在该点上回零开关信号
关于实际开关点变的有效）是有可能的。该距离被输入在这个参数中。

当“驱动器受控的回零程序”命令被终止同时发出 C0602 距离回零开关
- 参考标记不正确 错误时，针对该距离的值被显示在 S-0-0298, 参考凸轮
的移动中。

注释: 现在只有编码器的下一个参考标记后的参考标记在回零开关信号后
被探测到。这样允许参考轴建立一个不含糊的可再生的零点。在这种情况
下，下一个参考标记是不可能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Drive-Controlled Hom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29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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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01, 实时控制位 1 的分配

根据实时控制位 1 和 2 的内容，在每种情况下直接在驱动器中写某个参数
的某位是有可能的。

•     包含将被实时控制位 1 写入的比特位的参数的 IDN 被写入参数 S-0-0301
中。

•  比特号被输入 S-0-0413, 实时控制位 1 的比特位分配 中。

注释:         可以被写入 S-0-0301 中的参数的 IDNs 包含在 S-0-0399, 信号
控制字中的可配置数据的 IDN 列表 中。

实时控制位是参数 S-0-0134, 主控制字 的一部分，并且循环的（“实时
中”）传送到驱动器，也就是说，在 SERCOS 通信的时钟内，分配参数的
一个比特位可以写。

注释:

•   如果各自的参数不可用，驱动器产生服务通道错误讯息
“有问题的参数”。

• 如果各自的参数可用但不能在状态 4 时被写入，驱动器产生
错误讯息“数据不正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al-Time Control Bits and Real-Time Status Bits"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0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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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03, 实时控制位 2 的分配

根据实时控制位 1 和 2 的内容，在每种情况下直接在驱动器中写某个参数
的某位是有可能的。

•     包含将被实时控制位 2 写入的比特位的参数的 IDN 被写入参数 S-0-0303
中。

• 比特号被输入 S-0-0414, 实时控制位 2 的比特位分配 中。

注释:           可以被写入 S-0-0303 中的参数的 IDNs 包含在 S-0-0399, 信号
控制字中的可配置数据的 IDN 列表 中。

实时控制位是参数 S-0-0134, 主控制字 的一部分，并且循环的（“实时
中”）传送到驱动器，也就是说，在 SERCOS    通信的时钟内，分配参数的
一个比特位可以写。

注释:

• 如果各自的参数不可用，驱动器产生服务通道错误讯息
“有问题的参数”。

•   如果各自的参数可用但不能在状态 4 时被写入，驱动器产生
错误讯息“数据不正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al-Time Control Bits and Real-Time Status Bits"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0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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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05, 实时状态位 1 的分配

通过实时状态位 1 和 2，为一个控制单元到 S-0-0135, 驱动状态字的直接
访问绘制出一个参数比特是有可能的。

•    包含将被实时状态位 1 读的参数的 IDN 被输入参数 S-0-0305 中。

•  比特号被输入 S-0-0415,  实时状态位 1 的比特位分配 中。

注释: 可以被写入 S-0-0305 中的参数的 IDNs 包含在 S-0-0398, 信号
状态字中的可配置数据的 IDN 列表 中。

实时状态位是参数 S-0-0135, 驱动器状态字 的一部分，并且循环的（“实
时中”）传送到驱动器，也就是说，在 SERCOS 通信的时钟内，分配参数
的一个比特位可以主设备中被赋值。

注释:

• 如果各自的参数不可用，驱动器产生服务通道错误讯息
“有问题的参数”。

• 如果各自的参数可用但不能在状态 4 时被写入，驱动器产生
错误讯息“数据不正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al-Time Control Bits and Real-Time Status Bits"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0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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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07, 实时状态位 1 的分配

通过实时状态位 1 和 2，为一个控制单元到 S-0-0135, 驱动状态字的直接
访问绘制出一个参数比特是有可能的。

•     包含将被实时状态位 2 读的参数的 IDN 被输入参数 S-0-0307 中。

•  比特号被输入 S-0-0416, 实时状态位 2 的比特位分配 中。

注释:          可以被写入 S-0-0307 中的参数的 IDNs 包含在 S-0-0398, 信号
状态字中的可配置数据的 IDN 列表 中。

实时状态位是参数 S-0-0135, 驱动器状态字 的一部分，并且循环的（“实
时中”）传送到驱动器，也就是说，在 SERCOS 通信的时钟内，分配参数
的一个比特位可以主设备中被赋值。

Note:

• 如果各自的参数不可用，驱动器产生服务通道错误讯息
“有问题的参数”。

• 如果各自的参数可用但不能在状态 4 时被写入，驱动器产生
错误讯息“数据不正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al-Time Control Bits and Real-Time Status Bits"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0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制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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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15, 定位速度 > nLimit

当在起作用的定位模式（插补，定位或定位块模式）下定位速度已经超出
了 S-0-0091 中指出的限制值时，

• 对 S-0-0091中的值的限制发生在斜坡发生器中，并且

• 讯息 "Positioning velocity > nLimit" 被生成，也就是说，S-0-0315 中的
中的比特位零被设定。

注释: 该讯息比特位可以被配制，例如，在信号控制字中或者作为实时
状态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tatus Class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1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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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23, 目标位置超出行程范围

当在起作用的定位模式（插补，定位或定位块模式）下新得目标位置 
超出目标限制值(cf. S-0-0049, S-0-0050)并且驱动器已经被回零时，

• 驱动器生成警告 E2053 目标位置超出行程范围，并且

• 讯息 "目标位置超出行程范围" (例如 S-0-0323中的比特位0) 被生成。

注释:         该讯息比特位可以被配制，例如，在信号控制字中或者作为实时
状态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tatus Class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2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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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26, 参数校验和

当读取此参数时，该交验和根据所有的参数值被生成，这些参数的IDNs
被排列在参数 S-0-0327, 校验和参数的 IDN 列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rameters, Basic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2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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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27, 校验和参数的 IDN 列表

一些参数的交验和将被生成，这些参数的 INDs 被输入到该参数中。校验和
是由读取 S-0-0326, 参数校验和 参数触发的。

在提供的情况下，参数 S-0-0327 不包含任何的 IDNs。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rameters, Basic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2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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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28, 信号状态字的分配列表

在该列表参数中，分配被完成，输入在 S-0-0026, 信号状态字的配制列表
中的各个参数的该分配比特被映射到 S-0-0144，信号状态字 中。

列表的第一行包含了来自被映射在 S-0-0144 的 LSB 中的 S-0-0026 列表
的第一个参数的比特号。该列表的其它行分别对应来自 S-0-0026 的列表和
S-0-0144 的更多的有意义的比特位的其它参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nfigurable Signal Status Word"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28 - 属性
硬件: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31 ---

MPD: 0 / 31 ---

MPH: 0 /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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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29, 信号控制字的分配列表

在该列表参数中，分配被完成，输入在 S-0-0027, 信号控制字的配制列表
中的各个参数的该分配比特通过信号控制字 (S-0-0145) 被写。

列表的第一行包含了来自和 S-0-0145 的 LSB  一起写的 S-0-0027 列表的第
一个参数的比特号。该列表的其它行分别对应来自S-0-0027的列表和
S-0-0145 的更多的有意义的比特位的其它参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nfigurable Signal Control Word"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2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31 ---

MPD: 0 / 31 ---

MPH: 0 /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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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30, 讯息 ’n_actual = n_command’

该参数显示实际速度值是否已经在一个可容忍的窗口下达到了命令值
("n_actual = n_command" 讯息)。

当 S-0-0010, 速度反馈值 的绝对值在被结果速度命令值 ( S-0-0036 +
S-0-0037) +/- S-0-0157, 速度窗口 限制的值的范围内时，该参数的比特位
0 变成 "1" 。

该参数同样显示在 S-0-0013, 3 级诊断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tatus Class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3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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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31, 状态 ’n_feedback = 0’

该参数显示实际速度值是否已经跌到一个可以被设定的停顿速度，在此
停顿速度之下时控制器会认为电机或轴停止 ("n_feedback = 0" 讯息)。

当 S-0-0040,  速度反馈值 的绝对值小于 S-0-0124,  停顿窗口 时，该参数
的比特位 0 变成 1。

该参数同样显示在 S-0-0013, 3 级诊断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tatus Class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3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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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32, 讯息 ’nactual < nx’

该参数显示了实际速度值是否已经跌到一个可以被设定的阀值之下了
("n_actual = nx" 讯息)。

当 S-0-0040, 速度反馈值 的绝对值小于 S-0-0125,速度阀值 nx 的值时，
该参数的比特位 0 变成 "1"。

该参数同样被显示在 S-0-0013, 3 级诊断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tatus Class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32 - 属性
功能: 属性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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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33, 讯息 ’T >= Tx’

该参数显示了实际扭矩或扭力值是否已经超过了一个可以被设定的阀值
("T >= Tx" 讯息)。

当 S-0-0084, 扭矩/扭力的反馈值 大于或等于 S-0-0126, 扭矩阀值 Tx 的值
时，该参数的比特位 0 变成 "1" 。

该参数同样被显示在 S-0-0013, 3 级诊断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tatus Class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3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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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34, 讯息 ’T >= Tlimit’

该参数表示实际扭矩或扭力是否已经达到限制值 ("T >= Tlimit" 讯息)。

该限制值是根据以下参数的最小值生成的

• P-0-0109, 扭矩/扭力的尖峰限制

• S-0-0092, 两极扭矩/扭力限制值

• S-0-0082, 正向扭矩/扭力限制值

• S-0-0083, 反向扭矩/扭力限制值

• 根据电机和控制器，工作负载确定的限制

当 S-0-0084,扭矩/扭力反馈值 的绝对值大于或等于刚才提到的限制值时，
该参数的比特位 0 变成 "1"。
当前限制值可以通过以下参数被召唤

• P-0-0444, 实际值尖峰扭矩限制

• P-0-0442, 实际值正向扭矩限制 (固定的)

• P-0-0443, 实际值反向扭矩限制 (固定的)

该讯息同样显示在 S-0-0013,  3 级诊断讯息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Limit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34 - 属性
参数: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类型: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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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35, 讯息 ’n command > n limit’

当绝对速度命令值大于可以被设定的速度限制值时，该参数被显示
("n command > n limit" 讯息)。 

当结果速度值 (S-0-0036 + S-0-0037) 大于S-0-0091, 两级速度限制值 的值
时，该参数的比特位 0 变成 "1"。

该讯息同样显示在 S-0-0013,  3 级诊断讯息 中。

也可参阅个功能描述 "Velocity Limit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3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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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36, 到位讯息

如果一个带有内部位置控制的操作模式已经在驱动器内部被激活了的话，
该参数被用来描绘 ’到位’ 讯息到一个单独的 IDN ( 比特 0 )。这样允许指派
状态讯息到一个在 S-0-0135, 驱动器状态字 中的实时状态位。

’到位’ 讯息 (S-0-0336 比特 0 = 1) 同时也被定义成在 3 级诊断 ( S-0-0013 
比特6)中的一个比特位，并且当跟随距离 (S-0-0189)小于位置窗口
(S-0-0057) 时被设定。

注释: 在执行 "位置轴" 命令的过程中，当轴到位时该讯息被设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tatus Classe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al-Time Control Bits and Real-TimeStatus Bits"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3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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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37, 讯息 ’P >= Px’

该参数显示了实际功率值的绝对值是否已经超过了一个可以被设定的阀
值 ("P >= Px" 讯息)。
当 S-0-0382,中间总线功率 大于或等于 S-0-0158,功率阀值Px 时，该参数
的比特位 0 变成 1。

该参数同样显示在 S-0-0013, 3 级诊断 中。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3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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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38, 到目标位讯息

当驱动器定位在当前目标位置 S-0-0430 时，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会生成该
讯息

• 轴的实际位置值到实际目标位置在定位窗口的范围内
( �In-Position: "S-0-0336")

并且

• 轴已经停止，也就是说，实际速度已经在 S-0-0124, 停顿窗口 内
( �In-Standstill: "S-0-0331")。

注释:     该讯息位可以被设置，例如，在信号控制字或作用实时状态位！
该讯息在任何状态下初始化之后被生成，也就是说，在操作模式
没有被激活时也一样。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rive-Internal Interpol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3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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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41, 状态 "粗略到位"

此参数为“粗略到位”讯息被引进，用来使到一个实时比特位（例如，
S-0-0303 )的分配变的可能。“粗略到位”讯息 (S-0-0341 Bit 0 = 1) 同样
被定义成在 3 级诊断 ( S-0-0013 Bit 11 ) 中的一个比特位，并且当
S-0-0189, 跟随误差 小于 S-0-0261,粗略的定位窗口 时被设定。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tatus Class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4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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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42, 状态 "获得目标位置"

该参数显示了内部生成的位置命令值是否已经到达目标位置。

在驱动器受控的定位过程的情况下，当插入器的命令值 ( P-0-0434, 位置命令
值控制器 ) 已经到达目标位置 ( P-0-0050, 有效的目标位置 ) 时，该参数的
比特位 0 变成 "1"。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Internal Interpolation"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4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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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43, 状态 "插补器停止"

用 "1" 值显示接下来插补器（命令值生成器）的讯息参数，规定在“驱动器
内部插补”和“驱动器受控的定位”模式下。

• 速度命令值 (P-0-0048)  是零，并且

•    驱动器内部的位置命令值 (P-0-0434) 还没有达到目标位置 (S-0-0258 或
P-0-0050)。

注释: 该参数用信号通知，（例如）在一个定位过程中，"0" 值被写入
S-0-0259, 定位速度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Internal Interpolation"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4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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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46, 定位控制字

该参数被用作定位控制字，有如下的结构：

bit 0: 接受定位命令值

通过拴牢接受

bit 1,2: 定位的激活
0,0: 定位激活，通过拴牢比特位 0

开始
定位失败由于:
0,1: 在正方向上的无限行进 (jog+),

1,0: 在负方向上的无限行进 (jog-)

1,1: 停止轴 (定位停止)

bit 3: 定位命令值的类型
0: 绝对
1: 相对

bit 4: 新的目标位置的参考，
随着相对定位在...

0: 先前目标位置
1: 当前实际位置

bit 5: 定位的过程中随着重复的目标
输入而接近目标

0: 在定位到一个新的目标位置之前
驱动移动到当前目标

1: 立即发生块变化，例如，立即
移动到新的目标

bit 6,7: 连续块的行为(bit 5=0)

0,0: 停止在起始块目标位置
0,1: 超越起始块的目标位置 (mode 1)

1,0: 超越起始块的目标位置 (mode 2)

Fig. 2-42: S-0-0346, 定位控制字的各个比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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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 0: 通过拴牢该比特位接受命令值

- "S-0-0282, 定位命令值" 为驱动器受控的定位（绝对位置）

- "P-0-4026, 定位块选择" 为定位块模式

注释:     当一个命令值被接受时，接下来它会根据 S-0-0419, 定位命令
确认 被确认。

• Bit 1...5: 在当前的操作模式中可以被循环该变的特征的设定

• Bit 7,6: 为连续块的行为 (bit 5=0)
• 0,0: 停止在起始块目标位置
• 0,1: 超越起始块的目标位置 (模式 1)。起始块的目标位置被以起始

块的速度通过。

•  1,0: 超越起始块的目标位置 (模式 2)。起始块的目标位置被以连续
块的速度通过。速度变化在起始块的过程中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切换到下一个目标位置不会发生直到先前一个目标位置被通过。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 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Internal Interpolation"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4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命令值接受

循环命令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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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47, 速度错误

S-0-0347 参数显示了在速度控制环中速度命令值和实际速度值之间的差值。

Vact

Vcmd

S-0-0347

S-0-0100
S-0-0101

Fig. 2-43: S-0-0347, 速度误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Loop"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4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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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48, 加速度前馈增益

加速度前馈在加速在急进模式 (cf. P-0-0040) 时减小了急进误差。

由位置命令值的双倍差别获得的加速度命令值被乘以 S-0-0348 的内容并
加上在速度控制器输出的扭矩/扭力命令值。

注释:      加速度前馈由在 S-0-0348, 加速度前馈增益 中输入一个大于
"0" 的值而被激活！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ntrol Loop Overview" (块状图表)
为了加速度前馈最合适的参数化，下列数据必须被输入 S-0-0348, 加速度
前馈增益:

• 总质量 (电机 + 负载) 以千克为单位 (直线电机),

• 总惯量 (电机 + 负载), 对应电机的输出轴，以 kgm 2 为单位 (旋转电机)。

注释:       S-0-0348, 加速度前馈增益 的输入值必须根据各自的机械系统
在站点被调整
(S-0-0348 = 0 � 关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ntrol Loop Structur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4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mNm/(rad/s2)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 / 6553,5 0,0

MPD: 0,0 / 6553,5 0,0

MPH: 0,0 / 6553,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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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49, 双向急进限制

“双向急进限制”描述了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每个时间单位 ( = 急进)
的最大允许加速度，在两个方向都是对称的（加速度和减速度）。

该限制值只在“位置控制”模式下起作用。

注释:   “双向急进限制”在“驱动器停止”的情况下限制了每单位时间
加速度的变化。并且命令生成了他们自己的位置命令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pindle Positioning"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rive Functions – Drive Halt"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49 - 属性
属性: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0,0

MPD: 1000000,0

MPH: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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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59, 定位减速度

最大减速度（以此速度移动到目标位置）( S-0-0258,目标位置 或 S-0-0282,
定位命令值) 在“驱动器内部插补”和“驱动器受控定位”模式下为驱动器
被该参数预先设定。

除了定位加速度 ( S-0-0260 ) 或减速度之外 ( S-0-0359 )，内部生成的位置
命令值顺序还考虑最大定位速度 (S-0-0259) ，最大定位急进 (S-0-0193) 和
进给补偿率 (S-0-0108) 。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Internal Interpolation"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5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0

MPD: 1000000

MPH: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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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72, 驱动器双向停止加速度

在该参数中，你必须设定在以下的情况中。一个驱动器以多大的最大减速度
被关闭

• 速度命令值与斜坡被复位

•  驱动器停止

此外，该参数的值在轴定位的过程中(C0900 定位轴命令) 作为最大加速度
或减速度起作用。

注释: 该参数的单位由 S-0-0160,  加速度数据的缩放比例类型 定义。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rive Functions – Drive Halt"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Best Possible Deceler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7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00

MPD: 10000000

MPH: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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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75, 诊断号列表

在这个列表中，驱动器输入参数 S-0-0390, 诊断讯息号 的每一个变化。
该列表被组织成一个环状缓冲器；它能够包含至 50 个讯息号。当该列表被
读取时，显示的最后一个诊断号被显示在该参数的第一个元素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iagnostic System"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7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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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78, 电机编码器的绝对编码器范围

该参数显示了可以被选择的行程范围的最大范围，这样一来，一个绝对电
机编码器可以在绝对状态下被赋值。

如果编码器的位置超出了这个最大行程范围，位置反馈类型参数 (S-0-0277)
的比特位 6 将会被置零。这个显示的实际位置值不再不含糊，并且电机编码
器的参考被清除。连接到驱动器的位置编码器的参考状态被显示在参数
S-0-0403, 位置反馈值状态。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bsolute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7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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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79, 可选编码器的绝对编码器范围

该参数显示了可以被选择的行程范围的最大范围，这样一来，一个绝对外
部（可选）编码器可以在绝对状态下被赋值。

如果编码器的位置超出了这个最大行程范围，位置反馈类型参数 (S-0-0177)
的比特位 6 将会被置零。这个显示的实际位置值不再不含糊，并且外部编码
器的参考被清除。连接到驱动器的位置编码器的参考状态被显示在参数
S-0-0403, 位置反馈值状态。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bsolute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7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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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80, 直流母线电压

该参数被用来现实测量出的直流母线电压。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80 - 参数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V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S-0-0382, 直流母线功率

该参数显示了当前电机要求的直流母线功率。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8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Watt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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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83, 电机温度

如果合成在电机内的温度传感器允许模拟温度测定的话，该参数显示了电
机末端绕组温度的测量值。

注释: 对于 MHD, MKD, MKE 和 LSF 电机，由 S-0-0383 显示的值，
由于温度传感器的特性（表现为开关量），不允许得到一个关于
实际电机温度的结论！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Temperature Monitor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8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208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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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84, 放大器温度

为控制器功率输出部分（散热片温度）的测得温度现实参数。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8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208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S-0-0386, 起作用的位置反馈值

参数 S-0-0386, 起作用的位置反馈值 的值总是显示设定在当前作用的操
作模式中的编码器的当前位置。

根据设定的操作模式，起作用的位置值因此不是对应参数 S-0-0051, 位置
反馈 1 的值 就是对应参数 S-0-0053, 位置反馈 2 的值。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8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2-246 Standard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S-0-0390, 诊断讯息号

显示在显示器上的诊断讯息号被存在该参数中。这使控制单元根据该号码
的内容生成自己的诊断讯息成为可能。（举例来说，在某种语言中，诊断
讯息文本没有用这种语言被存储在驱动器中）。

例子:

诊断讯息 (参数 S-0-0095 中):
"F8022 Enc. 1 error: sign. amplitude (can be cleared in ph.2)"

诊断讯息号 (参数 S-0-0390 中):
"F8022(hex)"

对于多轴固化软件，该参数可以每轴一次使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ded Diagnostic Drive Messag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9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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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91, 监测窗口反馈 2

该参数的值定义了电机编码器和外部编码器 (S-0-0051, 位置反馈 1 的值，
S-0-0053, 位置反馈 2 的值)  的实际位置值最大允许偏差。

如果该值被超过，错误 F2036 过大的位置反馈差异 会被生成。监测器只有
当两个编码器都回零后才会被激活。该监测器可以通过写 "0" 值到该参数被
关闭掉。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nitoring the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9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

MPD: 0,0

MPH: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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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93, 命令值模式

该参数被用作为定位的控制字，具有以下的结构:

bit 1,0: 模式
00: 旋转的正方向
01: 旋转的负方向
10: 最短距离

bit 2: 当操作模式被激活时，命令值
的参考

0: 为相关定位的参考是当前的实际
位置

1: 为相关定位的参考是 S-0-0430,
有效的目标位置中的内容

( �剩余的路径处理!)

Fig. 2-44: 参数 S-0-0393 的结构

该参数在驱动受控的定位过程中定义了一个“以轴为模”的旋转的意义。

“以轴为模”是，比方说圆形工作台，轴，那些由于它们的机械结构，没有
任何传送范围限制并且可以“无穷尽的”转动。在一个轴旋转之后，“以轴
为模”的实际位置值不断的提到回零点。

根据这样的机械特性，为定位过程确定一个模式是有必要的，因为一个
目标位置可以同时在在旋转或者一个更长或更短的距离的意义上被达到。

注释:  位置数据格式必须是“模”(S-0-0076, 位置数据的缩放比例
类型 )!

接下来的部分描述了一些关于剩余的路径处理的一些特殊情况:

• 如果剩余路径处理被激活，驱动器，在该操作模式已经被激活之后，当
S-0-0430 有效并且轴已经被回零时，走过剩余路径，同时不重复的
接受命令值。

注释: 当控制电压被关闭时，S-0-0430 的内容会在驱动器再次被打开
的时候被自动的保存并存储。

•   如果驱动器内部控制的定位被点动或者停止定位过程 (S-0-0346: bit 1, 2 
= 11) 中途中断的话，新的定位命令值同样也只是在下一个 S-0-0346 中
比特位 0 的栓牢时被接受。

一个来自先前的定位处理的现有可能剩余路径被清除！当点动和停止定位
程序时，S-0-0259, 定位速度 和 S-0-0260, 定位加速度 或 S-0-0359,
定位减速度 的当前值被激活。

为“以轴为模”使用的参数

剩余的路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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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余的路径处理在操作模式反复激活的情况下，只有当 bit 2 = 1 的时候
被执行，并且从最后一次定位开始保持回零。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rive-Internal Interpol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9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7 2

MPD: 0 / 7 2

MPH: 0 /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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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98, 信号状态字中可配置数据的 IDN 列表

该参数包含了那些可以被输入到 S-0-0026, 信号状态字配制列表 中的参数
的 IDNs 。

S-0-0026 是一个列表，最多有 16 个参数的 IDNs ，每个的一位都映射到
S-0-0144, 信号状态字 中。关于各个参数的被映射到 S-0-0144 的那个比特
位的分配在 S-0-0328, 信号状态字的分配列表 中被生成。

也可参阅功能功能描述 "Digital Inputs/Output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9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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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99, 信号控制字中可配置数据的 IDN 列表

该参数包含了那些可以被输入到 S-0-0026, 信号控制字配制列表 中的参数
的 IDNs 。

S-0-0027 是一个列表，最多有 16 个参数的 IDNs ，每个的一位都通过
S-0-0145, 信号控制字 被写。

关于各个参数的那个将被写入 S-0-0027 的那个比特的分配在 S-0-0329,
信号控制字的分配列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igital Inputs/Output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39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制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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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00, 回零开关

连接到控制器的回零开关的开关状态被映射到该参数中。

bit 0: 回零开关
0: 未激活 (0 V)
1: 激活 (24 V)

Fig. 2-45: S-0-0400, 回零开关 的各个比特位

注释:

• 根据该参数的内容，回零开关的开关状态可以分配给一个实时
状态位，举例而言。

• 为鉴定回零开关，S-0-0400 倘若为了该目的必须被分配给在
P-0-0300, 数字 I/Os 的分配列表 中的数字输入，P-0-0301,
数字 I/Os 的比特号 必须被相应设定！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ablishing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for Relative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40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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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01, 探头 1

该参数显示了探头 1 输入信号的开关状态。

先决条件:

• S-0-0170, 探头循环程序命令 必须已经被设定并被执行。

bit 0: 探头输入信号
0: 0 V
1: 24 V

Fig. 2-46: S-0-0401, 探头 1 的各个比特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40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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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02, 探头 2

该参数显示了探头 2 输入信号的开关状态。

c决条件:

• S-0-0170,  探头循环程序命令 必须已经被设定并被执行。

bit 0: 探头输入信号
0: 0 V
1: 24 V

Fig. 2-47: S-0-0402, 探头 2 的各个比特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S-0-040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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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03, 位置反馈值状态

该参数显示了被连接的编码器的实际位置值的状态讯息。此外，被
S-0-0147, 回零参数 的比特位 3 选择的编码器的状态被显示在比特位 0 中。

当驱动器对命令 S-0-0148, C0600 驱动器受控的回零程序命令 或 P-0-0012,
C0300 命令设定绝对测量 作用时，比特位在这些命令开始的时候被复位
(值 "0")，并且在各个命令反应的成功完成后被再次设定 (值 "1")。

在设备带有 SERCOS 接口的情况下，实际位置值的状态讯息可以被分派到
一个实时状态位并且此驱动器状态（见参数 S-0-0305,实时状态位 1 的分
配）下被持续的传送到 NC。

参数结构:

bit 0: 参考编码器的状态
位置反馈值 (编码器 1 或 2) 是

0: 相对的
1: 回零的

bit 1: 电机编码器的状态
S-0-0051, 位置反馈 1 的值是

0: 相对的
1: 回零的

bit 2: 外部编码器的状态
S-0-0053, 位置反馈 2 的值是

0: 相对的
1: 回零的

S-0-0403, 位置反馈值状态

Fig. 2-48: S-0-0403 的各个比特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Drive-Controlled Hom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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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0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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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05, 探头 1 使能

通过该参数，由探头 1 的测量被使能 (激活了)。

该使能模式 (单一测量或连续测量) 在 S-0-0169, 探头控制参数 中被确
定。

探头使能可以被主控制字的一个实时比特位完成，举例而言。

bit 0: 探头使能
0: no
1: yes

Fig. 2-49: S-0-0405, 探头 1 使能 的各个比特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40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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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06, 探头 2 使能

通过该参数，由探头 2 的测量被使能 (激活了)。

该使能模式 (单一测量或连续测量) 在 S-0-0169, 探头控制参数 中被确
定。
探头使能可以被主控制字的一个实时比特位完成，举例而言。

bit 0: 探头使能
0: no
1: yes

Fig. 2-50: S-0-0406, 探头 2 使能 的各个比特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S-0-040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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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09, 探头 1 上升沿获得

该参数显示了由探头 1 的上升沿输出信号引起的测量值的获得。

先决条件:

• 命令 S-0-0170, 探头循环程序命令 必须被激活。

• 比特位 0 必须在 S-0-0169, 探头控制参数 中被设定。

• 探头 1 的使能 (S-0-0405) 必须已经存在。

各个测量值被存储在 S-0-0130, 探头值 1 的上升沿 中。如果“信号测
量”已经在 S-0-0169, 探头控制参数 中为探头 1 的使能模式设定好，
S-0-0409 的比特位 0 在一个测量值被获得时从 "0" 变到 "1"。

如果“连续测量”已经被设定，自从该命令被激活后的，先前测量值获得的
序号被以二进制的格式显示在 S-0-0409 中。在每个新的测量值获得的情
况下，比特位 0 栓牢。驱动器当以下发生时清除计数:

• 控制单元清除命令 S-0-0170, 探头循环程序命令 或

• 设定 S-0-0405, 探头 1 的使能 从 "1" 变成 "0"。

注释: 测量值的获得可以直接通过到实时状态位的分配被控制单元承认！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40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制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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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10, 探头 1 下降沿获得

该参数显示了由探头 1 的下降沿输出信号引起的测量值的获得。

先决条件:

• 命令 S-0-0170,  探头循环程序命令 必须被激活。

• 比特位 0 必须在 S-0-0169, 探头控制参数 中被设定。

• 探头 1 的使能 (S-0-0405)  必须已经存在。

各个测量值被存储在 S-0-0131, 探头值 1 的下降沿 中。如果“信号测
量”已经在 S-0-0169, 探头控制参数 中为探头 1 的使能模式设定好，
S-0-0410 的比特位 0 在一个测量值被获得时从 "0" 变到 "1"。

如果“连续测量”已经被设定，自从该命令被激活后的，先前测量值获得的
序号被以二进制的格式显示在 S-0-0409 中。在每个新的测量值获得的情
况下，比特位 0 栓牢。驱动器当以下发生时清除计数:

• 控制单元清除命令 S-0-0170, 探头循环程序命令 或

• 设定 S-0-0405, 探头 1 的使能 从 "1"  变成 "0" 。

注释: 测量值的获得可以直接通过到实时状态位的分配被控制单元承认！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41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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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11, 探头 2 上升沿获得

该参数显示了由探头 2 的上升沿输出信号引起的测量值的获得。

先决条件:

• 命令 S-0-0171,  探头循环程序命令 必须被激活。

• 比特位 0 必须在 S-0-0169, 探头控制参数 中被设定。

• 探头 2 的使能 (S-0-0406)  必须已经存在。

各个测量值被存储在 S-0-0132, 探头值 2 的上升沿 中。如果“信号测
量”已经在 S-0-0169, 探头控制参数 中为探头 1 的使能模式设定好，

S-0-0411 的比特位 0 在一个测量值被获得时从 "0" 变到 "1"。

如果“连续测量”已经被设定，自从该命令被激活后的，先前测量值获得的
序号被以二进制的格式显示在 S-0-0411 中。在每个新的测量值获得的情
况下，比特位 0 栓牢。驱动器当以下发生时清除计数:

• 控制单元清除命令 S-0-0170,  探头循环程序命令 或

• 设定 S-0-0406,  探头 2 的使能 从 "1"  变成 "0" 。

注释: 测量值的获得可以直接通过到实时状态位的分配被控制单元承认！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and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S-0-0411 - 属性
属性: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极端值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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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12, 探头 2 下降沿获得

该参数显示了由探头 2 的下降沿输出信号引起的测量值的获得。

先决条件:

• 命令 S-0-0171, 探头循环程序命令 必须被激活。

• 比特位 0 必须在 S-0-0169, 探头控制参数 中被设定。

• 探头 2 的使能 (S-0-0406)  必须已经存在。

各个测量值被存储在 S-0-0133, 探头值 2 的下降沿 中。如果“信号测
量”已经在 S-0-0169, 探头控制参数 中为探头 1 的使能模式设定好，

S-0-0412 的比特位 0 在一个测量值被获得时从 "0" 变到 "1"。

如果“连续测量”已经被设定，自从该命令被激活后的，先前测量值获得的
序号被以二进制的格式显示在 S-0-0412 中。在每个新的测量值获得的情
况下，比特位 0 栓牢。驱动器当以下发生时清除计数:

• 控制单元清除命令 S-0-0170,  探头循环程序命令 或

• 设定 S-0-0406,  探头 2 的使能 从 "1"  变成 "0" 。

注释: 测量值的获得可以直接通过到实时状态位的分配被控制单元承认！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S-0-041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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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13, 实时控制位 1 的比特号分配

根据实时控制比特位 1 和 2 的内容，直接在每种情况下在驱动器中写一个
参数的一个比特是有可能的。包含将要被实时控制比特位 1 写入的比特位的 
参数的 IDN 被输入到 S-0-0413, 实时控制位 1 的比特号分配 中，该比特
号被输入到该参数中。

实时控制位是主控制字 (S-0-0134) 的一部分，并且被周期性的 ("实时中")
传送到驱动器中，也就是说，在 SERCOS 通讯中，分配参数的一个比特可
以被写。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al-Time Control Bits and Real-Time Status Bits"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413 - 属性
功能: 属性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5 0

MPD: 0 / 15 0

MPH: 0 /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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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14, 实时控制位 2 的比特号分配

根据实时控制比特位 1 和 2 的内容，直接在每种情况下在驱动器中写一个
参数的一个比特是有可能的。包含将要被实时控制比特位 2 写入的比特位的
参数的 IDN 被输入到 S-0-0303, 实时控制位 2 的比特号分配 中，该比特
号被输入到该参数中。

实时控制位是主控制字 (S-0-0134) 的一部分，并且被周期性的 ("实时中")
传送到驱动器中，也就是说，在 SERCOS 通讯中，分配参数的一个比特可
以被写。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al-Time Control Bits and Real-Time Status Bits"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41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5 0

MPD: 0 / 15 0

MPH: 0 / 15 0



IndraDrive Standard Parameters 2-265

DOK-INDRV*-GEN-**VRS**-PA01-EN-P

S-0-0415, 实时状态位 1 的比特号分配

根据实时状态位 1 和 2 的内容，为被一个控制单元的直接访问映射一个参数
位是有可能的。

通过 S-0-0415, 实时状态位 1 的比特号分配，选择一个参数的目标位的比
特号是有可能的。

注释: 该参数的各个 IDN 被输入到参数 S-0-0305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al-Time Control Bits and Real-Time Status Bits"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41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5 0

MPD: 0 / 15 0

MPH: 0 / 15 0



2-266 Standard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S-0-0416, 实时状态位 2 的比特号分配

根据实时状态位 1 和 2 的内容，为被一个控制单元的直接访问映射一个参数
位是有可能的。

通过 S-0-0416, 实时状态位 2 的比特号分配，选择一个参数的目标位的比
特号是有可能的。

注释: 该参数的各个 IDN 被输入到参数 S-0-0307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al-Time Control Bits and Real-Time Status Bits"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也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41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5 0

MPD: 0 / 15 0

MPH: 0 /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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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17, 模数模式中的定位速度阀值

通过该参数，在驱动器内部插补和驱动器受控的定位情况下为实际速度定义
一个阀值是有可能的。

如果实际速度超过了该阀值速度，驱动器会不回动的移动到一个目标位置，
即使在 S-0-0393, 命令值模式 中的规范会导致回动时也是如此。

先决条件: 位置数据格式必须是 "模数" (S-0-0076, 位置数据缩放比
例的类型)!

注释: 通过输入值 "0"，速度阀值被解除，也就是说，驱动器总是运动
到 S-0-0393 中决定的目标位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Internal Interpolation"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41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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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18, 模数模式中的目标位置窗口

该参数允许定义一个关于当前位置的对称的位置范围（目标位置窗口）。
在这个对称的位置范围之内，通过最短距离移动到一个目标位置总是有可能
的，即使，如果运动的一个方向已经为 S-0-0393, 命令值模式 中的定位被
确定了也是如此。

先决条件: 位置数据格式必须是 "模数" (S-0-0076, 位置数据缩放比
例的类型 )!

注释: 通过输入值 "0" ，速度极限被解除，也就是说，驱动器总是运动
到 S-0-0393 中决定的目标位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Internal Interpolation"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41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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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19, 定位命令确认

在“驱动器受控的定位”模式中，该参数被用来确认定位命令值的接受。

接受在 S-0-0282, 定位命令值 的一个新的值在 S-0-0430, 有效的目标
位置中被接受时被确认。（它是在内部位置命令值生成器中接受的时间）

如果在参数 S-0-0346, 定位控制字 中的比特位 5 = 0，该确认只有在驱动
器移动到先前设定的定位值并且讯息“目标位置到达”（比较 S-0-0437，
比特位 0）被设定后才会发生。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41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交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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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26, 信号选择探头 1

在该参数中，选择参数（该参数的当前值在切换探头 1 时将要被存储）是
有可能的。

可以被选择的参数的 IDNs 被排列在 S-0-0428, 探头,IDN 列表信号选择。
选择这些参数只是有可能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42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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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27, 信号选择探头 2

在该参数中，选择参数（该参数的当前值在切换探头 2 时将要被存储）是
有可能的。

可以被选择的参数的 IDNs 被排列在 S-0-0428, 探头,IDN 列表信号选择。
选择这些参数只是有可能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S-0-042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基本型: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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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28, 探头, IDN 列表信号选择

该参数包含了一个那些参数（这些参数的当前状态值（“测量值”）可以
被纪录在一个探头的开关信号上）的 IDNs 的列表。
该测量值被存进一个参数并且因此可以为机械的控制单元或安装而被访问。

IDN 信号

S-0-0000 没有信号

S-0-0051 实际位置值 1 (电机编码器)
S-0-0053 实际位置值 2 (外部编码器)
P-0-0052 实际位置值 3 (测量编码器)
P-0-0227 凸轮轴轮廓, 进入角

P-0-0753 在实际值循环中的位置实际值

P-0-0775 作为结果的主轴位置

P-0-0776 有效的主轴位置

P-0-0778 同步位置命令值

Fig. 2-51: 带信号选择的 IDN 列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42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十进制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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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30, 有效的目标位置

在以下的操作模式中

•  驱动器受控的定位

•  驱动器内部插补

• 定位块模式

通过该参数读取当前目标位置（绝对位置）是有可能的。

在“驱动器受控的定位”情况下，根据定义在 S-0-0346, 定位控制字 的形
式，S-0-0430 中的值，在定位命令值接受位的一个边缘变化后，对应于

• S-0-0282, 定位命令值 的值，如果该值已经被定义作为绝对目标位置。

• S-0-0430 和 S-0-0282 先前值的和，如果新的目标位置正参照的是先前
目标位置 ( � S-0-0346, bit 4 = 0)。

• 在转换的时，S-0-0051 和 S-0-0282 实际值的和，如果目标位置正参照
当前实际位置值 ( ->  S-0-0346, bit 4 = 1)。

注释: 当再次激活“驱动器受控的定位”操作模式时，例如，在轴用绝
对测量系统的情况下控制电压被再次切换开之后，如果剩余路径
处理是有可能的话，那么有效的目标位置仍然被包含在 S-0-0430
（“非易失性参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 Controlled Positioning"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43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RETAIN_KUNDE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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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37, 定位状态字

该参数包含了在带有内部插补的操作模式中产生的定位生成器（目标位置
生成器）的状态比特位。这些操作模式是，例如，定位快模式，驱动器内部
内部插补和驱动器受控的定位。

注释: 如果对于讯息的条件已经被满足，各个比特位从 0 变化到 1！

比特 功能

0 目标位置到达 (S-0-0342) S-0-0430 = P-0-0434
注释: 只是在激活的操作模式下生成！

1 (| S-0-0258, 目标位置 – S-0-0386, 起作用的位置反馈值 |
< S-0-0057), 为操作模式驱动器内部插补也和不活动的操作模式

被生成！

2 IN_TARGET POSITION (S-0-0338) =
(|S-0-0430 - S-0-0386, 起作用的位置反馈值 | < S-0-0057) &&
IN_POSITION (S-0-0336) &&
Nact = 0 (S-0-0331)
也和不活动的操作模式被生成！

3 插入器停止 (S-0-0343)
4 恒定的插补模式

5 驱动器加速

6 驱动器减速

7 – 11 (保留位)
12 点动模式激活 (见 S-0-0346, 比特 1 和 2)
13 定位速度 > nlimit (S-0-0315)
14 目标位置超出了行程范围 (S-0-0323)
15 (保留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Internal Interpolation"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43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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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446, 加速度数据的斜坡参考速度

在对于加速度数据 S-0-0160, 加速度数据缩放比例类型 的缩放比例类型
“斜坡时间”的情况下，这个参数的值和斜坡参考时间被用作对于参考速度
斜坡的定义值。S-0-0446 的值根据针对速度数据 S-0-0044, 速度数据的
缩放比例类型 的缩放比例的设定被缩放。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caling of Physical Data"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44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30000000

MPD: 30000000

MPH: 30000000



2-276 Standard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S-0-0460, 位置开关点 1 "Off"

位置开关由一个位置开关点 "off" 和一个位置开关标记 (S-0-0059) 组成。

如果位置反馈值小于位置开关点 "off" 的话，适当的位置开关标记被设为
"1"。如果位置反馈值大于或等于位置开关点 "off" 的话，适当的位置开关
标记被设为 "0" 。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S-0-046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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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的特殊参数

P-0-0001, 功率输出部分的开关频率

输出部分的开关频率可以被设定。基本上，以下值可以被选择:

•  4000 Hz

•  8000 Hz

•  12000 Hz

•  16000 Hz

对应输出部分开关频率的实际可能输入值取决于设定在 P-0-0556, 轴控制
器的控制字 中（见该参数）的性能。

电流控制的循环时间是根据输出部分的开关频率和 P-0-0556, 轴控制器的
控制字 （见该参数）联合得到的。

总的来说：选择的开关频率越高，循环时间越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urrent Controller" 部分。

注释: 选择的时钟频率越高，控制器的持续输出电流越小！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0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Hz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4000 / 8000 4000

MPD: 4000 / 8000 4000

MPH: 4000 / 16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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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04, 速度环平滑时间常数

可以在该参数被激活的时间常数在速度控制器中起作用，并且适合抑制量
子化作用和速度控制环的限制带宽。

限制频率是根据下列公式的内容得出的平滑时间常数得到的:

T
f

g ⋅⋅
=

π2

1

Fig. 3-1: 带宽

通过输入最小值，过滤器被关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Control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0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u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25 / 65500 800

MPD: 125 / 65500 800

MPH: 125 / 65500 800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3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0008, 激活 E-Stop 功能

此参数被用来激活 E-Stop 输入，并且选择一个对应驱动器关闭的响应动作。

参数结构:

P-0-0008, 激活 E-Stop 功能

bit 0: E-Stop 的激活
0: 不激活
1: 激活

bit 1: 在解释为一个错误 (bit 2 = 0 )
的情况下的错误等级

0: 最好的可能的减速
(P-0-0119)
1: 速度命令值设成零

bit 2: 解释
0: 作为非致命的错误
1: 致命的警告

Fig. 3-2: P-0-0008, 激活 E-Stop 功能

注释: 输入总是 "0-active", 也就是说，输入上的 0 V 说明它被激活！

P-0-0223, E-Stop 输入 必须已经通过 P-0-0300 和 P-0-0301
参数被分配给一个数字输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op Function"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ctivation and Polarity of the E-Stop Input"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0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7 0

MPD: 0 / 7 0

MPH: 0 / 7 0



3-4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0009, 错误代码

当驱动器诊断一个 1 级诊断错误时，一个比特被设定在 S-0-0011, 一级诊断
中。对应“1 级诊断中的错误”的比特位 13 随后在驱动器控制字中被设定。

为了允许一个更详细的诊断

• 诊断号显示在显示器上并且被存储在参数 S-0-0390,  诊断讯息代码 中。

• 简单的文本诊断被被存储在参数  S-0-0095, 诊断讯息 中

• 并且，各个错误代码被存储在参数  P-0-0009, 错误代码 中。

当没有任何当前错误时，参数 P-0-0009, 错误代码 的值等于 0。

针对一个诊断的例子:

S-0-0390: F8022 (十进制)

P-0-0009: 8022 (二进制)

S-0-0095: F8022 编码器 1: 编码器信号不正确 (不能在 ph.2 状态下被
清除)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rror Memory (Power Section and Control Section)"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0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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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0, 过量的位置命令值

在 "循环位置控制" 模式中 (S-0-0032…35  =  0x0003,0x0004, 0x000B 或
0x000C)，NC 在均等时间间隔 (S-0-0001, NC Cycle time (TNcyc)) 中设
定位置命令值。在驱动器中两个连续位置命令值的差值关于执行 S-0-0091,
两极速度限制值 被监测。

万一该值超过了 F2037 过多的位置命令差别，错误产生，并且激活该错误
的“过量的位置命令值”Xcmd(k) 被存储在 P-0-0010, 过量的位置命令值
参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 Control with Cyclic Command Value Input"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1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最小: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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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1, 上一次正确的位置命令值

在 "循环位置控制" 模式中 (S-0-0032¡35  =  0x0003,0x0004, 0x000B 或
0x000C)，NC 在均等时间间隔 (S-0-0001, NC Cycle time (TNcyc)) 中设
定位置命令值。在驱动器中两个连续位置命令值的差值关于执行 S-0-0091,
两极速度限制值 被监测。

万一该值超过了 F2037 过多的位置命令差别，错误产生，并且“上一次正确
的位置命令值”Xcmd(k-1) 被存储在 P-0-0011, 上一次正确的位置命令值
参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 Control with Cyclic Command Value Input"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1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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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2, C0300 命令设定绝对测量

当试车一个绝对测量系统时，如果“设定绝对测量”命令还没有被执行
的话，这个系统的实际位置值首先显示 P-0-0019, 初始位置值 的值。
但如果另外一个已经回零的绝对值编码器已经被连接的话，该编码器的值
被显示。

根据 "设定绝对测量" 命令的内容，实际位置值可以在任何参考位置上被设
定成一个想得到的新值。在“设定绝对测量”命令已经被完成之后，各个
编码器的实际位置值有一个新的参考系统。在 S-0-0403, 位置反馈值状态
参数中各个比特的值随后为 1。

注释: 该命令只是在连接上的绝对测量系统上作用，该系统已经在
P-0-0612, 对应设定绝对测量的控制字 中被选择。

根据在反馈数据存储器或参数数据存储器中的绝对测量系统的所有必需的
数据的一个备份的内容，所有的信息将可以在机器关闭和开启的没一次成
为可用的，实际位置值保持它相对机械零点的参考。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Set Absolute Measur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12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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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3, 没有对应缺省值的所有 IDNs 的列表

该参数包含那些参数（那些参数的数据已经关于缺省值被改变）的 IDNs 的
一个列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rameters, Basics"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1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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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4, C1400 命令获得标记位置

P-0-0014, C1400 ，命令获得标记位置 命令被用来检验一个增量测量系统
的参考标记是否被正确的承认了。如果一个增量测量系统是可用的，并且
该命令已经被激活，一旦参考标记已经被检测到，并且该命令被信号告知
已经完成的话，测量系统的实际位置值被存储在 S-0-0173，标记位置 A
参数中。

如果有 2 个测量系统可以被用到，S-0-0147, 回零参数 中的比特位 3 对被
使用到的测量系统作出决定。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etecting Marker Posi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14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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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8, 磁极对数量/磁极对距离

下面的设定可以被构成使服从 P-0-4014,电机类型 参数的比特位 9:

• 对于旋转电机，磁极对数量

• 对于直线电机，磁极对距离

注释:

写入正确的值到该参数:

• 对于 MHD, MKD, MKE, 在初始试车时自动地写入。

• 对于 2AD, ADF, 直线和旋转无壳电机，使用 DriveTop 试运
行工具，通过载入电机参数而写入。

• 对于其它电机，根据生产商的说明书手动的输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Mechanical Axis System, Measuring Systems"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1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Polpaare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var. 3

MPD: 1 / var. 3

MPH: 1 / va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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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9, 初始位置值

对于不回零的驱动 (S-0-0403 = 0x0)，电机编码器 (S-0-0051) 的实际位置
值，如果可用，选择性编码器 (S-0-0053) 的实际位置值在初始化过程中
（过渡命令通讯 phase 3 到 4）被设定成 P-0-0019 的值。

注释:  P-0-0019 的缺省值是零。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1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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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20, 示波器: 操作模式

根据参数 P-0-0020, 示波器: 操作模式 的内容，激活特殊功能，诸如为多轴
设备的装置示波器，是有可能的。

注释: 只有当一个设备的所有示波器功能已经被激活时，该参数才能被
改变 (也可参阅 P-0-0028, 示波器: 控制字)。

装置示波器
0: 轴示波器

(一个对应一个装置的每一个轴的
独立的示波器)

1: 装置示波器
(一个对应一个装置的所有轴的
公有的示波器)

Fig. 3-3: P-0-0020, 示波器: 操作模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2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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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21, 示波器: 测量值 1 的列表

示波器功能的通道 1 的测量值被按照时间发生顺序排列在参数 P-0-0021,
示波器: 测量值 1 的列表 中。最早的测量值是测量值列表的第一个元素。

已纪录信号是一个被输入在 P-0-0023, 示波器: 信号选择 1 中的 IDN 的
内容识别的一个信号。

注释: 属性，单位等自动的适应这个选择信号。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2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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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22, 示波器: 测量值 2 的列表

示波器功能的通道 2 的测量值被按照时间发生顺序排列在参数 P-0-0022,
示波器: 测量值 2 的列表 中。最早的测量值是测量值列表的第一个元素。

已纪录信号是一个被输入在 P-0-0024, 示波器: 信号选择 2 中的 IDN 的
内容识别的一个信号。

注释: 属性，单位等自动的适应这个选择信号。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2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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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23, 示波器: 信号选择 1

输入到 P-0-0023, 示波器: 信号选择 1 的 IDN 定义了将被通道 1 纪录的
信号。

只有包含在列表 P-0-0149, 示波器：信号选择列表 中的 IDNs 是被允许的。

注释: 测量通道通过输入 "0" 或 "S-0-0000" 被使无效。

当纪录结束，被纪录的值被包含在了参数 P-0-0021, 示波器：测量值 1 的
列表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2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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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24, 示波器: 信号选择 2

输入到 P-0-0024, 示波器: 信号选择 2 的 IDN 定义了将被通道 2 纪录的
信号。

只有包含在列表 P-0-0149, 示波器：信号选择列表 中的 IDNs 是被允许的。

注释: 测量通道通过输入 "0" 或 "S-0-0000" 被使无效。

当纪录结束，被纪录的值被包含在了参数 P-0-0022, 示波器：测量值 2 的
列表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2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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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25, 示波器: 触发设置

由于触发信号用显示格式“二进制”和“十六进制”，根据参数 P-0-0025,
触发设置 的内容，在比较之前，在触发信号和触发极限之上输入一个附加
的触发设置是有可能的。该参数在触发信号的所有其它的显示格式上不起
作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2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xFFFFFFFF

MPD: --- / --- 0xFFFFFFFF

MPH: --- / --- 0xFFFF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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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26, 示波器: 触发信号选择

参数 P-0-0026, 示波器: 触发信号选择 为触发单元作出决定，该触发单元
和来自 P-0-0149, 示波器：信号选择列表 触发等级 (P-0-0027) 的信号作
比较。

注释: 一个触发信号的选择 (比较 P-0-0026) 同时也为 P-0-0027, 触发
等级 确定了单位和格式。

 

在纪录 (P-0-0036, Bit 2 � 1) 的一开始，触发错误比特 (P-0-0037, bit 7)
随后在状态字中被设定。

该参数只有当示波器已经失效时才可以被改变(也可见 P-0-0028, 示波器：
控制字)。

注释: 当 S-0-0000 被调整成 IDN，触发功能不会起作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2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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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27, 示波器: 触发电平

参数 P-0-0027, 示波器: 触发电平 是为了触发功能的比较值。

根据选择的触发边缘 (P-0-0030)，对应“内部触发”(P-0-0037, 比特 2) 的
比特在触发条件被达到的时候被设定。

在此之前，状态字 (P-0-0029) 中的比特位 8 比特位 9 指明了被选择的触发
源的值是否在触发电平之上或之下，或者该值是否符合触发电平。

注释: 该参数只有在纪录已经开始时才能被改变（也可参阅 P-0-0028,
示波器: 控制字）根据 P-0-0026, 示波器：触发信号选择 中选
择的 IDN ，属性和单位适应选择的信号。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2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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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28, 示波器: 控制字

参数 P-0-0028, 示波器: 控制字 包含了（除了操作模式）针对示波器的所有
设定。这些设定包含了关于触发偏置测量的选择和示波器的激活（开始/关
闭）。

纪录的开始
0: 纪录是停止的
1: 纪录是开始的

触发的类型
0: 内部触发 (没有偏置测量)

1: 外部出发 (带有偏置测量)

Fig. 3-4: P-0-0028, 示波器: 控制字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2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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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29, 示波器: 状态字

参数 P-0-0029, 示波器: 状态字 显示了示波器功能的当前状态。

Bit 0: 纪录的开始
0: 纪录根据 P-0-0028, 比特 0 停止或完成。
1: 纪录根据 P-0-0028, 比特 0 开始。一些示波器参数的变化
被锁定。

Bit 1: 出发开始
0: 出发功能完成。
1: 触发功能开始。内部出发还没有解除。
比较继续运行。

Bit 2: 内部触发
0: 内部触发未被解除。
1: 内部触发解除。比较成功完成。

Bit 3: 触发功能完成
1: 当通过外部触发信号触发时 (P-0-0028, bit1 = 1) ，
一个外部触发信号被探测到。
当通过内部源触发时，只有该比特位和比特位 2 一起被设定。

Bit 4: 延迟功能完成
0: 延迟功能仍然起作用
1: 延迟功能完成。新的测量值可以被读取。
read. Bit 0 被清除。

Bit 7: 触发错误
0: 在纪录的开始触发功能被正确的初始化
(P-0- 0028, bit0 Ñ)
1: 在纪录的开始触发功能没有被正确的初始化
(P-0-0028, bit0 Ñ)。也就是说，不正确的触发源 (P-0-0026).
触发功能因此不能被执行。

Bit 8,9: 状况触发信号
（比较知识在激活触发功能和单元内部出发比特位 2 被达到时发生）

00:  没有比较
01:  触发信号 > 触发极限 (P-0-0027)
10:  触发信号 < 触发极限 (P-0-0027)
11:  触发信号 = 触发极限 (P-0-0027)

Fig. 3-5: P-0-0029, 示波器: 状态字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0028, Oscilloscope: control word"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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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2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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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30, 示波器: 触发边缘

参数 P-0-0030, 示波器: 触发边缘 定义了一个边缘，在该边缘“内部触发
器”(P-0-0029, bit 2) 被触发。此外，检查触发电平和触发源是可能的。

联合一些条件 (例如 ��) 是可能的。

当纪录已经开始时，参数也可以被改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0028, 示波器: 控制字). 这无论如何可以偶然地引起
“内部触发器”被触发。

bit 0: 上升沿触发
1: 内部触发器在上升沿被触发

bit 1: 下降沿触发
1: 内部触发器在下降沿被触发

bit 2: 触发同等
1: 内部触发器在触发等级和触发源

的值相等时被触发。

Fig. 3-6: P-0-0030, 示波器: 触发边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3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4 3

MPD: 1 / 4 3

MPH: 1 /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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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31, 示波器: 时间分辨率

示波器功能的时间分辨率 (也就是说采样率) 可以被参数 P-0-0031, 示波器：
时间分辨率 定义。
作为一个最大值（ = 最高的采样率），信号可以被纪录在位置循环时钟内
(高级型: 250 µs, 基本型: 500 µs).

下列将应用于 P-0-0031 的参数:

•      P-0-0031 的输入范围因此取决于硬件和使用的固化软件(或者P-0-0556
中设定的性能)。

• 当新值被输入时，它们会自动地被最小值的倍数替代。

注释: 该参数只有在示波器已经被解除时才可以被改变（也可参阅
P-0-0028, 示波器: 控制字）。

.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3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u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250 / 100000 500

MPD: 250 / 100000 500

MPH: 250 / 1000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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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32, 示波器: 存储器的尺寸

存储器的尺寸定义了每次测量时被纪录的测量值的数量。一个 8192 测量值
的最大值可以被纪录每一个通道。依靠存储器尺寸和时间分辨率，你可以
纪录时间。最小纪录持续时间是位置时钟。

总的说来, 下列项适用:

[µs]       纪录时间 = 时间分辨率 • 存储器的尺寸

通过存储器的尺寸，主设备可以调整测量值的列表的大小到它需要的
(例如，可用的存储器)。该参数只有在示波器已经被解除时才可以被改变
(也可参阅 P-0-0028, 示波器: 控制字)。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3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8192 4096

MPD: 1 / 8192 4096

MPH: 1 / 8192 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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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33, 示波器: 触发事件后的测量值的数量

参数 P-0-0033, 示波器: 触发事件后的测量值的数量 决定了在触发事件
(P-0-0029, bit 3 = 1) 已经发生之后(延迟功能)仍然将被纪录的测量值的
数量。

在这些测量值已经被纪录以后，比特位“延迟功能完成”(P-0-0029, 比特 4)
在 P-0-0029, 示波器: 状态字 中被设定。整个纪录随后被完成，并且测量
值列表可以被读取。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3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8192 0

MPD: 0 / 8192 0

MPH: 0 / 819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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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34, 位置命令附加的实际值

该参数在一个没有外部位置控制环的同步模式中，为同步被用来作为开始
值。

它包含了 P-0-0753, 实际值循环中的位置实际值 和生成于主轴位置的同步
位置命令值之间的差异。

在模数缩放比例的情况下，参数化的实际值循环被用来当作为 P-0-0034 的
模数范围。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3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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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35, 示波器: 控制偏置

通过选择“出发偏置测量”(P-0-0028, bit 1 = 1)，参数 P-0-0035, 示波器：
控制偏置 包含了纪录在“内部触发器”(P-0-0029, bit 2) 的发生和“为触发
偏置测量的外部触发器”(P-0-0029, bit 2) 的发生之间的测量值。

该参数指出了两个触发源之间的偏置，并且可以通过主设备被用来同步几
个驱动器的测量值的列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0028, Oscilloscope: control word"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3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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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36, 示波器: 外部触发信号

参数 P-0-0036, 示波器: 外部触发信号 是一个实时控制比特参数，并且
可以同时在接口的实时通道上和作为硬件输入被参数化。

Bit 0: 外部触发信号
0: 外部触发信号 = Low
1: 外部触发信号 = High

Fig. 3-7: P-0-0036, 示波器: 外部触发信号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0028, Oscilloscope: control word"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3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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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37, 示波器: 内部触发信号

参数 P-0-0037, 示波器: 内部触发信号 包含了内部触发器的状态。它是一个
实时状态比特有能力的参数，并且可以同时在接口的实时通道上和作为硬件
输入被参数化。

内部触发
0: 内部触发器还没有被触发。

比较仍然激活。
1: 内部触发器触发。

比较成功完成。

Fig. 3-8: P-0-0037: 示波器: 内部触发信号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3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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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38, 扭矩生成电流, 命令值

为扭矩部分或电流命令值的扭矩生成部分显示参数。

速度循环生成扭矩或扭力命令值，这些后来通过 P-0-0051, 扭矩/扭力常量
被转换成了扭矩生成电流命令值。

该值因此在速度环循环时间内 (250 µs/125 µs 控制器性能) 被校正。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orque/Force Control"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3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A eff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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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39, 感应生成电流, 命令值

为在电机中产生磁流量的电流命令值部分显示参数。感应生成电流是在位
置环循环时间内作用的流量环的输出。

对于异步电机，感应生成电流名义上符合 P-0-4004, 磁化电流。和该值不
同，感应生成的电流命令值被减少，如果：

• 小于 100% 的 P-0-0532, 预磁化因数 被选择，同时电机是无负载操作。

• 电机被操作在场弱化范围内。

同步电机不需要感应生成电流。场弱化操作是一个例外。在这种情况下，
控制器生成一个反向感应生成电流，用来弱化该磁场！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3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A eff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var. / 0,000 ---

MPD: var. / 0,000 ---

MPH: var. / 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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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40, 速度前馈赋值

依靠可以通过 P-0-0040, 速度前馈赋值 被自由设置的速度前馈，为一个
在持续速度上想得到的百分比值设定延迟误差是有可能的。
最小值 (理想地 = 0) 是在100% 。前馈的程度可以被设定在范围 0%...120%
之间。

注释: 激活延迟操作 (比较 S-0-0032, S-0-0033, S-0-0034, S-0-0035)
造成了一个前馈值，这个前馈值是从位置命令值(=速度命令值)
加上位置控制器输出的速度命令值后得到的。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4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 / 120,00 100,00

MPD: 0,00 / 120,00 100,00

MPH: 0,00 / 12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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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41, 位置命令平均值过滤器时间常数

该参数允许用一个运动平均过滤器过滤位置命令值。这允许平滑位置命令
值曲线，并且降低加速度和急进。有效的过滤器顺序(1..64)被显示在
P-0-0042, 当前位置命令平均值过滤器顺序 中。

过滤器顺序的设定关于激活的操作模式是不同的：

• 循环位置控制
过滤器顺序可以根据 P-0-0041, 位置命令平均值过滤器时间常数 的内容，
在 1...64  的范围内被随意的设置。

注释: 过滤在 NC 时钟 内被完成。这允许过滤时间达到 64*NC 时钟。

• 插补操作模式 (例如，驱动器内部插补)
过滤器顺序根据参数化的加速度(例如 S-0-0260)和相应各个操作模式
的急进(例如 S-0-0193)被计算出。

注释: 过滤在 位置控制器时钟 内被完成。这允许过滤时间达到
64*位置控制器时钟。

在该过滤器类型和恒定输入值的情况下，输出一直是：

∆Y
X

M
=

这意味着过滤器输出，在恒定输入值下，以线性方式增长，并且在时间
t=M.TA 后在过滤器输出，达到它的最终值。

注释: 这个过滤器类型因此不会显示平常的 VZ1 和 VZ2 过滤器的典型
的“蠕变行为”(过滤器根据一个 e-function 增长和减少！) 。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 Control with Cyclic Command Value Input"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41 - 属性
属性: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u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var. 0

MPD: 0 / var. 0

MPH: 0 / var. 0

关于过滤器属性的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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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42, 当前位置命令平均值过滤器顺序

该参数显示了设计成一个运动平均过滤器 (比较 P-0-0041)的位置命令值
的现行的（当前的）过滤器顺序。

过滤器顺序的设定关于现行的操作模式是不同的:

• 循环位置控制
过滤器顺序可以根据 P-0-0041, 位置命令平均值过滤器时间常数 的内容，
在 1...64  的范围内被随意的设置。

• 插补操作模式 (例如，驱动器内部插补)
过滤器顺序根据参数化的加速度(例如 S-0-0260)和相应各个操作模式
的急进(例如 S-0-0193)被计算出。

注释: 为了标记过滤器的优先级，请看参数 P-0-0041, 位置命令平均值
过滤器时间常数 的描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 Control with Cyclic Command Value Input"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4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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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43, 扭矩生成电流, 实际值

为测量到的实际电流值的扭矩生成部分显示参数。该值伴随电流环循环时间
被校正。

注释: 三相交流电机的相电流被测量。因而发生的总电流的扭矩生成部
分在内部被计算出并且依靠该参数被显示出。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4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A eff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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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44, 感应生成电流, 实际值

为在电机中生成磁通量的测量到的实际电流值的内容现实参数。该值伴随
电流环循环时间被校正。

注释: 三相交流电机的相电流被测量。因而发生的总电流的扭矩生成部
分在内部被计算出并且依靠该参数被显示出。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4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A eff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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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45, 电流控制器的控制字

该参数允许影响电流环的行为。

bit 0: 场弱化
0: 没有激活

1: 当速度将达到大于最大可能的
控制器输出电压时被激活。

bit 12: 延迟保护环的开环使能

0: 关闭

1: 使能

bit 13: 开环选择 U/f 特性

0: 线性

1: 方波

bit 15, 14: 电机控制的类型
00: 带电机编码器的电流控制

01: 开环 U/f 控制

10: 保留的不带编码器的电流
控制

11: 联合不允许

bit 9,8: 速度搜寻模式的开环使能

X0: 搜寻模式关闭

01: 搜寻模式在驱动器使能后 ("AF")
11: 搜寻模式在 "AF" 后, 双向的

bit 1: 电压的利用
0: 在一个电压范围内被利用。

在该范围内，正弦相位电压被
保证。

1: 全部电压范围的应用。
在电压限制上没有更多的正弦
相位电压！

bit 2: 异步电机的磁化
( P-0-0532 的操作原理)

0: 依靠负载

1: 与负载无关（受控的）

bit 6: 为流量生成电流手工命令值
的输入

0: 不能

1: 能

Fig. 3-9: 电流控制器的控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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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4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yes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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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46, 电流控制器的状态字

这个参数现实了影响电流环校正行为的状态。

 P-0-0046, 电流控制器的状态字

bit 0: 内部驱动使能激活?
 0: 否

1: 是

bit 1: 实际电流的绝对值
> 1.2* 允许输出电流?
0: 否
1: 是

bit 3: 电流环中的电压限制激活?

0: 否
1: 是

bit 2: 直流总线过压?
0: 否
1: 是

bit 4: 闭环
综合输出，位置限制中的流量
生成部分?
0: 否
1: 是

bit 5: 闭环
综合输出，反向限制中的流量
生成部分?
0: 否
1: 是

bit 6: 闭环
综合输出，正向限制中的扭矩/扭力
生成部分?
0: 否
1: 是

bit 7: 闭环
综合输出，反向限制中的扭矩/扭力
生成部分?
0: 否
1: 是

bit 13: 闭环电流限制环激活?

0: 没激活
1: 激活

bit 12: 闭环延迟保护环激活?
0: 没激活
1: 激活

bit 14: 闭环搜寻模式激活?
0: 没激活
1: 激活

Fig. 3-10: 电流环状态字的各个比特位

电流环状态字可以在 AT 中被配置。这样允许分配状态讯息到一个数字输出
或根据更高级别的控制单元进行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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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 11:

闭环

流量生成部分的积分器的检测已经检测到一个错误
(F8023 编码器或电机连接的错误机械连接)

0 = 否 , 1 = 是

注释: 该比特至少显示 8 ms

Bit 20:

异步电机的场弱化

对应流量生成电压的电压环部分被激活

0 = 否 , 1 = 是

Bit 21:

同步电机的场弱化

由扭矩/扭力决定的扭矩生成电压的减小被激活

0 = 否 , 1 = 是

Bit 22:

同步电机的场弱化

电压环增益已经以速度决定的形式被减小了

0 = 否 , 1 = 是

Bit 23:

以勉强扭矩的同步电机

流量生成电流的前馈被对应扭矩生成电压的电压环部分的输出更消极。

0 = no , 1 = yes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4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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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47, 位置命令值控制

出于诊断目的，直接来自控制单元的位置命令值可以通过该参数被读取！

在 位置控制 模式中，控制单元在它的插补循环时间的时钟内将循环位置
命令值写到  S-0-0047, 位置命令值 中。

注释: 控制单元的插补循环时间可以是通讯周期时间的倍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 Control with Cyclic Command Value Input"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4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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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48, 有效的速度命令值

依靠该参数，在速度控制器的求和点上显示速度命令值是有可能的。

注释: 在求和点，实际速度值被从有效的速度命令值中减去。这样的计
算结果（控制差别）是速度控制器的输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Loop"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4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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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49, 有效的扭矩/扭力命令值

该参数允许在通过所有扭矩/扭力限制之后现实扭矩/扭力命令值。

通过和扭矩/扭力常数 (P-0-0051) 相乘，该值被转变成有效的电流命令值，
并传送到电流控制器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Loop"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orque/Force Control"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4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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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51, 扭矩/扭力 常数

该扭矩/扭力常数指出了电机扭矩/扭力和关联的电机扭矩生成电流之间的
关系，如果电机没有处于场弱化的范围内的话。

如果电机处于场弱化的范围之内的话，实际有效的扭矩/扭力常数根据
速度/周转率减小。然而，这个参数中的值保持不变（和不带场弱化的操作
相关）。

注释:

写正确的值到该参数中:

• 对于 MHD, MKD, MKE, 在初始化试运行时自动的写。

• 对于 2AD, ADF, 直线和旋转无壳电机，通过在 DriveTop
试运行工具中载入电机的参数。

• 对于其它电机，根据生产商规格说明书手动的输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orque/Force Control"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Mechanical Axis System, Measuring Systems"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5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Nm/A eff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1 / 1000,00 1,00

MPD: 0,01 / 1000,00 1,00

MPH: 0,01 / 1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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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52, 测量编码器的实际位置值

该参数显示了在测量齿轮输出时测量编码器的当前位置。初始设定
测量编码器的类型发生。

一些测量编码器的实际位置值还没有被回零 (P-0-0331, 测量编码器的状态
比特 0=0)，由于所有的这些测量编码器，测量编码器的内部实际位置在进
行到 phase 4 时被设成零这样的事实被应用。

参数 P-0-0052 通过将测量编码器的内部实际位置值加上测量编码器的实际
位置值偏置  (P-0-0087) 被生成。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52 - 属性
硬件: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Incr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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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53, 主导轴位置

主导轴位置

• 在驱动器内根据评价主导轴编码器被确定（带实际主导轴的操作）或者

• 在等距的时间间隔内被控制单元循环的输入（虚拟主导轴）。

在以下的操作模式中。此参数被用作对于驱动器的命令值：

•  速度同步

•  相位同步

• 电子凸轮轴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53 - 属性
格式: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Incr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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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54, 附加的主导轴位置

依靠该参数，加上一个附加的主导轴位置到 P-0-0053, 主导轴位置 或 P-0-0052,
测量编码器的实际位置值。

P-0-0054 的一个变化在带虚拟主导轴的同步操作模式的情况下在一个 NC 周
期内被传输。在带实际主导轴的同步操作模式的情况下，这发生在一个控制
器周期中（基本性能： 500 us ；高级性能： 250 us）。

注释: P-0-0054, 附加的主导轴位置 的最小/最大值对应于主轴周期
(P-0-0750 * 220

 )。

例外:
当参数 P-0-0750, 每个主导轴周期主轴的分辨率 等于零时，对应
参数 P-0-0054 的作为结果的最大值是 (231 - 1) 增量，并且最小
值是 - 231

 增量。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5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Incr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极端值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var. / var. 0

MPD: var. / var. 0

MPH: var. / var.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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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55, 返回距离

在出错的情况下，根据“最佳的可能减速度”参数，设置“返回”错误反
应是有可能的。在考虑过可调整返回速度和返回加速度，并遵守位置限制
值后，驱动器为返回距离生成一个位置命令值曲线。

返回距离被输入参数 P-0-0055 中。一个正向返回距离会引起关于被选择
坐标系的正向运动。

P-0-0055,返回距离 参数可以在循环报文 (MDT) 中被传输。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turn Mo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5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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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56, 返回速度

在出错的情况下，根据“最佳的可能减速度”参数，设置“返回”错误反
应是有可能的。在考虑过可调整返回速度和返回加速度，并遵守位置限制
值后，驱动器为返回距离生成一个位置命令值曲线。

返回速度被输入到参数 P-0-0056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turn Mo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5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

MPD: 100000

MPH: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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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57, 返回加速度

在出错的情况下，根据“最佳的可能减速度”参数，设置“返回”错误反
应是有可能的。在考虑过可调整返回速度和返回加速度，并遵守位置限制
值后，驱动器为返回距离生成一个位置命令值曲线。

返回加速度被输入到参数 P-0-0057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turn Mo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5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0

MPD: 1000000

MPH: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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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58, 返回急进

在出错的情况下，根据“最佳的可能减速度”参数，设置“返回”错误反
应是有可能的。在考虑过可调整返回速度和返回加速度，并遵守位置限制
值后，驱动器为返回距离生成一个位置命令值曲线。

此外，位置命令值可以被一个位置命令值平均过滤器变平滑。

返回急进被输入参数 P-0-0058 中。它影响位置命令值平均过滤器的效果。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turn Mo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5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0

MPD: 1000000

MPH: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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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60, 滤波时间常数,附加位置命令

当参数 P-0-0155, 同步模式 已经被设定，动态同步在绝对同步或相对同步
已经被第一次达到之后被关闭。

S-0-0048, 附加位置命令值 的变化被一个第一顺序过滤器变平滑了。过滤
器的时间常数以该参数被设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ynamic Synchronization with Synchronous Position
Control Mod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60 - 属性
格式: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 / 655,35 0,00

MPD: 0,00 / 655,35 0,00

MPH: 0,00 / 655,3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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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61, 轮廓开始的角度偏置

到凸轮轴的访问根据和主导轴位置比较的这个角度在反方向被偏置。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6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Deg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0 / 359,9999 0,0000

MPD: 0,0000 / 359,9999 0,0000

MPH: 0,0000 / 359,9999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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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63, 扭矩生成电压, 实际值

通过电流环为电压输出的扭矩生成部分显示参数。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6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V eff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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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64, 感应生成电压, 实际值

通过电流环，为电压输出的感应生成部分显示参数。该值伴随电流环循环
时间被校正。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6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V eff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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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65, 绝对电压值, 实际值

通过由电压部分Ud和Uq组成的电流环，该参数显示电压输出的绝对值。

注释: 该显示的电压值符合在电机终端可用的测量值（导线参考）
该值伴随电流环循环时间被校正。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Control"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6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V eff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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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71, C3100 重新计算实际值周期

通过命令 C1300 ，依靠参数 P-0-0155, 同步模式 的比特位 4，在 phase 4
阶段重新计算实际值周期是有可能的。

在命令被完成后，开始命令 "C0300 命令设定绝对测量" (P-0-0012) 用以
初始化实际位置值是有必要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71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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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72, 凸轮轴曲线1

包含了一个带针对凸轮轴曲线的标号(ϕ)数据点的表格。数据点的数量可以是
8, 16, 32, 64, 128, 256, 512 和 1024。这些值总是被映射在一个主轴的
旋转中( 360

。
)。

数据点 dϕ 之间的距离由元素的数量产生:

例如: 1024 数据点

dϕ = 360° / 1024 = 0.35°

表格中的第一个元素是对应 ϕ = 0° 的数据点。表格中的最后一个元素是对应
 ϕ = 360° - dϕ 的数据点。

索引
凸轮轴

增量

角度0° 90° 180° 270° 360°-0,35°

百分比 %

100°

线性凸轮轴曲线

0

0

524288262144 786432 1048575-x

256 512 768 1023

主轴 主轴位置  转化为
内部主轴位置

限于一个主轴
旋转

内部主轴位置

用格式
2^20 -> 360°

凸轮轴曲线的索引是由
内部主轴位置产生的

Fig. 3-11: 一个线性凸轮轴曲线的例子

凸轮轴曲线的实际值是百分比值。

它们可以在 -799.999999% 和 799.999999% 之间。

一个 100% 的值导致了一个对应实际凸轮轴距离 (P-0-0093 或 P-0-0073) 
的距离。从轴的距离依靠以该方式决定的位置被确定。

也可参阅针对操作模式的功能描述 "Electronic Cam Shaft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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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7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799,999999 / 799,999999 ---

MPD: -799,999999 / 799,999999 ---

MPH: -799,999999 / 799,999999 ---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61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0073, 凸轮轴距离 2

凸轮轴距离 2 在比特位 bit 5 = 1 在参数 P-0-0088, 针对同步操作模式的
控制字 中被设定时被使用。如果新凸轮轴的值很老凸轮轴的值之间的差值
是负的话，凸轮轴的曲线被乘上凸轮轴距离 2 (应用: 计时的拖滚动)。

也可参阅针对操作模式的功能描述 "Electronic Cam Shaft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7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360,0000

MPD: 360,0000

MPH: 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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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74, 编码器类型 1 (电机编码器)

在该参数中，控制器被告知哪一个编码器类型被评估成一个电机编码器。

允许作为高级，普通通用双轴，和普通通用单轴的电机编码器：

P-0-0074 使用的电机编码器

0 不带编码器的操作 ("开环" 操作)

1 MHD, 2AD, ADF 电机的电机编码器或 GDS/GDM 编码器

2 用正弦信号的增量编码器
(信号规范和海德汉兼容)

3 MKD, MKE 电机的电机编码器

4 MSK 电机的电机编码器 (motor type code field "encoder" =
S1 or M1), 用 Hyperface 接口的编码器

1)

5 用方波信号的增量编码器
(信号规范和海德汉兼容)

6 MSK 电机的电机编码器
(motor type code field "encoder" = S2 or M2)

8 带来自海德汉 EnDat2.1 接口的编码器

10 不带数据存储器的旋转编码器

12 组合编码器: 用方波信号的增量编码器（信号规范和海德汉兼容）
和 "Hall sensor box SHL01.1" (信号规范和BRC兼容)

14 组合编码器: 用正弦信号的增量编码器（信号规范和海德汉兼容）
和 "Hall sensor box SHL01.1" (信号规范和BRC兼容)

1) 只有使用博世力士乐发出的海德汉编码器才是可能的，参见
"FAQHyperfaceGeberAnIndraDriveV1"

Fig. 3-12: 电机编码器对 P-0-0074 的值的分配

注释: 对于基本通用型单轴装置，如果电机编码器 (P-0-0077) 被连接
在控制部分接口上的话

•  "选项 1", 只有列在BASIC SERCOS / BASIC PROFIBUS /
BASIC ANALOG 中的电机编码器才可以被使用！

• "选项 2", 列在 BASIC SERCOS / BASIC PROFIBUS / 
BASIC ANALOG 中的电机编码器不能被使用！

BASIC SERCOS / BASIC PROFIBUS / BASIC ANALOG

P-0-0074 使用的电机编码器

0 不带编码器的操作 ("open-loop" 操作)

4 MSK 电机的电机编码器 (motor type code field "encoder" =
S1 or M1), encoder with Hyperface interface1)

6 MSK 电机的电机编码器
(motor type code field "encoder" = S2 or M2)

Fig. 3-13: 电机编码器到 P-0-0074 的值的分配

注释:     为电机编码器（包括联合编码器）的编码器输入被决定在
P-0-0077, 分配电机编码器->可选择的插槽！

编码器输入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63

DOK-INDRV*-GEN-**VRS**-PA01-EN-P

注释:

• 对于 BRC 的有壳电机 (MHD, MKD, MKE, MSK)，正确的
值被自动地写到该参数！

• 对于旋转和线性的无壳电机还有第三方电机，该参数必须被
手动的输入！

不要把用方波信号的增量编码器当作电机编码器！坏的驱动特性会预期
出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Mechanical Axis System, Measuring Systems"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7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4 4

MPD: 0 / 14 1

MPH: 0 / 14 1

电机依靠

关注用方波信号的电机编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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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75, 编码器类型 2 (选择性编码器)

在该参数中，控制器被告知哪一个编码器类型被评估成一个选择性（外部）
编码器。

允许作为高级，普通通用双轴，和普通通用单轴的电机编码器：

P-0-0075 使用的选择性 (外部) 编码器

0 没有编码器

1 博世力士乐的 GDS/GDM 编码器

2 用正弦信号的增量编码器
(信号规范和海德汉兼容)

3 带数据存储器的旋转编码器

4 用 Hyperface 接口的编码器

5 用方波信号的增量编码器
(信号规范和海德汉兼容)

6 MSK 电机的电机编码器
(motor type code field "encoder" = S2 or M2)

8 来自海德汉的 EnDat 接口的编码器

10 不带数据存储器的旋转编码器

Fig. 3-14: 电机编码器对 P-0-0075 的值的分配

注释: 对于基本通用型单轴装置，如果电机编码器 (P-0-0078) 被连接
在控制部分接口上的话

•  "选项 1", 只有列在 BASIC SERCOS / BASIC PROFIBUS /
BASIC ANALOG 中的电机编码器才可以被使用！

• "选项 2", 列在 BASIC SERCOS / BASIC PROFIBUS / 
BASIC ANALOG 中的电机编码器不能被使用！

BASIC SERCOS / BASIC PROFIBUS / BASIC ANALOG

P-0-0075 Optional (ext.) encoder used

0 没有编码器

4 用 Hyperface 接口的编码器

6 MSK 电机的电机编码器
(motor type code field "encoder" = S2 or M2)

Fig. 3-15: 电机编码器对 P-0-0075 的值的分配

注释:    为外部编码器的编码器输入被决定在 P-0-0078, 分配选择性编码
器 -> 可选择的插槽！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Mechanical Axis System, Measuring Systems"

编码器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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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7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0 0

MPD: 0 / 10 0

MPH: 0 /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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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76, 编码器类型 3 (测量编码器)

在该参数中，控制器被告知哪一个编码器类型被评估成一个测量编码器。

允许作为高级，普通通用双轴，和普通通用单轴的电机编码器：

P-0-0076 使用的测量编码器

0 没有编码器

1 GDS/GDM 编码器

2 用正弦信号的增量编码器
(信号规范和海德汉兼容)

4 用 Hyperface 接口的编码器，
 MSK 电机的电机编码器 (encoder option S1, M1)

5 用方波信号的增量编码器
(信号规范和海德汉兼容)

6 MSK 电机的电机编码器
(motor type code field "encoder" = S2 or M2)

8 用来自海德汉的 EnDat 接口的编码器
Fig. 3-16: 电机编码器对 P-0-0076 的值的分配

注释: 对于基本通用单轴装置，在选项 1 已经为连接测量编码器
(P-0-0079) 被选中的时候，只有列在 BASIC SERCOS / BASIC
PROFIBUS / BASIC ANALOG 中的测量编码器可以被使用！

BASIC SERCOS / BASIC PROFIBUS / BASIC ANALOG:
P-0-0076 使用的测量编码器

0 没有编码器

4 用 Hyperface 接口的编码器，
 MSK 电机的电机编码器 (encoder option S1, M1)

6 MSK 电机的电机编码器
(motor type code field "encoder" = S2 or M2)

Fig. 3-17: 电机编码器对 P-0-0076 的值的分配

注释: 为测量编码器的编码器输入被决定在 P-0-0079, 分配测量编码
器 -> 可选择的插槽！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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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7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8 0

MPD: 0 / 8 0

MPH: 0 /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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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77, 分配电机编码器->选择性插槽

该参数决定了哪个接口为电机编码器连接被指定。

ADVANCED

P-0-0077 针对电机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0 无

1 X4 (选项 1)

2 X8 (选项 2)

3 X10 (选项 3)
Fig. 3-18: 决定针对电机编码器的接口

BASIC UNIVERSAL 双轴

P-0-0077 针对电机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0 无 -> 对于所有轴

1 X4.1 (选项 1) 只针对轴 1

2 X4.2 (选项 2) 只针对轴 2

3 X8.1 (选项 3) 只针对轴 1

4 X8.2 (选项 4) 只针对轴 2
Fig. 3-19: 决定针对电机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BASIC UNIVERSAL 单轴

P-0-0077 针对电机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0 X8 (选项 1)

1 X4 (选项 2)
Fig. 3-20: 决定针对电机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BASIC SERCOS / BASIC PROFIBUS / BASIC ANALOG

P-0-0077 针对电机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0 X8 (选项 1)
Fig. 3-21: 决定针对电机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注释:

•  在参数 P-0-0074, 编码器类型 1 (电机编码器) 中，控制器被
告知哪一个编码器类型会被评估成电机编码器。适当的编码器
输入可以被从控制部分的文件中取走(“工程计划手册”)！

• 通过电路板辨认参数 "P-0-1506" (选项 1), "P-0-1507"
(选项 2), "P-0-1508" (选项 3), "P-0-1512" (选项 4)或者
依靠控制部分的类型名称，核对接口设备！

接口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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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对于带编码器存储器的电机 (MHD, MKD, MKE, MSK)，
该参数被自动地正确的设定！

•   对于那些没有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电机 (2AD, ADF, 旋转和
直线、无壳电机 ), 该参数必须被手动的输入！

• 联合编码器  (对于直线 BRC 无壳电机) 只能和 ADVANCED
或 BASIC UNIVERSAL 双轴装置一起使用！下列值对
P-0-0077 是必需的:

• "1" 对 ADVANCED 装置。 
连接增量测量编码系统到 X4 (选项 1 ="EN2")，Hall 感应盒到 X8
(选项 2 = "EN1")。

• "1" 对轴1 同时 "2" 对轴2 针对 BASIC UNIVERSAL 双轴装置。
连接增量测量编码系统到 X4.1 (选项 1 ="EN2")，为轴 1 的 Hall 感应
盒到 X8.1，或者增量测量系统到 X4.2 (选项 2 = "EN2"), 为轴 2
的 Hall 感应盒到 X8.2 (选项 4 = "EN1")。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7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 0

MPD: 0 / 4 0

MPH: 0 / 3 1

电机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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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78, 分配选择性电机编码器 ->可选择插槽

该参数决定了哪一个接口为选择性（外部）编码器被指定。

ADVANCED

P-0-0078 针对外部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0 无

1 X4 (option 1)

2 X8 (option 2)

3 X10 (option 3)
Fig. 3-22: 决定针对外部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BASIC UNIVERSAL 双轴

P-0-0078 针对外部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0 无 -> for both axes

1 X4.1 (option 1) only for axis 1

2 X4.2 (option 2) only for axis 2

3 X8.1 (option 3) only for axis 1

4 X8.2 (option 4) only for axis 2
Fig. 3-23: 决定针对外部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BASIC UNIVERSAL 单轴

P-0-0078 针对外部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0 X8 (选项 1)

1 X4 (选项 2)
Fig. 3-24: 决定针对外部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BASIC SERCOS / BASIC PROFIBUS / BASIC ANALOG

P-0-0078 针对外部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0 X8 (option 1)
Fig. 3-25: 决定针对外部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注释 :

•  在参数 P-0-0075, 编码器类型 2 (外部编码器) 中，控制器被
告知哪一个编码器类型会被评估成外部编码器。适当的编码器
输入可以被从控制部分的文件中取走(“工程计划手册”)！

• 通过电路板辨认参数 "P-0-1506" (选项 1), "P-0-1507"
(选项 2), "P-0-1508" (选项 3), "P-0-1512" (选项 4) 或者
依靠控制部分的类型名称，核对接口设备！

接口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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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7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 0

MPD: 0 / 4 0

MPH: 0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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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79, 分配测量编码器 ->可选择插槽

该参数决定了哪一个接口为测量编码器被指定。

ADVANCED

P-0-0079 针对测量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0 无

1 X4 (选项 1)

2 X8 (选项 2)

3 X10 (选项 3)
Fig. 3-26: 决定针对外部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BASIC UNIVERSAL 双轴

P-0-0079 针对测量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0 无

1 X4.1 (选项 1)

2 X4.2 (选项 2)

3 X8.1 (选项 3)

4 X8.2 (选项 4)
Fig. 3-27: 决定针对外部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BASIC UNIVERSAL 单轴

P-0-0079 针对测量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0 X8 (选项 1)

1 X4 (选项 2)
Fig. 3-28: 决定针对外部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BASIC SERCOS / BASIC PROFIBUS / BASIC ANALOG

P-0-0079 针对测量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0 X8 (选项 1)
Fig. 3-29: 决定针对外部编码器连接的接口

注释:

• 在参数 P-0-0076 中，控制器被告知哪一个编码器类型会被
评估成电机编码器。适当的编码器输入可以被从控制部分的
文件中取走(“工程计划手册”)！

• 通过电路板辨认参数 "P-0-1506" (选项 1), "P-0-1507"
(选项 2), "P-0-1508" (选项 3), "P-0-1512" (选项 4)或者
依靠控制部分的类型名称，核对接口设备！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Mechanical Axis System, Measur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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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7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制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 0

MPD: 0 / 4 0

MPH: 0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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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81, 平行输出 1

可选择的模块 HEA01 的平行输出被映射在参数 P-0-0081, 平行输出 1 中。
依靠该参数，写这个模块的输出的地址因此是有可能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igital Inputs/Out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择的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8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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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82, 平行输入 1

可选择的模块 HEA01 的平行输入被映射在参数 P-0-0082, 平行输入 1 中。
依靠该参数，读这个模块的输入的地址因此是有可能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igital Inputs/Out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择的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8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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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83, 齿轮比例精细调整

电子齿轮的齿轮传输比例被该百分数改变。该值可以在 - 799,999999%

和 799,999999% 之间。

齿轮传输比例 (GR) = 齿轮传输比例 * (1 + P-0-0083)

例子:

P-0-0083 = 100%  -> GR = GR * 2

P-0-0083 = – 100% -> GR = GR * 0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8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799,999999 / 799,999999 0,000000

MPD: -799,999999 / 799,999999 0,000000

MPH: -799,999999 / 799,999999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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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85, 动态角度偏置

通过该参数，根据下面的等式偏置有效的主轴位置是有可能的:

offsetangledyn
factorKv

V
velocityaxismaster

ernal

positionaxismaster
ernal

positionaxismaster
ernaleffective .*

int

intint_ −
+=ϕϕ

例如:

假定: 电子齿轮 1:1 同时精细调节 = 0

主轴速度 = 1000 rpm

动态角度偏置 = 100%

位置环 Kv-系数 (S-0-0104) = 1

incr

revincrrpm

positonaxismaster
ernal

positionaxismaster
ernaleffective

positionaxismaster
ernal

positionaxismaster
ernaleffective

20
intint_

20

intint_

2

1*
min/1000*1

/2*1000

+=

+=

ϕϕ

ϕϕ

在这个例子中，内部主轴位置根据 2^20 incr 被偏置。

下面的曲线举例说明了偏置位置命令值和在 P-0-0085 = 100% 时的实际 
位置值:

ϕMA

x

xact

xcmd

xcmd, offset

xact, offset

Fig. 3-30: 偏置位置命令值和在 P-0-0085 = 100% 时的实际位置值

注释 : 这个功能只有在“凸轮轴”模式中可以被使用。



3-78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8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600 0

MPD: 0 / 600 0

MPH: 0 / 600 0

P-0-0087, 测量编码器的实际位置值偏置

测量编码器的评估导致了一个测量编码器的实际位置值。这个值在一个被
参数 P-0-0765, 以因数为模的测量编码器 确定的范围内。

用参数 P-0-0087, 测量编码器的实际位置值偏置，一个偏置可以被加到实
际值上。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8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Incr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var. / var. 0

MPD: var. / var. 0

MPH: var. / var.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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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88, 针对同步操作模式的控制字

针对“凸轮轴”模式的设定依靠该参数被产生。

参数结构:

bit 0 - 1: 预选性
0 0: 凸轮轴 1 (P-0-0072)
0 1: 凸轮轴 2 (P-0-0092)
1 0: 凸轮轴 3 (P-0-0780)
1 1: 凸轮轴 4 (P-0-0781)

bit 3: 凸轮轴距离开关
0: 凸轮轴在凸轮轴距离开关角度/
凸轮轴曲线开关时开关

1: 立即凸轮轴开关

bit 4: 齿轮开关
0: 变化立即生效
1: 变化和凸轮轴距离开关/凸轮轴
曲线开关一起产生

bit 5: 特别情况: 计时的引出辊
0: 计时的引出辊解除
1: 计时的引出辊激活

bit 6: 为凸轮轴距离和齿轮开关
的参考

0: 为 bit3&4 的参考是凸轮轴距离开关
1: 为 bit3&4 的参考是凸轮轴曲线开关

bit 8: 插补凸轮轴1
0: 直线插补
1: 立方样条插补

bit 9: 插补凸轮轴2
0: 直线插补
1: 立方样条插补

bit 10: 插补凸轮轴3
0: 直线插补
1: 立方样条插补

bit 11: 插补凸轮轴4
0: 直线插补
1: 立方样条插补

Fig. 3-31: P-0-0088, 针对同步操作模式的控制字

• Bit 0/1: 凸轮轴轮廓用 bit 0 和 bit 1 被选择。轮廓值会从该凸轮轴轮
廓中被获得。当操作模式被激活时，在轮廓访问角度超出了 P-0-0094,
凸轮轴开关角度 的时候，驱动器只接受预先的选择。

实际凸轮轴轮廓可以从 P-0-0089, 针对同步操作模式的状态字 中的比
特位 0 和比特位 1 被获取。

• Bit 2: 为将来的固件版本保留

•   Bit 3: 选择针对凸轮轴距离 (P-0-0093) 的新值是否立即或者只是在凸轮
轴距离开关角度被通过时或者还是在凸轮轴轮廓在转换的时候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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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 4: 选择针对电子齿轮 (P-0-0156/P-0-0157) 的新值是否立即或者或
者只是在凸轮轴距离开关角度被通过时，或者在凸轮轴轮廓开关时起
作用。

• Bit 5: 在 bit 5 = 1 时，根据凸轮轴的坡度，在凸轮轴距离 1 (P-0-0093)
和凸轮轴距离 2 (P-0-0073) 之间变化是有可能的。如果凸轮轴轮廓的坡
度是正的话，凸轮轴距离 1 (P-0-0093) 被激活，如果是负的话，凸轮轴
距离 2 (P-0-0073) 被激活。

•    Bit 6: 为延迟的变化接受（凸轮轴距离开关角度或凸轮轴轮廓开关）确定
参考点。

解释比特位互相作用的例子:

Bit6 Bit3 Bit4 意义

0 0 0 一个新的电子齿轮 (P-0-0156/P-0-0157) 立即起作用。
一个新的 P-0-0093, 凸轮轴距离 只是在 P-0-0144, 凸轮轴
开关角度在正向或反向被超越时才会被接受。

0 1 1 P-0-0093, 凸轮轴距离 的一个变化被立即接受，并且因此
成为电子齿轮的一个变化。

也可参阅对操作模式的功能描述 "Electronic Cam Shaft with Virtual Master
Axis"

•  Bits 8, 9, 10, 11: 通过这些比特位，用户可以选择直线精细插补或立方
样条插补是否会在一个凸轮轴的表格值之间发生。（见 P-0-0072, 
P-0-0092, P-0-0780 和 P-0-0781）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8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0xffff 0

MPD: 0 / 0xffff 0

MPH: 0 / 0xffff 0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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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89, 针对同步操作模式的状态字

参数结构:

bit 0/1 : 反馈
0 0: 凸轮轴 1 激活 (P-0-0072)
0 1: 凸轮轴 2 激活 (P-0-0092)
1 0: 凸轮轴 3 激活 (P-0-0780)
1 1: 凸轮轴 4 激活 (P-0-0781)

bit 4: 实际值周期中的实际位置值
的位置状态

0: 没有回零
1: 回零

bit 5: 凸轮轴距离开关的状态

0 : 当前凸轮轴距离值没有被激活
1 : 当前凸轮轴距离值被激活

bit 8: 同步中的同步操作模式

0 : 从轴是非同步的
1 : 从轴是同步的

Fig. 3-32: P-0-0089, 针对同步操作模式的状态字

Bit 0/1: 同这个参数的比特位 0/1 一起，驱动器信号（凸轮轴通过这些信号
画出轮廓）被接受

Bit 2/3: 为将来的固件版本保留

Bit 4:  比特 4 显示了 P-0-0753, 实际值周期中的位置实际值 的位置状态。
如果位置状态等于零，绝对同步可以发生。

Bit 5:  当一个新的凸轮轴距离 1 在 P-0-0093 被参数化的时候，比特 5 被
清除。当新值作为激活凸轮轴距离被接受的时候，比特 5 被设成
"1"。

Bit 6/7: 为将来的固件版本保留

Bit 8: 为了 IndraDrive ，有 8 个参数，在这些参数中，选择操作模式是
可能的:

• S-0-0032, 操作的主模式

• S-0-0033, 第二操作模式 1

• S-0-0034, 第二操作模式 2

• S-0-0035, 第二操作模式 3

• S-0-0284, 第二操作模式 4

• S-0-0285, 第二操作模式 5

• S-0-0286, 第二操作模式 6

• S-0-0287, 第二操作模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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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参数被投票用来查明一个同步操作模式是否已经被设定。如果一个同步
操作模式被发现，它是第一同步操作模式。如果当前的操作模式不是一个
同步操作模式，比特位 8 对应第一同步操作模式。第一同步操作模式在后台
保持运行。

如果一个同步操作模式被激活，比特位 8 和 9 对应当前的同步操作模式。

激活的操作模式:

速度同步

Bit 8 = 1, 如果  | dX synch + dX additive – dX act | < S-0-0183

其中

dX act: S-0-0040, 速度反馈值

dX synch: 同步速度命令值，由当前主轴速度生成

dX additive: S-0-0037, 附加的速度命令值

相同步或者凸轮轴

Bit 8 = 1, 如果  | X synch + X additive – X act |  <  S-0-0228

其中

X act: 实际位置值 S-0-0051 或 S-0-0053

X synch:        同步位置命令值，由当前主轴位置生成

X additive: 附加位置命令值，S-0-0048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8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0xffff ---

MPD: 0 / 0xffff ---

MPH: 0 / 0xff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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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90, 行程范围极限参数

该参数定义了行进限制开关输入的信号行为和对应超出行程范围时驱动器
的行为。

bit 0: 行程范围极限开关输入
信号动作

0: 不反向,
24 V => 行程范围被超出

1: 反向,
0 V => 行程范围被超出

bit 1: 行程范围限制开关的激活

0: 不
1: 是

bit 2: 当行程范围超出后的处理

0: 当成错误 (根据错误反应动作)

1: 当成警告 (关机)

P-0-0090, 行程范围限制参数

Fig. 3-33: P-0-0090, 行程范围限制参数的各个比特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 Limitation/Travel Range Limit Switch"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90 - 硬件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7 0

MPD: 0 / 7 0

MPH: 0 /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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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92, 凸轮轴曲线 2

包含了一个带针对凸轮轴曲线的标号 (ϕ) 数据点的表格。数据点的数量可以
是 8, 16, 32, 64, 128, 256, 512 和 1024。这些值总是被映射在一个主轴的
旋转中( 360

。
)。

数据点 dϕ 之间的距离由元素的数量产生:

例如: 1024 数据点

dϕ = 360° / 1024 = 0.35°

表格中的第一个元素是对应 ϕ = 0°的数据点。表格中的最后一个元素是对应
ϕ = 360° - dϕ 的数据点。

索引
凸轮轴

增量

角度0° 90° 180° 270° 360°-0,35°

百分比 %
100°

线性凸轮轴曲线

0

0

524288262144 786432 1048575-x

256 512 768 1023

主轴 主轴位置 转化为
内部主轴位置

限于一个主轴
旋转

内部主轴位置
用格式
2^20 -> 360°

凸轮轴曲线的索引是由
内部主轴位置产生的

Fig. 3-34: 一个线性凸轮轴曲线的例子

凸轮轴曲线的实际值是百分比值。

它们可以在 – 799.999999% 和  799.999999% 之间。

一个 100% 的值导致了一个对应实际凸轮轴距离 (P-0-0093 或 P-0-0073)
的距离。从轴的距离依靠以该方式决定的位置被确定。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lectronic Cam Shaft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85

DOK-INDRV*-GEN-**VRS**-PA01-EN-P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9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799,999999 / 799,999999 ---

MPD: -799,999999 / 799,999999 ---

MPH: -799,999999 / 799,999999 ---

P-0-0093, 凸轮轴距离

该参数决定了和凸轮轴曲线被此距离相乘的凸轮轴距离。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lectronic Cam Shaft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93 - 硬件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360,0000

MPD: 360,0000

MPH: 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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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94, 凸轮轴开关角度

当主轴位置在正向或反向超过了这个角度，开关到某个凸轮轴曲线的事
件发生，该曲线根据参数 P-0-0088, 针对同步操作模式的控制字 被预先设
定。

参数 P-0-0089, 针对同步操作模式的状态字 因而被设定到激活的凸轮轴
曲线。当驱动器第一次初始化时，设定在 P-0-0088 中的凸轮轴被激活。
在这种情况下，参数 P-0-0089 也被设定。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lectronic Cam Shaft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94 - 属性
硬件: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Deg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0 / 360,0000 0,0000

MPD: 0,0000 / 360,0000 0,0000

MPH: 0,0000 / 36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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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95, 针对电机编码器的绝对编码器监测窗口

当开动一个用绝对电机编码器的驱动器时，一个校验启动用来确定当前
实际位置值是否不同于上次关机时的实际位置值。如果其差值超过了确定
在该参数中的值的话，F2074 实际位置值 1 超出绝对编码器窗口 错误讯
息被输出。

在关闭驱动器的时候，绝对电机编码器的当前编码器数据被存储在
P-0-0177, 电机编码器的绝对编码器缓冲器 中。

注释 : 这个监测器可以通过写值 "0" 到该参数被关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nitoring the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9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

MPD: 1,0000

MPH: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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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96, 针对可选编码器的绝对编码器监测窗口

当开动一个用绝对选择性（外部）编码器的驱动器时，一个校验启动用来
确定当前实际位置值是否不同于上次关机时的实际位置值。如果其差值超
过确定在该参数中的值的话，F2075 实际位置值 2 超出绝对编码器窗口
错误讯息被输出。

在关闭驱动器的时候，绝对电机编码器的当前编码器数据被存储在
P-0-0178, 可选编码器的绝对编码器缓冲器。

注释 : 这个监测器可以通过写值 "0" 到该参数被关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nitoring the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9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交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

MPD: 1,0000

MPH: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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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97, 针对测量编码器的绝对编码器监测窗口

当开动一个用测量电机编码器的驱动器时，一个校验启动用来确定当前
实际位置值是否不同于上次关机时的实际位置值。

如果其差值超过了确定在该参数中的值的话，F2076 实际位置值 3 超出
绝对编码器窗口错误 讯息被输出。在关闭驱动器的时候，绝对电机编码器
的当前编码器数据被存储在P-0-0178, 可选编码器的绝对编码器缓冲器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9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Incr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2147483647 100

MPD: 0 / 2147483647 100

MPH: 0 / 214748364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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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98, 最大的偏差

如果一个用驱动器内部位置控制的操作模式已经在驱动器内被激活的话，
位置控制环被监控。为此，一个“实际位置模型值”被计算出，并且和真
实当前位置值作比较(比较 S-0-0051 和 S-0-0053)。

为确定 "实际位置模型值"，你必须区分两种情况:

• 带滞后距离的位置控制（或插补）
在此类情况下，真实当前位置值通过以下被修正

• 系统延迟误差 (ε ≈1/kv) 和

• 一个可能被包含在 S-0-0037, 附加的速度命令值 中的值，和由此修
正值被生成的“实际位置模型值”。

• 非滞后位置控制（或插补）
在此类情况下，真实当前位置值通过以下被修正

• 一个可能被包含在 S-0-0037, 附加的速度命令值 中的值，和由此修
正值被生成的“实际位置模型值”。

在这两种情况下，产生的“实际位置模型值”被和实际位置值作比较（比较
S-0-0051 和 S-0-0053），并且在计算出的实际位置模型值和真实当前位置
值之间的最大偏差被存储在 P-0-0098, 最大模型偏差 参数中。

注释: 为帮组参数化 S-0-0159, 监控窗口，用户可以读取该参数。为此
在开始“测试运行”重设参数到 "0" 明智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 Control with Cyclic Command Value Input"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9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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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99, 位置命令平滑时间常数

位置命令平滑时间常数确定了，在用位置控制的操作模式的情况下可能的
最大急进。

最大急进由此计算出:

max. jerk =
P-0-0099, 位置命令平滑时间常数

位置命令值的 2nd 导数

Fig. 3-35: 最大急进

注释: P-0-0099, 位置命令平滑时间常数 参数只有在直线精细插补
(P-0-0187 = 0) 已经被激活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此过滤器通过
写入 0 值到该参数被解除。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mmand Value Processing in Position Control"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09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 / 655,35 0,00

MPD: 0,00 / 655,35 0,00

MPH: 0,00 / 655,3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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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00, 位置命令值扩充

参数 P-0-0100, 位置命令值扩充 把参数 S-0-0047 从 16 bits 扩展到 48
bits。这把分辨率增加了4个十进制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0-0047, Position command valu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0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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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01, 启动停工选择器配置

在参数 P-0-0101, 启动停工选择器配置中，配置启动停工的激活电路
的选择是有可能的。

bit 0:
0: N/C-N/O 联合
1: N/C-N/C 联合

Fig. 3-36: P-0-0101, 为启动停工选择器的配制

硬件  可选的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0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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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02, 功率部分的操作小时

参数 P-0-0102, 功率部分的操作小时 显示了，自
最后一次启动停工功能被取消选择后的功率部分的操作小时。

硬件  可选的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0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ON_BOARD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0

MPD: --- / --- 0,0

MPH: --- /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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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03, 强迫动力的时间间隔

P-0-0103, 强迫动力的时间间隔 可以被用来为生命计数器设定时间间隔。
这定义了时间间隔， 在此间，开始停工已经被激活，同时激活驱动控制器。

硬件  可选的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0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 / 604800,0 28800,0

MPD: 1,0 / 604800,0 28800,0

MPH: 1,0 / 604800,0 2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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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04, 改变强迫动力的历史时间间隔

被用户在 P-0-0103, 强迫动力的时间间隔 中设定的时间间隔的一个历史被
存储在参数 P-0-0104, 改变强迫动力的历史时间间隔 中。

最后的六个值被显示。此外，功率部分的操作小时计数器的计数（在此变
化发生）被储存。

硬件  可选的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0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ON_BOARD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97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0105, 为诊断讯息号列表的时间标记

中国参数包含了一个时间点的列表，在这些时间点上，诊断驱动讯息被改
化。在 S-0-0390, 诊断讯息号 的每一个变化时，各自的时间点（来自
P-0-0190, 操作小时控制选择 的值）被纪录。

最后一个时间点（在此诊断讯息给改变）被输入到该列表的第一行，所有已
经存在的输入内容被移下一行。此列表在 50 条输入后满，每一个新的输入
会导致最老的值丢失。

来自 P-0-0105 的列表对应 S-0-0375, 诊断号的列表。在同一行中包含了
对应各自时间点的诊断讯息号。

注释: 诊断错误讯息的各个号和错误事件的各自时间点只有通过清除
错误讯息在 S-0-0375 和 P-0-0105 被接受！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0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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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08, 主驱动器极性

依靠此参数，翻转主轴位置的极性是有可能的。因此一个反向的电子齿轮
被确认。

参数结构:

bit 0: 主轴位置
0: 正极性
1: 反极性

Fig. 3-37: P-0-0108, 主驱动器极性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0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 0

MPD: 0 / 1 0

MPH: 0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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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09, 扭矩/扭力 尖峰限制

作用在扭矩/扭力命令值的总和上的扭矩/扭力限制值:

• 来自加速度前馈的命令值  (S-0-0348, P-0-1126)

• 来自速度控制器的命令值  (P-0-0049)

该参数作用在一个双向的方式上，也就是说，正向和反向命令值都被限制
到该输入值。该参数不能被循环的写入，而且因此被用来绝对的确定最大
的允许驱动器扭矩或者最大允许驱动器扭力（也也参阅“扭矩/扭力限制”
的图表块）。

对应该参数的值的单位取决于已经设定的缩放比例（S-0-0086, 扭矩/扭力
的数据缩放比例类型）。

注释: 有效的限制值被显示在 P-0-0444, 实际值尖峰扭矩限制 中。
这个值可以比 P-0-0109 低，如果，例如 S-0-0092 的值比
P-0-0109 的值低，或者如果，一个通过电机或控制器的负载确
定的电流限制被激活。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orque/Force Limit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0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4000

MPD: 4000

MPH: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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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14, 欠压阀值

通过该参数，确定和激活一个单独的，不同于针对 DC 总线电压的标准值
的欠压阀值是有可能的。

• 标准值 (缺省): P-0-0114 = 0,
也就是说，欠压阀值是驱动器开机时探测到的主电压顶部值的 75% 。

• 单独值: P-0-0114 > 0,
也就是说，输入的值是单位为伏特的激活的欠压阀值。

该参数在电源单元的作用 (SU) "HMV...",变流器 (CV)
"HCS..." 和逆变器 (IV) "HM...":

•  SU:
无作用，为这些设备，用作模块总线讯息规范的欠压停止 ("DC 总线 ok"
或者 "DC 总线没有 ok") 已经被修正成“标准的”。

•  CV:
完整的，激活的电源使用在 P-0-0114 中作为模块总线讯息规范的设定
("DC 总线 ok" 或 "DC 总线没有 ok")。

• IV 和 CV 在 IV 操作中:

• 当 P-0-0114 = 0: 欠压根据针对 DC 总线电压状态的模块总线讯息
("DC 总线 ok" 总线 "DC 总线没有 ok") 被探测。

• 当 P-0-0114 > 0: 模块总线讯息 ("DC 总线 ok" 或 "DC 总线没有 ok")
被忽略，驱动器根据 P-0-0118 中的值探测欠压。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wer Supply" 部分。

注释: 探测到的主电压顶部值在驱动器开机时探测...

• 对于换流器被显示在 P-0-0815, 理论上主电压的顶部值 中。

• 不能为动力单元被显示！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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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1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V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500 0

MPD: 0 / 500 0

MPH: 0 / 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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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15, 驱动控制: 状态字

依靠该参数，不依靠被使用的主通讯，读取驱动器状态 ( � 设备控制 ) 是
有可能的。

bit 0: BB 转播
1: 控制器 BB 转播

bit 1: 准备完毕信号
1: 驱动器准备好

bit 3: 命令值处理的状态

0: 驱动器忽略命令值输入
1: 驱动器跟从 (外部) 命令值输入

bit 4: 确认驱动器停止
1: 驱动器停止被激活，并且轴保持

停止

bit 5: 命令变化位
0: 在命令状态中没有变化
1: 在命令状态中变化

bit 7: 操作模式初始化
1: 操作的主模式或者第二操作模式

激活并且初始化。
完成的，否则 0

bit 8,9, 10: 实际操作模式
000: 操作的主模式被激活
001: 第二操作模式 1 被激活
…
111: 第二操作模式 7 被激活

bit 13: 驱动器错误
0: 没有错误
1: 驱动器错误

bit 14,15: 为操作准备完毕
00: 控制部分/功率部分

没有为操作准备好
(例如，错误存在)

01: 控制部分为操作作好准备
10: 控制和功率部分为操作作好

准备
11: 驱动器带扭矩

Fig. 3-38: 设备控制: 状态字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aster Communication"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rive Functions – Drive Halt"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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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1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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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16, 驱动控制: 控制字

该参数指明了主通讯是否已经使驱动器活动。

bit 13: 驱动器停止
0: 驱动器停止激活，
当维持最大加速度(S-0-0138)
时，驱动器关机，如果在
1->0 比特  14 和 15 是 "1"
的话。

1: 驱动器停止解除

P-0-0116, 系统控制的控制字

bit 14: 驱动器使能
0: 驱动器使能解除，驱动器
扭矩被没有延迟的关闭，如果
在 1->0 时驱动器被激活的话。

1: 驱动器使能激活

bit 15: 驱动器 ON
0: 驱动器 ON 解除，驱动器
通过最佳可能的方式关机，
如果在 1-> 0 时，比特 14 是
"1" 的话。

1: 驱动器 ON 激活

Fig. 3-39: P-0-0116的各个位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16 - 属性
属性: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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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17,  NC 作用的出错激活

如果该参数用 "1" 参数化的话，控制单元有这个可能性，在 30 秒内，在
发生错误的情况下关闭驱动器。
在此期间，驱动器保持跟随先前设定的命令值。然后，它根据已经设定的
P-0-0119, 最佳的可能减速度 起作用。

注释: 该参数只是针对非致命性错误工作！

参数结构:

bit 0: NC 反应
0: 不可能
1: 可能的

Fig. 3-40: P-0-0117, 在错误时 NC  反应的激活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NC Reaction on Erro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1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yes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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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18, 电源, 配置

在该参数中，关于错误讯息和错误反应的设定为通过 DC 总线和模块总线
（“驱动器系统”）被互相连接的设备而产生。此外，DC 总线欠压的操作
被决定:

bit 0: 对在驱动系统中其它驱动器的错误
的反应 (模块总线连接！)

0: 没有反应
1: 反应 ("包反应"): "最佳的可能加速度"

(见  P-0-0119), 诊断讯息 E8058

P-0-0118, 电源, 配置

bit 1: 通过模块总线在驱动器系统发信号
承认错误

0: 不发信号, 没有 "包反应" 的触发，没有错误
（"被动轴"），电源单元的动力可以不考虑
驱动器的状态被关闭。

1: 发信号, 关于错误的 "包反应" 的触发，
电源单元的动力只能在驱动器为操作作好
准备时 ("Bb") 被打开！

bit 3-5: 关于换流器和逆变器的讯息“欠压”的处理

000: 欠压是非致命的错误 (F2026), 错误反应
“最佳的可能减速度”（见 P-0-0119）

100: 欠压是非致命的警告 (E2026), 没有驱动器
的错误反应！

bit 7: 通过模块总线发信号承认致命的驱动器错误
(F8...) 到动力提供

0: 不发信号
1: 发信号，当 F8... 错误发生时，电源关闭并且使

DC 总线短路，如果在硬件侧实现的话！

bit 6: 在功率部分的“F2026 欠压”的自动清除
通过拉下驱动器使能

0: 否，错误复位是需要的！
1: 是，错误被清除！

Fig. 3-41: P-0-0118 的各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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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在操作中为“驱动系统”的 DC 总线电压 (动力总线) 在非致命
的驱动器错误的情况下不被关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wer Supply"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1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yes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3

MPD: --- / --- 3

MPH: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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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19, 最佳的可能的减速度

该参数确定了在以下几种情况下驱动器关机的方式

• 非致命的错误发生时

• 接口错误发生时

• 通讯阶段被复位

• 驱动器使能被拉下

P-0-0119 反应的类型

0 速度命令值复位

电机参考扭矩限制值减速。
预期在最差操作状态下的最大刹车时间，被输入在
S-0-0273, 最大驱动器关机延迟时间 中。
在 S-0-0273 被完成后:
- 对于伺服电机 ("伺服刹车" 功能, P-0-0525), 
刹车被激活，并且驱动器使能在 S-0-0207，驱动器关闭延迟时间
后立即被拉下。
- 对于主轴电机 ("主轴刹车" 功能, P-0-0525), 
驱动器使能立即被拉下并且刹车被激活，如果速度已经低于
10 r.p.m. 的话。

1 使扭矩消失
- 对于伺服电机 ("伺服刹车" 功能, P-0-0525),
刹车立即被激活。
- 对于主轴电机 ("主轴刹车" 功能, P-0-0525),
刹车保持松弛。

2 带命令值坡度和过滤器的速度命令值

此坡度，也就是说，最大加速度，通过 P-0-1211, 减速度坡度 1,
P-0-1202, 最终速度坡度 1, P-0-1213, 减速度坡度 2 被设定。
急进过滤器通过 P-0-1222, 速度命令过滤器 被设定。

3 返回动作

驱动器生成一个位置命令值曲线，如果错误发生，用来移动通过
想得到的行进距离。如果一个错误发生的话，相关的是一个根据
参数 P-0-0055,返回距离，P-0-0056, 返回速度，P-0-0057,
返回加速度 和 P-0-0058, 返回急进 定义的定位块。

Fig. 3-42: 设定驱动器关于上述标准的关机方式

在早期，驱动器可以在错误反应完成后再上使能。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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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1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3 0

MPD: 0 / 3 0

MPH: 0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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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21, 齿轮 1 电机侧 (电机编码器)

在特别的情况下，一个机械的齿轮可以被使用在电机编码器和电机
之间。

传动比被如下定义:

   齿轮 1 电机侧 0121-0-P
  - 齿轮 1 编码器侧 0122-0-P

Fig. 3-43: 传动比电机编码器齿轮 (齿轮 1)

例子:

5 个电机旋转引起 2 个电机编码器旋转

⇒ P-0-0121 : 5

P-0-0122 : 2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Mechanical Axis System, Measuring Systems"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2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Rev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65535 1

MPD: 1 / 65535 1

MPH: 1 / 6553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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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22, 齿轮 1 编码器侧 (电机编码器)

在特殊的情况下，一个机械齿轮可以被用在电机编码器和电机之间。

传动比被如下定义:

   齿轮 1 电机侧 0121-0-P
  齿轮 1 编码器侧 0122-0-P

Fig. 3-44: 传动比电机编码器传动 (齿轮 1)

例子:

5 个电机旋转引起 2 个电机编码器旋转

⇒ P-0-0121 : 5

P-0-0122 : 2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Mechanical Axis System, Measuring Systems"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2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Rev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65535 1

MPD: 1 / 65535 1

MPH: 1 / 6553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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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23, 进给常量 2 (选择性编码器)

该参数只有在“进给常量 2”已经在参数 P-0-0185, 编码器 2 (可选编码
器) 的控制字 中被解除时才能被激活。该参数的值是每一个旋转位置感应器
（例如测量轮）的每一个旋转转换成直线距离后的长度。

注释: 该单位取决于 S-0-0076, 位置数据的缩放比例类型 的比特位 4。

相应的应用:    S-0-0076 bit 4 = 0   ->   mm/rev

S-0-0076 bit 4 = 1   ->   inch/rev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op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2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最大:
MPB: 1,00000

MPD: 1,00000

MPH: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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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24, 齿轮 2 负载侧 (可选编码器)

如果有需要的话，一个机械齿轮可以使用在负载和可选编码器之间。

传动比被如下定义:

    齿轮 2 负载侧 0124-0-P
    齿轮 2 编码器侧 0125-0-P

Fig. 3-45: 齿轮 2 的传动比 (可选编码器)

例子:

2 个负载旋转引起 5 个电机编码器旋转

⇒ P-0-0124 : 2

P-0-0125 : 5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chanical Axis System and Measuring Systems"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2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Rev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65535 1

MPD: 1 / 65535 1

MPH: 1 / 6553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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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25, 齿轮 2 编码器侧 (可选编码器)

如果有需要的话，一个机械齿轮可以使用在负载和可选编码器之间。

传动比被如下定义:

     齿轮 2 负载侧 0124-0-P
    齿轮 2 编码器侧 0125-0-P

Fig. 3-46: 齿轮 2 (可选编码器)的传动比

例子:

2 个负载旋转引起 5 个电机编码器旋转

⇒ P-0-0124 : 2

P-0-0125 : 5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chanical Axis System and Measuring Systems"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2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Rev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65535 1

MPD: 1 / 65535 1

MPH: 1 / 6553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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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27, 测量齿轮的输入转数

如果有需要的话，一个机械齿轮可以使用在负载和测量编码器之间。

传动比被如下定义:

      测量齿轮的输出转数 0128,-0-P

       测量齿轮的输入转数 0127,-0-P

传动比齿轮 3 (测量编码器)

例子:

2 个负载转数引起 5 个电机编码器转数

⇒ P-0-0128: 2

P-0-0127: 5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2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Rev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4294967295 1

MPD: 1 / 4294967295 1

MPH: 1 / 42949672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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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28, 测量齿轮的输出转数

如果有需要的话，一个机械齿轮可以使用在负载和测量编码器之间。

传动比被如下定义:

       测量齿轮的输出转数 0128-0-P

      测量齿轮的输入转数 0127-0-P

传动比齿轮 3 (测量编码器)

例子:

2 个负载转数引起 5 个电机编码器转数

⇒ P-0-0128: 2

P-0-0127: 5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2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Rev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4294967295 1

MPD: 1 / 4294967295 1

MPH: 1 / 42949672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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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29, 内部位置数据格式

该参数显示了内部位置的分辨率。对于旋转电机而言，该位置分辨率有关
于电机轴的一个旋转 (增量/旋转)，对于直线电机而言，有关于主要部分的
电极对距离 (增量/电极对距离) 。

注释: P-0-0129 的值取决于 S-0-0278, 最大行进距离。为 S-0-0278
选择的值越高，P-0-0129 的值会变的越低！

例子:

P-0-0129 = 1048576

下式的结果是一个内部位置分辨率:

360degrees/1048576 = 0.34mdegrees (对于旋转电机而言).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2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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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39, 模拟输出 1

该参数指明了通过驱动控制器的模拟输出 1 输出的电压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Out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3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V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10,000 0,000

MPD: 0,000 / 5,000 0,000

MPH: 0,000 / 5,000 0,000

P-0-0140, 模拟输出 2

该参数指明了通过驱动控制器的模拟输出 2 输出的电压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Out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4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V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10,000 0,000

MPD: 0,000 / 5,000 0,000

MPH: 0,000 / 5,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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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41, 驱动的热负载

P-0-0141, 驱动的热负载 参数被用来检验热量产生的放大器负载，
芯片过热温度的 0% 对应 0 开氏温标，100% 对应最大芯片过热温度。

如果有正确的驱动器的连系尺寸，热量产生的负载不会超过目的处理周期
的 80% 的值。

从控制器的输出阶段到它的最终温度的温度升高的典型时间周期大约是十
分钟。为了在试运行的时间上检验一个驱动器的热量产生的负载，同时不用
非要运行处理循环，预设控制器负载到 80% 是可能的。这可以通过写入
任何值到 P-0-0141, 热量产生的驱动器负载 参数来实现。

注释:

• 由于换流器的切换损失，P-0-0141 在驱动器有使能时会一直
显示一个值 > 0 ，即使输出电流 P-0-0440, 实际输出电流值
(绝对值) 等于零。

基本负载值取决于 P-0-0001, 功率输出部分的开关频率。

• 在一个大约  97% 的工作负载时，放大器电流限制起作用。
这会被 E8057 放大器过载，电流限制启动 警告被显示出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urrent Limit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4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 / 100,0 ---

MPD: 0,0 / 100,0 ---

MPH: 0,0 /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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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42, 同步加速度

该参数包含了加速度和减速度的值，通过它们，同步速度在动态同步中被
达到（速度调整）。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4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

MPD: 100000

MPH: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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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43, 同步速度

该参数包含了一个速度值，在该速度下，在动态同步的过程中，对应绝对
同步的距离（相位偏置）被穿越（位置调整）。

只是在同步操作模式中起作用

• 相同步和

•  凸轮轴！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4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

MPD: 100000

MPH: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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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44, 凸轮轴距离开关角度

一个为 P-0-0093, 凸轮轴距离 的新的值只有在当前轮廓访问角度超过了
凸轮轴距离开关角度后才会起作用。

轮廓访问角度由以下参数生成: 

• P-0-0053, 主轴位置

• P-0-0061, 轮廓的角度偏置起始

• P-0-0085, 动态角度偏置

• P-0-0108, 主轴极性

• P-0-0156, 电子齿轮输入旋转

• P-0-0157, 电子齿轮输出旋转

• P-0-0158, 角度偏置变化率

只在 "凸轮轴" 模式中起作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lectronic Cam Shaft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4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Deg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0 / 360,0000 0,0000

MPD: 0,0000 / 360,0000 0,0000

MPH: 0,0000 / 36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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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45, 示波器: 测量值 3 的列表

示波器功能的通道 3 的测量值被按时间顺序存储在参数 P-0-0145, 示波器:
测量值 3 的列表 中。最早的测量值是测量值列表的第一个元素。

已纪录的信号是一个依靠输入在 P-0-0147, 示波器:信号选择 3 中的 IDN
确定的信号。

注释: 属性，单位等等自动地调整到这个选择的信号。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4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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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46, 示波器: 测量值 4 的列表

示波器功能的通道 4 的测量值被按时间顺序存储在参数 P-0-0146, 示波器:
测量值 4 的列表 中。最早的测量值是测量值列表的第一个元素。

已纪录的信号是一个依靠输入在 P-0-0148, 示波器:信号选择 4 中的 IDN
确定的信号。

注释: 属性，单位等等自动地调整到这个选择的信号。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4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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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47, 示波器: 信号选择 3

输入在 P-0-0147, 示波器: 信号选择 3 中的 IDN 定义了被通道 1 纪录
的信号。

只有这些被包含在列表 P-0-0149, 示波器:信号选择列表 中的 IDNs 是被
允许的。

注释: 该测量通道用输入 "0" 或 "S-0-0000" 被关闭。

当纪录结束后，纪录的测量值被包含在参数 P-0-0145, 示波器: 测量值 3
的列表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4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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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48, 示波器: 信号选择 4

输入在 P-0-0148, 示波器: 信号选择 4 中的 IDN 定义了被通道 1 纪录
的信号。

只有这些被包含在列表 P-0-0149, 示波器:信号选择列表 中的 IDNs 是被
允许的。

注释: 该测量通道用输入 "0" 或 "S-0-0000" 被关闭。

当纪录结束后，纪录的测量值被包含在参数 P-0-0146, 示波器: 测量值 4
的列表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4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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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49, 示波器: 信号选择列表

参数 P-0-0149 包含了所有适合作为触发信号 (P-0-0026) 或测量信号
(P-0-0023, P-0-0024, P-0-0147, P-0-0148) 的参数。
.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4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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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50, 示波器: 正确的测量值的数量

当示波器特性已经被激活时，要被纪录的信号被持续的传送到一个测量
值存储器中。当触发时间发生时，纪录被停止，并且测量值的列表可以被
读取。最老的测量值是该列表的第一个元素，最后的测量值是最后的一个
元素。

如果触发事件发生在这个测量值存储器被完全装满之前的话，在列表开始处
的测量值的一个号码是不正确的。在触发时间之前正确的测量值的号码在
P-0-0150, 示波器: 正确的测量值的数量 参数中被变成可用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scilloscop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5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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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51, 针对模格式的同步初始化窗口

在动态同步的第二步 (位置调整)，一个为到绝对同步的过渡必须被跨越的
距离被确定。

如果位置误差大于“针对模格式的同步初始化窗口”(P-0-0151) 的话，
同步的方向被参数 P-0-0154, 同步方向 决定。如果位置误差小于参数
P-0-0151 的话，同步事件通过最短距离发生。

也可参阅针对操作模式的功能描述 "Phase Synchronization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5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

MPD: 100000

MPH: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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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52, 同步完成

在 NC 受控的或驱动器受控的操作模式的变化的情况下，参数 P-0-0152,
同步完成  确认驱动器被循环位置命令值再次控制。

在操作模式“相位同步”和“凸轮轴同步”的情况下，当一直到绝对或者
相对同步的距离被通过时，在第一次同步后，比特位 0 被设定为 "1"。

当比特位 0 一旦被设定好后，万一参数 S-0-0048, 附加的位置命令值，
它是否被清除取决于参数 P-0-0155 (比特 0)，直到由它引起的位置误差
被通过。如果在参数 P-0-0155, 同步模式 中比特位 0 被设成"1"的话，
比特位 0 保持 "1" 不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模式。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5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制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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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53, 最适宜的距离回零开关参考标记

在 "驱动器受控的回零程序" 命令的过程中，回零开关边缘和该参考标记之
间的距离被同回零开关和已经被激活的参考标记评定被监测。

为参考标记提供的等价距离的最佳距离是参考标记距离的一半。最佳的距
离必须按照下表被输入在 P-0-0153, 最适宜的距离回零开关参考标记 参
数中。

编码器
类型 P-0-0153 功能

旋转 0  距离回零开关参考标记被监控。最佳距离在内部
被计算，并且在 HSF (MHD, 2AD, ADF 电机) 
或增量旋转编码器的情况下是 1/2 编码器旋转。

在旋转编码器(MKD, MKE 电机)的情况下，分别 
是 1/2 编码器旋转 / S-0-0116, 反馈 1 分辨率。

旋转 x  距离回零开关参考标记被监测。一半的参考标记
必须被输入在 P-0-0153, 最适宜的距离回零开关
参考标记 中。

直线 0  距离回零开关参考标记不被监控。直线编码器不负
责参考标记（这些标记之间有一个恒定的距离）。

确保回零开关和参考标记之间的实际距离足够大，
用来保证回零开关边缘在考虑到最大回零速度和
回零开关输入查询的周期时间的情况下，被可靠
地探测到。 

直线 x  距离回零开关参考标记被监控。一半的参考标记
必须被输入在 P-0-0153, 最适宜的距离回零开关
参考标记 中。

Fig. 3-47: 距离监测回零开关参考标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Drive-Controlled Hom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5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结构: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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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54, 同步方向

在动态同步的第二步 (位置调整)，一个为到绝对同步的过渡必须被跨越的
距离被确定。

对于模数轴，驱动器可以正或反的方向运动。同步方向决定了驱动器往哪
个方向运动。

P-0-0154 功能

0 最短距离

1 正向距离

2 反向距离

Fig. 3-48: 同步方向

可是，如果到绝对同步的最短距离比 P-0-0151, 针对模格式的同步初始化
窗口 要短的话，最短距离被通过，而且当前的同步方向被忽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5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2 0

MPD: 0 / 2 0

MPH: 0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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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55, 同步模式

在激活操作模式“相位同步”或“凸轮轴”中的一个以后，驱动器自动地
执行动态同步。在此期间，驱动器考虑同步加速度 (P-0-0142) 和同步速度
(P-0-0143)生成命令值 (P-0-0434)，直到绝对或相对同步被完成。

参数结构:

bit 0 : S-0-0048 的处理
0:  梯形速度曲线
1:  P-0-0060, 过滤时间常数激活

P-0-0155, 同步模式

bit 1 : 相对同步
0: 绝对同步
1:  相对同步

bit 3,2 : 同步范围
0 0: 模数范围从轴

(负载旋转)
0 1: 命令值周期 从轴
1 0  : 命令值周期的除法

bit 4 : 生成实际值周期
 0: 实际值周期取决于 P-0-0752
1: 实际值周期 = 命令值周期

bit 5 : 速度同步中的同步

0: 只是在激活操作模式时
1: 总是激活的

Bit 0: Bit 0 = 0 意味着在 S-0-0048, 附加的位置命令值 的每一个变化时，
一个距离被确定，并且在考虑同步加速度和同步速度的情况下被
通过。

由于 bit 0 = 1，参数 P-0-0142 和 P-0-0143 在绝对或相对的同步
被完成后变得失效。

S-0-0048, 附加的位置命令值接下的变化随后被第一顺序过滤器变
得平滑。过滤器的时间常数通过参数 P-0-0060, 过滤器时间常数
附加位置命令 被设定。

Bit 1: 由于 bit 1 = 0，一个关于主轴的绝对位置被建立。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ynamic Synchronization in the "Phase
Synchronization" 或 "Cam Shaft" Mode" 部分。

由于 bit 1 = 1，只有速度调整被执行。

在操作模式被激活之后，只有同步程序（速度调整）的第一步被执
行。当主轴已经停止 (P-0-0053 = 常数) 时，没有同步运动发生。

这允许实现一个相对位置同步的从轴。为此，参数 S-0-0048,
附加的位置命令值 的内部值被驱动器以没有同步处理的第二步
被执行的方式初始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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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通过随后改变参数 S-0-0048, 附加的位置命令值，从
轴的一个相位偏置是有可能的。这种变化以微分形式被处理。

Bit 2/3: 在命令值周期或命令值周期的一部分内，在模数范围内设置同步是
有可能的。要行进的距离因而被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用来计算
距离的实际位置值在同步发生的范围之内必须是不含糊的。

实际值周期因此必须被决定在在一个同步范围的整数倍的方式中。

Bit 4: 由于 bit 4 = 0，实际值周期（P-0-0753, 实际值周期内的位置实际值
在此期间内）根据 P-0-0752, 每个实际值周期从轴负载旋转 被生
成。

当 bit 4 = 1 时，实际值周期被设定成等于命令值周期。

解释:

当命令值周期内的同步被设定时，命令值周期是实际值周期的
一个积分部分，这样的必要条件必须已经为实际位置值的确定的
导数被满足。为通过参数化实际值周期(P-0-0752)，满足这样的条
件，参数 P-0-0156, 主轴齿轮输入旋转 应该作为一个为确定
主轴周期 (P-0-0750) 的因数被考虑。

如果此必要条件不能通过参数化实际值周期 (P-0-0752) 被满足的
话，得到通过将驱动器和通过在参数 P-0-0155, 同步模式 中设定
bit 4 得到的命令值周期 (P-0-0754) 做类比计算出的实际值周期的
范围是有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在 P-0-0752 中实际值周期参数
被忽略。

实际值周期在从 phase 3 状态过渡到 4 的过程中被计算出。当一
个用来计算实际值周期的参数在 phase 4 状态中被交换时，根据命
令 P-0-0071, C3100 重新计算实际值周期，在 phase 4 状态中重
新计算实际值周期是有可能的。因而，为回零实际位置值执行命令
P-0-0012, C0300 命令设定绝对测量 是有必要的。

Bit 5:    如果在速度同步模式中，速度调整将只被执行一次的话，bit 5 必须
被设定成 "0"。所有其次的速度改变和最大加速度一起被完成。

如果 bit 5 被设成 "1" 的话，任何在速度同步模式中的速度变化被
被限制到 P-0-0142, 同步加速度。速度变化可以被改变主轴速度
(P-0-0053)，主轴驱动器齿轮 (P-0-0156, P-0-0157) 或精细
调整 (P-0-0083) 被引起。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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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5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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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56, 主驱动器齿轮输入转数

和参数 P-0-0157, 主驱动器齿轮输出转数 一起，该参数决定主驱动器
的齿轮。

一个被传送到驱动器 (P-0-0053) 的主轴位置在更多的处理之前被乘上电子
齿轮的传输比，并且因此限制在 2^20 的标准范围之内。该传动比是由
P-0-0157 的值被 P-0-0156 的值的除法产生的。

主轴位置和因此该参数只在下列的操作模式中起作用:

•  速度同步

•  相位同步

•  凸轮轴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5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65535 1

MPD: 1 / 65535 1

MPH: 1 / 6553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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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57, 主驱动器齿轮输出转数

和参数 P-0-0156, 主驱动器齿轮输入转数 一起，该参数决定主驱动器
的齿轮。

一个被传送到驱动器 (P-0-0053) 的主轴位置在更多的处理之前被乘上电子
齿轮的传输比，并且因此限制在 2^20 的标准范围之内。该传动比是由
P-0-0157 的值被 P-0-0156 的值的除法产生的。

主轴位置和因此该参数只在下列的操作模式中起作用:

•  速度同步

•  相位同步

•  凸轮轴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5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65535 1

MPD: 1 / 65535 1

MPH: 1 / 6553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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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58, 角度偏置变化率

在“凸轮轴”模式中，参数 P-0-0061, 剖面的角度偏置起始 有一个在剖面
访问角度的影响。

如果这个角度偏置会在一个巨大的范围内被改变，和一个在实际剖面中的
坡度一起，生成一个到新值的慢速逼近是有必要的，这是因为，每个变化
意味着在位置命令值上的一个跳跃。

针对参数 P-0-0061 的值并不会立即产生作用。和当前值一起开始，一个新
值的类似斜坡的近似值被执行。该近似值沿着最短的可能路径被执行。该斜
坡的坡度被设定在参数 P-0-0158, 角度偏置变化率 中。

如果值 "0" 为参数 P-0-0158 被预先设定的话，该角度偏置在一个步骤中
被立即执行。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5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Rpm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 / 655,35 100,00

MPD: 0,00 / 655,35 100,00

MPH: 0,00 / 655,3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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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59, 从驱动器进给行程

用线性缩放比例，从轴根据进给行程运动，主驱动器齿轮的每一个
输出旋转（包括精细调节），在 P-0-0159 中参数化。一个主驱动器齿轮
的输出旋转在根据 P-0-0156 与 P-0-0157 的乘积和与因数 (1 +
P-0-0083) 的乘积得到主轴位置的除法之后，对应了 2^20 的变化。

下列各项必须被考虑:

• 在模数缩放比例的情况下，P-0-0159 的值被拷贝到参数 S-0-0103, 模数
值 中。（P-0-0750 等于 0 的时候除外）
见参数描述 "P-0-0750, Master axis revolutions per master axis cycle"

• 在“凸轮轴”模式中，P-0-0159 只在线性齿轮还原部分起作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0755, Gear redu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5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

MPD: 10,0000

MPH: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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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62, C1800 命令自动的控制环调整

通过开始该命令，驱动器在这个命令开始的时候，一旦驱动器处于控制状态，
一个自动的控制环设定被执行。

WARNING

⇒  这可以立即触发一个运动，如果驱动器使能和驱动器启动
被设定在驱动器上。

⇒  驱动器现在自动的在被两个限制先前定义的行程范围之内
执行运动。

关于该命令确定所有的预调整也是必须的，比如 P-0-0163, 针对自动控制
器调整的阻尼因数，P-0-0164, 针对自动控制器调整的应用，S-0-0092,
双向扭矩/扭力限制值 和 S-0-0259,  定位速度。

注释: 可能会发生在该命令执行的过程中的错误被信号用相应的讯息
通知

• C1801 启动需要驱动器使能

• C1802 电机反馈数据不正确

• C1803 惯量探测失败

• C1804 自动控制器设定失败

• C1805 行程范围不正确

• C1806 行程范围被超出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utomatic Setting of Axis Control"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62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制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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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63, 针对自动控制器调整的阻尼因数

通过改变 P-0-0163，操作员可以影响由自动的操作设定完成的控制环动力。

注释: P-0-0163 = 20: 最小动态

P-0-0163 = 0.5: 最大动态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utomatic Setting of Axis Control"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6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5 / 10,0 2,5

MPD: 0,5 / 10,0 2,5

MPH: 0,5 / 1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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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64, 针对自动控制器调整的应用

为了为自动控制环设定考虑应用有关的控制策略，一个选项列表为操作员
准备好，用它操作员可以选择想要得到的应用。例如，这允许完全关闭
I-部分，如果有必要的话，等等。

下列的数据是有关于速度环的。

P-0-0164 应用  I-
部分

P-
部分

0
刀具

� 好的负荷硬度  带 普通

1
步冲轮廓机

� 短的响应时间
不带,

Tn = 0ms 大

2

飞切装置
� 相关的非动力控制环设定 不带,

Tn = 0ms 普通

3
辊式进给装置

�非常高的负载惯量程度 带 大

4
装卸轴

� 振荡系统 带 小

Fig. 3-49: 速度环设定确定的应用

注释: 如果有必要，博世力士乐会扩展该表。

缺省值被设成刀具。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utomatic Setting of Axis Control"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64 - 硬件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4 0

MPD: 0 / 4 0

MPH: 0 /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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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65, 针对自动控制器调整的选择

通过选择相应的比特位，激活 (bit = 1) 或解除 (bit = 0) 各个自动控制环
设定的功能是有可能的。

下面的数字表明了可选项。

参数结构:

bit 15: 设定行程范围
0: 输入限制
1: 输入行程范围

bit 14:
0: 振动
1: 只是在一个方向运动

bit 7-13: 保留位

bit 6: 设定最大加速度

bit 5: 保留位

bit 4: 设定负载惯量

bit 3: 设定前馈

bit 2: 设定位置环

bit 1: 设定速度环

bit 0: 保留位

Fig. 3-50: 为自动控制器调整选择参数

例子:

缺省设定 (P-0-0165 = 0000 0000 0001 0110) 意味着:

• 负载惯量别确定

• 速度环被设定

• 位置环被设定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utomatic Setting of Axis Control"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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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6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22

MPD: --- / --- 22

MPH: --- /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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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66, 针对自动控制环调整的下极限

允许的范围（在此范围之内，轴可以在自动控制环通过命令 "P-0-0162" 设
定的过程中移动）通过以下被确定

• 一个下极限位置  "P-0-0166" 和

• 一个上极限位置 "P-0-0167"

这两个限制可以

• 被直接输入 (P-0-0165, bit 12 = 0)

• 或者它们根据一个定义的行程范围 "P-0-0169"，考虑在命令 C1800 开
始时的实际位置之后 (P-0-0165, bit 12 = 1) 被在内部计算出。

注释: 在命令 "C1800" 开始的时候，定义的行程范围被参数 P-0-0166
和 P-0-0167 校验。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utomatic Setting of Axis Control" 部分。

也可参阅针对 "C1805 Travel range invalid" 的排错手册。

也可参阅针对 "C1806 Travel range exceeded" 的排错手册。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6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3-146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0167, 针对自动控制环调整的上极限

允许的范围（在此范围之内，轴可以在自动控制环通过命令 "P-0-0162" 设
定的过程中移动）通过以下被确定

• 一个下极限位置 "P-0-0166" 和

• 一个上极限位置 "P-0-0167"

这两个限制可以

• 被直接输入 (P-0-0165, bit 12 = 0)

• 或者它们根据一个定义的行程范围 "P-0-0169"，考虑在命令 C1800 开
始时的实际位置之后 (P-0-0165, bit 12 = 1) 被在内部计算出。

注释: 在命令 "C1800" 开始的时候，定义的行程范围被参数 P-0-0166
和 P-0-0167 校验。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utomatic Setting of Axis Control" 部分。

也可参阅针对 "C1805 Travel range invalid" 的排错手册。

也可参阅针对 "C1806 Travel range exceeded" 的排错手册。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6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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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68, 将被参数化的最大加速度

当该功能已经被选择在 P-0-0165, 针对自动控制器调整的选项 (P-0-0165,
bit 6 =1)中时，在自动控制环设定中决定的最大加速度被输入在该参数中。

在第一次逼近时，该值对驱动器的总惯量（电机+负载）是反向成比例的，
并且对驱动器的尖峰扭矩直接成比例。

注释: P-0-0168 被用作针对定位块加速度的后续测定的推荐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utomatic Setting of Axis Control"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6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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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69, 针对自动控制器调整的行进距离

允许的范围（在此范围内，轴可以在自动控制环通过命令 "P-0-0162" 设
定的过程中移动）通过以下被确定

• 一个下极限位置 "P-0-0166"  和

• 一个上极限位置 "P-0-0167" 。

这两个限制可以

• 被直接输入  (P-0-0165, bit 12 = 0)

• 或者它们根据一个定义的行程范围 "P-0-0169"，考虑在命令 C1800 开
始时的实际位置之后 (P-0-0165, bit 12 = 1) 被在内部计算出。

- P-0-0166 = 起始位置 - P-0-0169/2

- P-0-0167 = 起始位置 + P-0-0169/2

注释: 在命令 "C1800" 开始的时候，定义的行程范围被参数 P-0-0166
和 P-0-0167 校验。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utomatic Setting of Axis Control"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69 - A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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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76, 扭矩/扭力命令平滑时间常数

同输入在该参数的时间常数一起，输入在 S-0-0080, 扭矩/扭力命令 中的
命令值依靠一个在扭矩控制模式中的低通过滤器被过滤。

注释: P-0-0176, 扭矩/扭力命令平滑时间 只在扭矩控制模式中起作
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orque/Force Control"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7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000 0

MPD: 0 / 1000 0

MPH: 0 / 1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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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77, 绝对编码器缓冲器 1 (电机编码器)

就一个绝对电机编码器，当前编码器数据在驱动器被关闭时被存储。已经
被存储的数据被显示在该参数中。它们被用来在驱动器被再次启动时，重
复位置初始化和监测（也可参见 P-0-0095, 针对电机编码器的绝对编码器
监测）。

已经被存储的数据被描绘在一个列表中，并且用户不能解释它们。数据被
服务使用，并且是为特别的诊断目的发展成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0095, Absolute encoder monitoring window for
motor encoder"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nitoring the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77 - 属性
功能: 参数 Editability: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Memory: RETAIN_KUNDE

格式: HEX Validity check: no

单位: -- Extreme value check: no

小数位: 0 Combination check: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Input min/max: Default value: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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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78, 绝对编码器缓冲器 2 (可选编码器)

就一个绝对可选（外部）编码器，当前编码器数据在驱动器被关闭时被
存储。已经被存储的数据被显示在该参数中。它们被用来在驱动器被再次
启动时，重复位置初始化和监测（也可参见 P-0-0096, 针对可选编码器的
绝对编码器监测）。

已经被存储的数据被描绘在一个列表中，并且用户不能解释它们。数据被
服务使用，并且是为特别的诊断目的发展成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0095, Absolute encoder monitoring window for
motor encoder"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nitoring the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7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RETAIN_KUNDE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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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79, 绝对编码器缓冲器 3 (测量编码器)

就一个测量电机编码器，当前编码器数据在驱动器被关闭时被存储。已经
被存储的数据被显示在该参数中。它们被用来在驱动器被再次启动时，重
复位置初始化和监测（也可参见 P-0-0095, 针对测量编码器的绝对编码器
监测）。

已经被存储的数据被描绘在一个列表中，并且用户不能解释它们。数据被
服务使用，并且是为特别的诊断目的发展成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0097, Absolute encoder monitoring window for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高级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7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RETAIN_KUNDE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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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80, 加速度前馈平滑时间常数

该参数允许过滤

• 双倍差分位置命令值  (循环位置控制)

• 差分速度命令值  (速度控制)

用第一顺序低通用来实现一个加速度前馈，该前馈消除系统的不适当的高幅
激励，甚至在不良位置或速度分辨率的情况下。因为双倍差分可以引起一个
高幅噪声前馈值，该前馈值被作为一个附加的扭矩命令值被依次加上。

DF0018v1.fh7

P-0-0040

+ +

x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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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om Fcom

S-0-0348

P-0-1126

P-0-0180

Fig. 3-51: 可参数化的过滤器瀑布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rive Control - Axis Control (Closed-Loop Oper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80 - 属性
功能: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制校验:    P3->P4

单位: u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0000 0

MPD: 0 / 10000 0

MPH: 0 / 1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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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85, 编码器 2 的控制字 (可选编码器)

在该参数中，关于编码器 2 (可选编码器) 作基本设置是有可能的: 

• 当它作为一个高速轴时，该轴编码器的监视器可以被设成无效，因此，
万一位置数据参考丢失的话，不会出现任何错误讯息或错误触发的反应
（高速时可能）。

• 当它作为一个直线轴的位置控制编码器，同时距离测量发生在旋转形式
中时，编码器相关的进给常数 P-0-0123, 进给常数 2（可选编码器）
已经被激活。

bit 0: 给进 2
0: 没有激活
1: 激活的

bit 1: 轴编码器监测器
0: 没有激活
1: 激活的

Fig. 3-52: P-0-0185 的各个比特位

注释: 只有可能激活 P-0-0185 提供的两个可能性中的一个，或者都不
激活！

注释: 如果编码器 2 作为一个控制编码器被使用的话，控制环可以依靠
它被关闭。所有使用外部编码器的操作模式都是有可能的。实际
位置值被包含在 S-0-0053, 位置反馈 2 的值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nitoring the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Wheel Mode/Hybrid Position Control"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8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yes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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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87, 位置命令处理模式

为了在“位置控制”模式中的急进自由运动，通过命令值通道传送位置命
令值被精细地插补。

依靠参数 P-0-0187，位置命令处理模式，选择接下的插补类型是有可能的:

• 直线精细插补 P-0-0187 = 0

• 立方逼近   P-0-0187 = 1

• 依照轮廓  P-0-0187 = 2 的立方精细插补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8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2 1

MPD: 0 / 2 1

MPH: 0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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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90, 控制部分的操作小时

该参数现实了驱动器控制部分的操作小时。依靠该参数，自装置交付以后
显示控制电子装置的总服役时间是有可能的。

如果一个 1 级诊断错误发生，该参数在此时间点的内容被存储在 P-0-0193,
操作部分的错误存储器操作小时 参数的第一位中。

注释: 该值以秒为单位被显示，并且在控制部分被存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Hours Count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9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RETAIN_GERAET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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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91, 功率部分的操作小时

该参数显示了自装置交付以后，功率部分的操作小时。这些操作小时是时
间，在这些时间内，驱动器在驱动器使能打开的情况下被操作。

注释: 该值以秒为单位被显示，并且在功率部分被存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Hours Count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9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RETAIN_GERAET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检验:    P2->P3

单位: 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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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92, 诊断号的错误存储器

当驱动器诊断出一个 1 诊断错误时，一个比特位设定在参数 S-0-0011,
1 级诊断 中。针对“1 级诊断中的错误”的比特位 13 因而被设定在驱动
器状态字中。

为了允许一个更详细的诊断

• 诊断号被显示在显示器上，并且，被存储在参数 S-0-0390, 诊断讯息号
中，

• 诊断的纯文本被存储在参数 S-0-0095, 诊断讯息 中，

• 各自的错误号被存储在参数 P-0-0009, 错误号 中。

属于错误，并且显示在 S-0-0390, 诊断讯息号 中的诊断号，同样也存储在
P-0-0192, 错误存储器的诊断号 中。

以堆栈的形式，该参数包含，以时间先后为顺序，最后发生的 50 个错误的
诊断号。最后发生的错误被输入在栈顶。

在错误被监测到时候，P-0-0190, 操作小时控制部分 参数的计数以同样的
顺序被存储在 P-0-0193, 控制部分的错误存储器操作时间 参数中。

注释: 该参数被存储在控制部分上。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rror Memory (Power Section and Control Section)"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9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ON_BOARD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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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93, 控制部分的错误存储器操作小时

当驱动器诊断出一个 1 诊断错误时，一个比特位设定在参数 S-0-0011,
1 级诊断 中。针对“1 级诊断中的错误”的比特位 13 因而被设定在驱动
器状态字中。

为了允许一个更详细的诊断

•  诊断号被显示在显示器上，并且，被存储在参数 S-0-0390, 诊断讯息号
中，

• 诊断的纯文本被存储在参数 S-0-0095,  诊断讯息 中，

• 各自的错误号被存储在参数 P-0-0009, 错误号 中。

在错误被监测到时候，P-0-0190, 操作小时控制部分 参数的计数被存储在
P-0-0193, 控制部分的错误存储器操作时间 参数中。

以堆栈的形式，该参数包含，以时间先后为顺序，最后发生的 50 个错误的
诊断号。最后发生的错误被输入在栈顶。

属于错误，和 S-0-0390, 诊断讯息号 一致的诊断号被以相同顺序存储在
P-0-0192, 错误存储器的诊断号 参数中。

注释: 该参数被存储在控制部分上。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rror Memory (Power Section and Control Section)"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9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ON_BOARD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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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95, 保持数据的 IDN 列表 (设备的更换)

该列表包含了那些参数的 IDNs，那些参数的值为不使用多媒体卡 (MMC)
的前提下更换设备被需要。

排列在 "P-0-0195" 的 IDNs 的参数值

• 可以在一个有缺陷的控制器被更换之后被装载，并且

• 在驱动器被更换之前必须被直接保存！

否则，目标位置，绝对值编码器等等的当前参数值被会引起不正确的驱动器
行为的旧值覆盖掉！

CAUTION

Property damage caused by errors when
controlling motors and moving parts!

⇒ 在依照保持数据的 IDN 列表 (P-0-0195) 载入参数值
以后，检验实际位置值和当前目标位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Notes on How to Replace the Devic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9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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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96, 建立日期和时间

驱动器固件的构造日期和构造时间可以从作为一个文本的此参数中读取。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stem Overview"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高级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19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ASCII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小: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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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02, 差值探头值 1

该参数现实了 S-0-0130, 探头 1 上升沿和 S-0-0131, 探头 1 下降沿
之间的差值的绝对值。该值在一个新探头 1 正向或反向值被检测
到时总是被计算。

当确定 P-0-0202 时，你必须区分有限行程范围轴和无限行程范围轴:

• 用有限行程范围的轴（例如，直线轴，绝对位置数据格式）

P-0-0202 = | S-0-0130 – S-0-0131 |

Fig. 3-53: 为用有限行程范围的轴计算 P-0-0202 

• 用无限行程范围的轴（例如，旋转轴，以模数格式的位置数据）。在此
情况下，该值被限制到 S-0-0103, 模数值 的一半。P-0-0202 的计算
取决于探头差值的绝对值：

P-0-0202 = | S-0-0130 – S-0-0131 |

Fig. 3-54: 为用无限行程范围的轴计算 P-0-0202 ，如果 | S-0-0130 –
S-0-0131 | <= (S-0-0103 / 2)

P-0-0202 = || S-0-0130 – S-0-0131 | – S-0-0103 |

Fig. 3-55: 为用无限行程范围的轴计算 P-0-0202 ，如果 | S-0-0130 –
S-0-0131 | > (S-0-0103 / 2)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0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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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03, 差值探头 2

该参数现实了 S-0-0132, 探头 2 上升沿和 S-0-0133, 探头 2 下降沿
之间的差值的绝对值。该值在一个新探头 2 正向或反向值被检测
到时总是被计算。

当确定 P-0-0203 时，你必须区分有限行程范围轴和无限行程范围轴:

• 用有限行程范围的轴（例如，直线轴，绝对位置数据格式）

P-0-0203 = | S-0-0132 – S-0-0133 |

Fig. 3-56: 为用有限行程范围的轴计算 P-0-0203 

• 用无限行程范围的轴（例如，旋转轴，以模数格式的位置数据）。在此
情况下，该值被限制到 S-0-0103, 模数值 的一半。P-0-0203 的计算
取决于探头差值的绝对值。 

P-0-0203 = | S-0-0132 – S-0-0133 |

Fig. 3-57: 为用无限行程范围的轴计算 P-0-0203 如果 | S-0-0132 –
S-0-0133 | <= (S-0-0103 / 2)

P-0-0203 = || S-0-0132 – S-0-0133 | – S-0-0103 |

Fig. 3-58: 为用无限行程范围的轴计算 P-0-0203 如果 | S-0-0132 –
S-0-0133 | > (S-0-0103 / 2)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020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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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04, 激活探头的开始位置

“期待窗口”的下限被设定在该参数中。该“期待窗口”限制了一个轴或
心轴的位置范围，在该范围之内，探头边缘引起测量值被探测。

该“期待窗口”必须在 P-0-0226, 探头, 扩展控制字 中被激活。此外，
设定“期待窗口”将为那一个探头起作用也是有必要的。

注释: “期待窗口”不能和“时间测量”一起被使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0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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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05, 探头的结束位置

“期待窗口”的上限被设定在该参数中。该“期待窗口”限制了一个轴或
心轴的位置范围，在该范围之内，探头边缘引起测量值被探测。

该“期待窗口”必须在 P-0-0226, 探头, 扩展控制字 中被激活。此外，
设定“期待窗口”将为那一个探头起作用也是有必要的。

注释: “期待窗口”不能和“时间测量”一起被使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0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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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10, 模拟量输入 1

在模拟量输入 1 当前提供的输入电压可以被读取并且依靠该参数以伏特为
单位被显示出来。

该参数内容可以，例如，

• 在驱动器  PLC 直接被处理

• 被循环的传送到控制单元

• 或者被分配到一个内部驱动器参数中  (分配 A 或 B)

注释: 该值在位置控制器时钟内被更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terfac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1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V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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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12, 模拟输入, 可分配参数的列表

该列表包含了可以被输入在 P-0-0213, 模拟输入, 分配 A, 目标参数 和
P-0-0236, 模拟输入, 分配 B, 目标参数 中的参数的 IDNs。

这些参数为分配一个模拟量输入值是可用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terfac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1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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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13, 模拟量输入, 分配 A, 目标参数

在该参数中，某个参数的 IDN 被输入，一个对应在各自模拟量输入电压的
值被写入这个参数。缩放比例通过 P-0-0214, 模拟量输入，分配 A，缩放
比例每 10V 满程 被生成！

注释: 只有那些被包含在 P-0-0212, 模拟量输入，可分配参数的列表
中的 IDNs 可以被输入在 P-0-0213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terfac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1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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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14, 模拟量输入, 分配 A, 缩放比例每 10V 满程

依靠此参数，为分配 A 的模拟量输入(每10 V值的缩放比例)被缩放。

单位，小数位和数据类型由分配在 P-0-0213, 模拟量输入, 分配 A, 目标参数
中的参数决定。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terfac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1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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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15, 模拟量输入, 分配 A, 0V 时的信号值

在该参数中为分配 A 的模拟量输入的参考(和在模拟量输入的 0 V 电压一致
的值) 被确定。这样允许为分配 A 在模拟量输入时，修正电压的一个可能
的偏置。

单位，小数位和数据类型由分配在 P-0-0213, 模拟量输入, 分配 A, 目标参数
中的参数决定。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terfac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1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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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16, 模拟量输入, 分配 A, 死区

依靠该参数，为模拟量输入电压（分配 A），定义一个被驱动控制器解释
成为 0 V 电压值的值的一个范围。

“死区”是一个关于 0 V 对称的范围。输入在 P-0-0216, 模拟量输入,分配
A, 死区 中的值是正向和反向限制值。

所有绝对值小于 P-0-0216 中的值的输入电压值被控制器视为等同于输入
压 0 V。这允许抑制输入电压信号的噪音等级！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terfac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1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V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10,000 0,000

MPD: 0,000 / 10,000 0,000

MPH: 0,000 / 1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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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17, 模拟量输入 1, 时间常数输入过滤器

模拟量输入 1 可以通过一个数字低通过滤器被驱动器固化软件读取。这个
过滤器的限制频率被该参数设定，如果有必要的话，该过滤器也可以被解
除。

 flimit = 1000 / (2 * π * Tinput.)

flimit: 限制频率，单位 Hz
Tinput.: 输入过滤器的时间常数，单位 ms

Fig. 3-59: 计算模拟量输入过滤器的限制频率

性能 (P-0-0556)   输入过滤器 Tinput in µs

解除 500 µs标准 (bit 2 = 0)
激活 >500 µs
解除 250 µs高级 (bit 2 = 1)
激活 >250 µs

Fig. 3-60: 模拟量过滤器的设定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terfac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1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250 / 60,000 0,250

MPD: 0,250 / 60,000 0,250

MPH: 0,250 / 60,000 0,250

P-0-0218, 模拟量输入, 控制参数

该参数为以下目的被使用

• 为了控制命令“模拟量输入调节”

• 为了为“分配模拟量通道 A”或“分配模拟量通道 B”分配模拟量
通道

• 为选择电流输入或电压输入

• 为选择测量范围

• 为在电线损坏的情况下选择反应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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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 No. 重要性

0 和 1 “模拟量输入调节”命令的内容

由于命令 P-0-0220, C2800 模拟量输入调节命令 的两次连续执行，自动地设定电压的缩放比例
或在模拟量输入处的电流和 0 V 或 0 mA 的参考值是有可能的。

Bit #0, P-0-0218  控制命令 "模拟量输入调整" 确定 缩放比例 [1/10V] resp. [1/20mA]
还是 在 0V resp. 0mA 的信号值。

分配一个定义的命令值到一个应用的模拟量输入电压或电流，根据 P-0-0218 的值:

• 0: 为  "命令值 = 0" 测量电压

• 1: 为  "命令值 = P-0-0219" 测量电压

通过 bit #1 ，要被调整的分配被选择。

• bit #1 = 0: 分配 A 的调整, 为参数 P-0-0214 和 P-0-0215 的值被决定

• bit #1 = 1: 分配 B 的调整, 为参数 P-0-0237 和 P-0-0238 的值被决定

注释: 为被 P-0-0218 分配的命令值，各自的电压或电流必须已经在命令执行的过程中在
模拟量输入处被应用。

4 到 7 分配模拟通道 A, 模拟量输入的选择

为分配 A 的模拟量输入是:

bit #4 to #7 = 0000: 模拟量通道 1

bit #4 to #7 = 0001: 模拟量通道 2 (只是针对控制部分 CSB01.1N-FC-...(BASIC OPENLOOP) 或
CSB01.1N-AN-...(BASIC ANALOG))

bit #4 to #7 = 0010: 模拟量通道 3

bit #4 to #7 = 0011: 模拟量通道 4

8 到 11 分配模拟通道 B, 模拟量输入的选择

为分配 B 的模拟量输入是:

bit #8 to #11 = 0000: 模拟量通道 1

bit #8 to #11 = 0001: 模拟量通道 2 (只是针对控制部分 CSB01.1N-FC-...(BASIC OPENLOOP) 或
CSB01.1N-AN-...(BASIC ANALOG))

bit #8 to #11 = 0010: 模拟量通道 3

bit #8 to #11 = 0011: 模拟量通道 4

12 (only for control section CSB01.1N-FC-...(BASIC OPENLOOP))

确定要被模拟量输入评估的信号的种类:

0 = 电压信号

1 = 电流信号

13 (只是针对控制部分 CSB01.1N-FC-...(BASIC OPENLOOP))

为模拟量输入的测量范围的设定:

0 = 0..+-10V or 0..+20mA (基本型)

1 = +2..+10V or +4..+20mA (电线损坏保护可能!)

14 (只是针对控制部分 CSB01.1N-FC-...(BASIC OPENLOOP))

为在电线破裂保护激活时确定诊断讯息的类型
(bit 13 = 1):

0 = 报警 E2270

1 = 错误 F2270

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terface"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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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1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yes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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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19, 模拟输入, 调整的最大值

该参数使为确定以下参数的值的一个定义命令成为可用

• P-0-0214, 模拟量输入,分配 A, 缩放比例每 10V 满程，或

• P-0-0237, 模拟量输入,分配 B, 缩放比例每 10V 满程

依靠

• P-0-0218, 模拟量输入, 控制参数

• P-0-0219, 模拟量输入, 为调整的最大值

• P-0-0220, C2800 模拟量输入调整命令

实现一个零点和为各自选择的模拟量输入（比较 P-0-0218）的增益调节是
有可能的。

依靠命令 C2800 ，针对以下的值

• P-0-0214, 模拟量输入,分配 A, 缩放比例每 10V 满程，和

• P-0-0215, 模拟量输入,分配 A, 0V 时的信号值

或

• P-0-0237, 模拟量输入, 分配 B, 缩放比例每 10V 满程，和

• P-0-0238, 模拟量输入,分配 B, 0V 时的信号值

被自动的确定和储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terfac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1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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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20, C2800 模拟量输入调整命令

依靠该参数，联合

• P-0-0218, 模拟量输入, 控制参数

• P-0-0219, 模拟量输入, 为调整的最大值

实现一个零点和为各自选择的模拟量输入（比较 P-0-0218）的增益调节是
有可能的。

因此，针对分配 A 的值 (比较 P-0-0218, bit 1 = 0):

• P-0-0214, 模拟量输入,分配 A, 缩放比例每 10V 满程

• P-0-0215, 模拟量输入,分配 A, 0V 时的信号值

或针对分配 B 的值 (比较 P-0-0218, bit 1= 1):

• P-0-0237, 模拟量输入, 分配 B, 缩放比例每 10V 满程

• P-0-0238, 模拟量输入,分配 B, 0V 时的信号值

被自动的确定和储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terfac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20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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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22, 行程范围限制开关输入

在该参数中，行程范围限制开关输入的信号被显示。它被用来诊断行程范
围限制开关输入。

bit 0: 信号 "信号开关 +"
0: 0 V
1: +24 V

bit 1: 信号 "信号开关 -"
0: 0 V
1: +24 V

P-0-0222, 行程范围限制开关输入

Fig. 3-61: P-0-0222, 行程范围限制输入 的各个比特位

注释: 当行程范围限制开关被激活时，控制部分的各个数字输入必须已
经通过P-0-0300 和 P-0-0301被分配到P-0-0222 的各个比特位
位上。这被当作缺省设定被实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 Limitation/Travel Range Limit Switch"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2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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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23, E-Stop 输入

E-Stop 输入的状态被映射在该参数中。该参数可以被用来检验 E-Stop 输
入或作为一个通讯程序的可视工具。

P-0-0223, E-Stop 输入

bit 0: E-Stop 输入的状态
0: 激活 (0 V)
1: 不激活 (+24 V)

Fig. 3-62: 参数 P-0-0223, E-Stop 输入的结构

为了驱动器的正常操作，24 V 必须被提供在硬件输入处。

当激活 E-Stop 功能时，该参数的比特 0 必须被分配给一个数字量输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op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2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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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24, 探头, 标记故障号

为探头定义一个期待窗口是有可能的，用来评估探头范围已经在该窗
口之内。

由于激活了期待窗口，一个“触发故障监测器”可以在，当期待窗口在没
有探头时间和 P-0-0224, 探头，标记故障号 的增量内容的情况下被通
过时，被注册的 P-0-0226, 探头，扩展控制字 中被激活

"P-0-0224" 的内容被再次设为 "0"，如果

• 一个测量值触发在期待窗口中被探测到，

• S-0-0170, 探头循环程序命令 被启动，或

• 探头使能被设定在 S-0-0405, 探头 1 使能 或 S-0-0406, 探头 2
使能。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2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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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26, 探头, 扩展控制字

在该参数中，激活所有厂商特殊的探头功能的特性是有可能的。探头
功能的 SERCOS 特殊特性通过参数 S-0-0169, 探头控制参数 被激活。

bit 0: 带期待窗口的测量法的激活

0: 不带期待窗口
1: 带期待窗口

bit 1: 标记故障监测器的激活

0: 故障监测器关闭
1: 故障监测器打开

bit 2: 时间测量法的激活

0: 选择信号的测量法
1: 时间测量法

bit 3: 探头选择
0: 扩展控制字对探头 1 有效

1: 扩展控制字对探头 2 有效

Fig. 3-63: P-0-0226, 探头, 扩展控制字

下面的部分包含了关于上面提到的比特位的详细资料！ 

此功能性在比特位 0/1/2 之前可以通过比特位 3 被指派给一个探头。

•  bit 3 = 0 → 比特位对探头 1 有效

•  bit 3 = 1 → 比特位对探头 2 有效

如果该比特位已经被设定成 "1"，相对时间测量法发生在一个选择边缘出现
时。先前选择的信号被忽略。bit 2 = 0 的参数信息被忽略！

该比特只有在比特 bit 0 已经被设为 "1" 时是相关的。

•  Bit 1 = 0 意味着没有执行的故障监测器。这表示，如果选择信号超越了
期待窗口，并且没有至少一个选择边缘已经发生的话，参数 P-0-0224,
探头，标记故障号 不会逐一增加。

• Bit 1 = 1 意味着有执行的故障监测器。这表示，如果选择信号超越了
期待窗口，并且没有至少一个选择边缘已经发生的话，参数 P-0-0224,
探头，标记故障号 逐一增加。

Bit 3: 探头选择

Bit 2: 时间测量法的激活

Bit 1: 标记故障监测器的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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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bit 0 ，激活一个期待窗口（在这个期待窗口内，选择边缘为了被探测
到必须发生）是有可能的。该期待窗口被定义在参数 P-0-0204, 激活探头
的开始位置和 P-0-0205, 激活探头的结束位置。

• 由于 bit 0 = 0，期待窗口被解除。

• 通过设定比特 0 到 "1" 期待窗口被激活。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be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和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2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Bit 0: 带期待窗口的测量法的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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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27, 凸轮轴轮廓, 访问角度

由于该参数，在“凸轮轴”模式中，使计算出的针对当前凸轮轴轮廓的访
问角度被显示是有可能的。桌面访问角度的计算同步于作为结果的主轴位
置 (P-0-0775)。

“凸轮轴轮廓访问角度”是从 P-0-0776, 有效的主轴位置 减去 P-0-0061,
轮廓角度偏置起始 加上 P-0-0085, 动态角度偏置 部分生成的。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2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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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28, 模拟量输入 3

在模拟量输入 3 提供的当前输入电压可以被读取，并且依靠该参数以伏特
为单位被显示。

该参数的内容可以被，例如，

• 在驱动器 PLC 内直接被处理

• 循环的传送到控制单元

• 或者指派给一个内部驱动器参数  (分配 A 或 B)

注释: 该值在位置控制器时钟内被更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terfac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2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V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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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29, 模拟量输入 4

在模拟量输入 4 提供的当前输入电压可以被读取，并且依靠该参数以伏特
为单位被显示。

该参数的内容可以被，例如，

• 在驱动器 PLC 内直接被处理

• 循环的传送到控制单元

• 或者指派给一个内部驱动器参数 (指派 A 或 B)

注释: 该值在位置控制器时钟内被更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terfac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2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V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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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32, 模拟量输入 3, 时间常数输入过滤器

模拟量输入 3 可以通过一个数字低通滤波器被驱动器固件读取。这个滤波器
的限制频率被该参数设定，如果有需要的话，该过滤器也可以被解除。

 flimit = 1000 / (2 * π * Tinput)

flimit:  限制频率，单位 Hz
Tinput: 输入过滤器的时间常数，单位 ms

Fig. 3-64: 计算模拟量输入过滤器的限制频率

性能 (P-0-0556)   输入过滤器 Tinput in µs

不激活  500 µs基本型 (bit 2 = 0)
激活  >500 µs
不激活  250 µs高级型 (bit 2 = 1)
激活  >250 µs

Fig. 3-65: 设定模拟量输入过滤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terfac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3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250 / 60,000 0,250

MPD: 0,250 / 60,000 0,250

MPH: 0,250 / 60,000 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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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33, 模拟量输入 4, 时间常数输入过滤器

模拟量输入 4 可以通过一个数字低通滤波器被驱动器固件读取。这个滤波器
的限制频率被该参数设定，如果有需要的话，该过滤器也可以被解除。

 fgrenz = 1000 / (2 * π * TEing.)

flimit:  限制频率，单位 Hz
Tinput: 输入过滤器的时间常数，单位 ms

Fig. 3-66: 计算模拟量输入过滤器的限制频率

性能 (P-0-0556)   输入过滤器 Tinput in µs

inactive 500 µsstandard (bit 2 = 0)
active >500 µs
inactive 250 µshigh (bit 2 = 1)
active >250 µs

Fig. 3-67: 设定模拟量输入过滤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terfac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3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250 / 60,000 0,250

MPD: 0,250 / 60,000 0,250

MPH: 0,250 / 60,000 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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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36, 模拟量输入, 分配 B, 目标参数

在该参数中，某个参数的 IDN 被输入，一个对应在各自模拟量输入电压的
值被写入这个参数。缩放比例通过 P-0-0237, 模拟量输入，分配 B，缩放
比例每 10V 满程 被生成！

注释: 只有那些被包含在 P-0-0212, 模拟量输入，可分配参数的列表 
中的 IDNs 可以被输入在 P-0-0236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terfac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3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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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37, 模拟量输入, 分配 B, 缩放比例每 10V 满程

依靠此参数，为分配 B 的模拟量输入(每 10 V 值的缩放比例)被缩放。

单位，小数位和数据类型由分配在 P-0-0236, 模拟量输入,分配 B,目标参数
中的参数决定。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terfac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3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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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38, 模拟量输入, 分配 B, 0V 时的信号值

在该参数中为分配 B 的模拟量输入的参考(和在模拟量输入的 0 V 电压一致
的值) 被确定。这样允许为分配 B 在模拟量输入时，修正电压的一个可能
的偏置。

单位，小数位和数据类型由分配在 P-0-0236, 模拟量输入, 分配 B, 目标参数
中的参数决定。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terfac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3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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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39, 模拟量输入, 分配 B, 死区

依靠该参数，为模拟量输入电压（分配 B），定义一个被驱动控制器解释
成为 0 V 电压值的值的一个范围。

“死区”是一个关于 0 V 对称的范围。输入在 P-0-0239, 模拟量输入,分配
B, 死区 中的值是正向和反向限制值。

所有绝对值小于 P-0-0239 中的值的输入电压值被控制器视为等同于输入
压 0 V。这允许抑制输入电压信号的噪音等级！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terface"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39 - 硬件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V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10,000 0,000

MPD: 0,000 / 10,000 0,000

MPH: 0,000 / 1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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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40, C1700 命令测量轮模式

由于 P-0-0240, C1700 命令测量轮模式，混合位置控制被激活。驱动器
转换位置控制，从用一个编码器控制到混合位置控制 (使用两个编码器)。

该命令只有在操作状态准备好时可被启动。此外，必须有两个编码器可用，
并且，混合位置控制必须还没有被激活。

如果这些状态中的一个还没有被满足，一个错误讯息（命令错误）被生成。
如果该命令没有被清除，它保持激活知道驱动器被关闭或者状态 phase 
降低。

由于混合位置控制，电机和测量轮编码器的位置差值被加到，在驱动器
电机和材料之间补偿可能的事故滑动的电机编码器的实际位置值上。

注释: 当该命令开始时，到轴的两个编码器的位置数据参考被清除。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Wheel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40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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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41, 混合位置控制的实际位置平滑时间常数

针对混合位置控制（例如，测量轮控制），编码器 2（例如，可选编码器）
和编码器 1（例如，电机编码器）之间的差值的实际位置值通过一个带输入
在这个参数的时间常数的第一顺序低通被过滤。 

注释: 该过滤器可以通过写入“0”值到该参数被解除。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Wheel Mode/Hybrid Position Control"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4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 / 655,35 0,00

MPD: 0,00 / 655,35 0,00

MPH: 0,00 / 655,3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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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42, 当前实际滑动值，单位 %

该参数显示了在混合位置控制的情况下，电机编码器 (S-0-0051) 和外部
编码器 (S-0-0053) 的实际值的当前发生的背离。

它有关于

• 一个测量轮的旋转，如果“给进常数 2”在参数 P-0-0185 中激活的话
（典型例子：测量轮是测量线性横给进）

• 外部编码器的一个旋转，如果“给进常数2”在参数 P-0-0185 中没有被
激活的话（编码器是测量旋转横给进）。

注释: 在初始化的过程中，值“0”被写入该参数。该参数的值在混合
位置控制完成以后同样被保持。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Wheel Mode/Hybrid Position Control"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4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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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43, 最大发生的实际滑动值，单位 %

该参数存储了已经发生在电机编码器和缉获了测量轮模式的测量轮编码器
的实际位置值之间的最大滑动值 (%)。实际滑动值被显示在 P-0-0242, 电流
实际滑动值，单位 % 中。

注释: 在初始化的过程中，值“0”被写入该参数。该参数的值在混合
位置控制完成以后同样被保持。值“0”可以被写入该参数，用
来重新激活最大值存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Wheel Mode/Hybrid Position Control"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4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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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44, 滑动监测窗口，单位 %

该参数的值定义了指甲在在混合位置控制的情况下电机编码器 (S-0-0051)
和外部编码器 (S-0-0053) 的实际位置值的最大允许背离，相关于一个测量
轮旋转 (%)。

当该值超过了 F2036 过多的位置反馈误差 时，错误讯息被生成。该监测器
只为混合位置控制（测量轮模式）激活。

注释: 该监测器可以通过写入值“0”到该参数被关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Wheel Mode/Hybrid Position Control"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24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 / 2000,0 0,0

MPD: 0,0 / 2000,0 0,0

MPH: 0,0 / 20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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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00, 数字 I/Os, 分配列表

依靠该列表参数，参数的 IDNs 被分配个在控制部分的连接器 X31, X32, 
X33 和 X11 的插脚。

为完全的定义输入和输入信号，为列表参数的每一个指出将被作为一个数
字电压值输出或在其之上一个数字信号将起到一个开关的效果的比特位的
号是有必要的。

各个比特被定义在 P-0-0301,  数字 I/Os, 比特号 中。

注释: 描述的缺省分配可以为单独的需要被调整。IDN S-0-0000 表示
“没有分配”！

列表行
no.

引脚
no.

指定 缺省
IDN
分配在
P-0-0300
中

意义  定义
bit
分配
在
P-0-
0301

定义的
方向
分配在
P-0-0302
中

1 X31/1,
2

Rel.1 P-0-0861
P-0-0115

Bb (HCS devices)
Bb (HMS, HMD)

9
0

1
1

2 X31/3 I1 S-0-0099 复位 等级 1
诊断 1

0 0

3 X31/4 I2 P-0-4028 驱动器使能 15 0
4 X31/5 I3 P-0-0222 限制开关 + 0 0
5 X31/6 I4 P-0-0222 限制开关 - 1 0
6 X31/7 I5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0 0
7 X11/

1,2,3
Rel. 2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继电器接触)
0 1

8 X11/
4.50.6

Rel. 3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继电器接触)

0 1

9 X32/6 I8 P-0-0223 E-Stop 0 0
10 X32/7 I9 P-0-4028 驱动器停止 13 0
11 X32/8 I10 P-0-0115 准备好 1 1
12 not

con.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0 0

Fig. 3-68:    在基本开环和 FWA-MPB02VRS 的情况下，为到终端带 X31, X32 和
X11 的引脚的 IDNs  的缺省分配的列表。

注释: 输入到一个参数 IDN（例如，S-0-0036, 速度命令值）的模拟
量命令值的分配在 P-0-0213 或 P-0-0236, 模拟量输入，分配
A 或 B, 目标参数 中发生。

基本的开环设备
 (基于 CSB01.1N-FC-...)

基于 FWA-INDRV-MPB02V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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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行
no.

引脚 no. 指定 缺省
IDN
分配在
P-0-0300
中

意义  定义
bit
分配在
P-0-
0301

定义的
方向
分配在
P-0-0302
中

1 X31/1,2 Rel.1 P-0-0861
P-0-0115

Bb (HCS dev.)
Bb (HMS, HMD)

9
0

1
1

2 X31/3 I1 S-0-0099 复位 等级 1
诊断 1

0 0

3 X31/4 I2 P-0-4028 驱动器使能 15 0
4 X31/5 I3 P-0-0222 限制开关 + 0 0
5 X31/6 I4 P-0-0222 限制开关 - 1 0
6 X31/7 I5 S-0-0400 回零开关 0 0
7 not con.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0            0
8 not con.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0 0
9 X32/6 IO8 P-0-0223 E-Stop 0 0
10 X32/7 IO9 P-0-4028 驱动器停止 13 0
11 X32/8 IO10 P-0-0115 准备好 1 1
12 X32/9 IO11 P-0-0115 警告 2 1

Fig. 3-69:   在基本的模拟量设备和 FWA-MPB02VRS 的情况下，为到终端带 X31
X32 和 X11 的引脚的 IDNs 的缺省分配的列表。

注释: 输入到一个参数 IDN（例如，S-0-0036, 速度命令值）的模拟
量命令值的分配在 P-0-0213 或 P-0-0236, 模拟量输入，分配
A 或 B，目标参数 中发生。

基本的模拟量设备
 (基于 CSB01.1N-AN-...)

基于 FWA-INDRV-MPB02V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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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行
no.

引脚 no. 指定 缺省
IDN
分配在
P-0-0300
中

意义  定义
bit
分配在
P-0-
0301

定义的
方向
分配在
P-0-0302
中

1 X31/1,2 Rel.1 P-0-0861
P-0-0115

Bb (HCS dev.)
Bb (HMS, HMD)

9
0

1
1

2 X31/3 I1 S-0-0401  探头 1 0 0
3 X31/4 I2 S-0-0000

S-0-04021)
(w/o 定义的分配)
探头 21)

0 0

4 X31/5 I3 P-0-0222 限制开关 + 0 0
5 X31/6 I4 P-0-0222 限制开关 - 1 0
6 X31/7 I5 S-0-0400 回零开关 0 0
7 not con.

X32/42)
-
�������

 -
S-0-0000

-
(w/o 定义的分配)

0 0

8 not con.
X32/52)

-
�������

-
S-0-0000

-
(w/o 定义的分配)

0 0

9 X32/6 IO8 P-0-0223 E-Stop 0 0
10 X32/7 IO9 S-0-0000 0 0
11 X32/8 IO10 S-0-0000 0 0
12 not con.

X32/92)
-
IO11

-
S-0-0000

-
(w/o 定义的分配)

-
0

-
0

1) 
只是为基于 FWA-MPH02VRS 的高级型设备, 对于其它设备不带缺省的分配！

    
2) 

只是为基于 FWA-MPH02VRS 的高级型设备, 对于其它设备，该中断不被连接，
    也就是说，分配是不可能的！

Fig. 3-70:    在基本的模拟 SERCOS，基本 PROFIBUS，基本 UNIVERSAL, 高级

型设备和 FWA-MPB02VRS 或 MPH02VRS 的情况下，为到终端带

X31，X32 和 X11 的引脚的 IDNs 的分配的列表。

注释: 输入到一个参数 IDN（例如，S-0-0036, 速度命令值）的模拟
量命令值的分配在 P-0-0213 或 P-0-0236, 模拟量输入，分配
A 或 B，目标参数 中发生。

基本 SERCOS 设备
(CSB01.1N-SE-...)

 和基本 PROFIBUS 设备
 (CSB01.1N-PB-...)

和基本通讯设备
 (CSB01.1C -..., 不带主通讯 "PL")

基于 FWA-INDRV-MPB02VRS

高级型设备
(CSH01.1C-..-..., 不带主通讯 "PL")

基于 FWA-INDRV-MPH02V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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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行
no.

引脚 no. 指定 缺省
IDN
分配在
P-0-0300
中

意义  定义
bit
分配
在
P-0-
0301

定义的
方向
分配在
P-0-
0302
中

1 X31/1,2 Rel.1 P-0-0861
P-0-0115

Bb (HCS dev.)
Bb (HMS, HMD)

9
0

1
1

2 X31/3 I1 P-0-4057 定位块,
输入连接的块
1

0 0

3 X31/4 I2 P-0-4057 定位块,
输入连接的块
2

1 0

4 X31/5 I3 P-0-0222 限制开关 + 0 0
5 X31/6 I4 P-0-0222 限制开关 - 1 0
6 X31/7 I5 S-0-0400 回零开关 0 0
7 not con.

X32/41)
-
�������

 -
S-0-0000

-
(w/o 定义的分配)

0 0

8 not con.
X32/51)

-
�������

-
S-0-0000

-
(w/o 定义的分配)

0 0

9 X32/6 IO8 P-0-0223 E-Stop 0 0
10 X32/7 IO9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0 0
11 X32/8 IO10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0 0
12 not con.

X32/91)
-
IO11

-
S-0-0000

-
(w/o 定义的分配)

-
0

-
0

1) 
只是为基于 FWA-MPH02VRS 的高级型设备, 对于其它设备，该中断不被连接，

   也就是说，分配是不可能的！

Fig. 3-71:    在基本的模拟 SERCOS，基本 PROFIBUS，基本 UNIVERSAL,和
高级型设备和 FWA-MPB02VRS 或 MPH02VRS 的情况下，为到终

端带 X31，X32  的引脚的 IDNs 的分配的列表。

注释: 主设备侧的控制信号和命令值通过平行接口 (X15) 被输入！

注释: 模拟量输入到参数 IDN 的分配在 P-0-0213 或 P-0-0236, 模拟量
输入，分配 A 或 B，目标参数 中发生。

基本型通用设备
 (CSB01.1C –PL-...)

基于 FWA-INDRV-MPB02VRS

高级型设备
(CSH01.1C-PL-...)

基于 FWA-INDRV-MPH02V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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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值 IDN
分配在

P-0-0300

缺省比特
分配在
P-0-0301

缺省比特
分配在
P-0-0302

列表行
No.

引脚 no. 指定

轴 1 轴 2

意义

轴 1 轴 2 轴 1 轴 2
1 X31/1,2 Rel.1 P-0-0861

P-0-0115
P-0-0861
P-0-0115

Bb (HCS devices)
Bb (HMS, HMD)
轴 1 和 2

9
0

9
0

1
1

1
1

2 X31/3 I1 S-0-0401 S-0-0000 探头 1, 轴 1 0 0 0 0
3 X31/4 I2 S-0-0000 S-0-0401 探头 1, 轴 2 0 0 0 0
4 X31/5 I3 P-0-0222 S-0-0000 限制开关 +

轴 1
0 0 0 0

5 X31/6 I4 P-0-0222 S-0-0000 限制开关 -
轴 1

1 0 0 0

6 X31/7 I5 S-0-0400 S-0-0000 回零开关
轴 1

0 0 0 0

7 X32/4 ������� S-0-0000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0 0 0 0

8 X32/5 ������� S-0-0000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0 0 0 0

9 X32/6 IO8 P-0-0223 P-0-0223 E-Stop
轴 1 和 2

0 0 0 0

10 X32/7 IO9 S-0-0000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0 0 0 0
11 X32/8 IO10 S-0-0000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0 0 0 0
12 X32/9 IO11 S-0-0000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0 0 0 0
13 X33/1 I12 S-0-0000 P-0-0222 限制开关 +

axis 2
0 0 0 0

14 X33/2 I13 S-0-0000 P-0-0222 限制开关 -
axis 2

0 1 0 0

15 X33/3 I14 S-0-0000 S-0-0400 回零开关
axis 2

0 0 0 0

16 X33/4 I15 S-0-0000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0 0 0 0
17 X33/5 I16 S-0-0000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0 0 0 0
18 X33/6 I17 S-0-0000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0 0 0 0
19 X34/1 I18 S-0-0000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0 0 0 0
20 X34/2 I19 S-0-0000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0 0 0 0
21 X34/3 I20 S-0-0000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0 0 0 0
22 X34/4 I21 S-0-0000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0 0 0 0
23 X34/5 I22 S-0-0000 S-0-0000 (w/o 定义的分配) 0 0 0 0

Fig. 3-72: 在基本的模拟量设备和 FWA-MPD02VRS 的情况下，为到终端带 X31, X32 和X33, X34 的引脚的 IDNs 的分配

的列表。

基本双轴型设备
(CDB01.1C-...)

基于 FWA-INDRV-MPD02V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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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对于双轴设备 (HMD01.1-..., 控制部分 CDB01.1-...)，所有控制
部分的数字输入/输出可以被两个轴的每一个使用。

两个轴的每有分配参数 P-0-0300, P-0-0301 和 P-0-0302。
下列必须被遵守:

•   如果两个轴的分配参数有同样的 IDN (P-0-0300)，比特号或
在各个行的方向分配 (P-0-0302) 的话，作为数字输入使用
的数字输入或输入/输出 (IO...) 可以被两个轴同时使用。

•   如果两个轴的分配参数有不同的 IDN (P-0-0300)，比特号或
在各个行的方向分配 (P-0-0302) 的话，作为数字输入使用
的数字输入或输入/输出 (IO...) 不可以被两个轴同时使用。

两个轴的一个的 P-0-0300 的各个行必须包含 "S-0-0000"
（不分配）！

•   作为数字输出使用的数字输出或输入/输出 (IO...) 不可以被
两个轴同时使用。如果另外一个轴的相同行包含了一个分配
的话，一个轴的 P-0-0300 的各个行必须包含 "S-0-0000"
（不分配）！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高级型: MPD02

双轴型: MPH02

P-0-030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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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01, 数字 I/Os, 比特号

通过 P-0-0300, 数字 I/Os, 分配列表 参数，参数的 IDNs 被分配给 X31 和
X32（控制部分）的引脚。

为完成定义输入和输出信号，为列出的参数的没一个指定将被作为一个数
字电压值输出或在其之上一个电信号会起到一个开关作用的比特的号码是
有必要的。

各个比特位被定义在 P-0-0301, 数字 I/Os, 比特号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0300, Digital I/Os, assignment list"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igital Inputs/Output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0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正确性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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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02, 数字 I/Os, 方向

通过参数 P-0-0300, 数字 I/Os, 分配列表，IDNs 被分配给在控制部分上的
连接器 X31, X2 的输入输出引脚。

在 P-0-0301, 数字 I/Os, 比特号 中，比特号为被分配的参数的每一个被指
出会被作为一个数字电压值或在根据它一个电信号会起到一个开关作用的
输出。

对于那些可以同时作为输入或输出使用的引脚，该功能（方向）被定义在
这个参数中:

• "0" 指“输入”方向

• "1" 指“输出”方向

注释:

• 在缺省状态下决定在硬件侧的输入被自动的以为方向的正确
值装备！

• 联合的输入/输出在缺省状态下被配制为输入！

• 其它非 "0" 或 "1" 的值在列表被校验和复位到缺省值时被拒
绝！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0300, Digital I/Os, assignment list"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igital Inputs/Output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0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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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03, 数字 I/Os, 状态显示

该参数包含了针对数字输入/输出的状态信息。开关状态被显示。

bit 0: 延迟-1 激活?
0: 否
1: 是

bit 1-7: 输入 1 到 7
0:     0V
1: +24V

bit 8-11: 输入/输出 8 到 11
0:     0V
1: +24V

P-0-0303, 数字 I/Os, 状态显示

Fig. 3-73: P-0-0303, 数字 I/Os, 针对高级型设备的状态显示 的各个比特位

bit 0: 延迟 1 激活?
0: 否
1: 是

bit 1-5: 输入 1 到 5
0:     0V
1: +24V

bit 8-10: 输入 8 到 10
0:     0V
1: +24V

P-0-0303, 数字 I/Os, 状态显示

bit 6: 延迟 2 激活?
0: 否
1: 是

bit 7: 延迟 3 激活?
0: 否
1: 是

Fig. 3-74: P-0-0303, 数字 I/Os, 针对基本型开环设备的状态显示 的各个比特位

高级型设备
(CSH01.1C-PL-...)

基于 FWA-INDRV-MPH02VRS

基本型开环装置
 (基于 CSB01.1N-FC-...)

基于 FWA-INDRV-MPB02V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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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 0: 延迟 1 激活?
0: 否
1: 是

bit 1-5: 输入 1 到 5
0:     0V
1: +24V

bit 8-11: 输入/输出 8 到 11
0:     0V
1: +24V

P-0-0303, 数字 I/Os, 状态显示

bit 6: (未分配)

bit 7: (为分配)

Fig. 3-75: P-0-0303, 数字 I/Os, 针对基本型模拟量设备的状态显示 的各个比特位

bit 0: 延迟 1 激活?
0: no
1: yes

bit 1-5: 输入 1 到 5
0:     0V
1: +24V

bit 8-10: 输入/输出 8 到 10
0:     0V
1: +24V

P-0-0303, 数字 I/Os, 状态显示

bit 6: (不分配)

bit 7: (不分配)

Fig. 3-76: P-0-0303, 数字 I/Os, 针对基本型 SERCOS，基本型 PROFIBUS
基本型通用设备的状态显示  的各个比特位

基本型模拟量设备
 (基于 CSB01.1N-AN-...)

基于 FWA-INDRV-MPB02VRS

基本型 SERCOS 设备
(CSB01.1N-SE-...)

和基本型 PROFIBUS 设备
 (CSB01.1N-PB-...)
和基本型通用设备

 (CSB01.1C -...)
基于 FWA-INDRV-MPB02V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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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 0: 延迟-1 激活?
0: 否
1: 是

bit 1-7: 输入 1 到 7
0:     0V
1: +24V

bit 8-15: 输入/输出 8 到 15
0:     0V
1: +24V

P-0-0303, 数字 I/Os, 状态显示

bit 16-22: 输入 16 到 22
0:     0V
1: +24V

Fig. 3-77: P-0-0303, 数字 I/Os, 针对基本型双轴设备的状态显示 的各个比特位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0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基本型双轴设备
(CDB01.1C-...)

基于 FWA-INDRV-MPD02V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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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26, 测量编码器的倍频

参数 P-0-0326 显示了某因数，测量编码器的信号在驱动器内和该因数相乘。

测量编码器的倍频是根据参数 P-0-0765, 测量编码器的模数因数 和
P-0-0327, 测量编码器的编码器分辨率 作为结果的。

针对测量编码器的内部编码器分辨率被如下计算:

enc. meas. of . Multiplic0326,-0-P*  enc. meas. of resol. Encoder 0327,-0-P

针对测量编码器的内部编码器的分辨率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2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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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27, 测量编码器的编码器分辨率

测量编码器的分辨率在该参数中被指出。

对于旋转编码器，该值表示分割周期或编码器轴的每转的周期 (DP/rev) 的
数量。

注释: 目前，只有旋转编码器可以被评估为测量编码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2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TP/U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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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28, 针对测量编码器的位置编码器的类型

通过该参数，测量编码器的本质属性被定义。

参数结构:

bit 0: 编码器类型
0: 旋转
1: 不允许

bit 3: 旋转方向
0: 不反向
1: 反向

bit 7, 6: 绝对评估
x0: 绝对评估不可能

(bit 7 不相关)
01: 绝对评估可能并且允许

(编码器被作为绝对
编码器使用)

11: 绝对评估可能，
但不允许

P-0-0328, 针对测量编码器的位置编码器的类型

注释: 只有这里提到的比特位被软件支持。在带数据存储器的绝对测量
系统中，比特位 6 被自动的设定。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2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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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29, 测量编码器的实际位置值 3 的滤波

该参数确定了为平滑 P-0-0052, 测量编码器的实际位置值 的移动平均过滤
器的时间常数。0, 2, 4 和 8 ms 的时间常数可以被设定。当“0”被设定
时，没有滤波。

一个直线设定的时间补偿平均延迟。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高级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2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6 0

MPD: 0 / 16 0

MPH: 0 / 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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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30, 测量编码器的控制字

该参数用来激活或解除参考标记评估。

bit 0: 参考标记评估
0: 解除
1: 激活

Fig. 3-78: 参考标记评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3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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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31, 测量编码器的状态

该参数现实了在 P-0-0052 中的实际位置值是否已经被回零了。

bit 0: 测量编码器的状态
0: 没回零
1: 回零

Fig. 3-79: 测量编码器的状态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3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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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32, 测量编码器的实际速度值

参数显示在测量齿轮输出位置的过滤的测量编码器速度，单位 rpm。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3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Rpm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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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34, 测量编码器的绝对编码器范围

该参数指出了可以被选择使一个绝对测量编码器可以被评估成绝对格式的
行程范围的最大范围。

如果编码器位置超出了最大行程范围的话，位置反馈类型参数 (P-0-0328)
中的比特位 6 被设置成零。显示的实际位置值不再是不含糊的，并且测量
编码器的参考被清除。

连接到驱动器的位置编码器的参考状态被显示在参数 P-0-0331, 测量编码器
的状态。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3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Rev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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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40, C3500 命令确定编码器修正值

依靠该参数，修正值为一个带正弦或类似正弦信号的编码器被确定；这些
值被存储在一个表格 P-0-0342, 为编码器修正的修正值表格 中。

编码器（该修正值为该编码器被确定）被选择在 P-0-0341, 为编码器修正
的控制字 中。当必须的测量值号已经被纪录，并且修正值表格已经被建立
时，控制器自动完成该命令！

如果编码器修正由于驱动器在操作 (P-0-0341) 已经被激活，编码器轨迹
的信号外形错误通过加上一个修正值被补偿。该修正值取自参数 P-0-0342
的表格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ncoder Corr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40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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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41, 为编码器修正的控制字

该参数定义

•   为哪一个编码器，修正值 (P-0-0340, C3500 命令确定编码器修正值)
被确定

• 为哪一个编码器，“编码器修正”功能被激活。

注释: 只为那些修正值 ( P-0-0342, 为编码器修正的修正值表格 ) 为其被
纪录的编码器，激活编码器修正！

bit 0/1: 编码器选择
00: 没有编码器
01: 电机编码器
10: 可选编码器
11: 测量编码器

bit 4: 修正
0: 解除
1: 激活

Fig. 3-80: P-0-0341 的各个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ncoder Corr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4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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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42, 为编码器修正的修正值表格

该列表参数被用来为“编码器修正”存储修正值，依靠该修正，为正弦或
类似正弦的编码器信号补偿正弦外形错误是有可能的。 

该参数包含 2048 个值。如果所有个数都是 "0" 的话，命令 P-0-0340, 命令
确定编码器修正值 还没有被启动。

这些值是角度修正值，而且不能被用户解释！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ncoder Corr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4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Incr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32767 / 32767 ---

MPD: -32767 / 32767 ---

MPH: -32767 / 327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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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43, 编码器 1, 余弦信号

应用在电机编码器的轨迹 A 的微分输入处的电压的电流模拟量-数字量转换
值被显示在该参数中。

应用在微分输入 (在 A+ 和 A- 之间) 的电压等级可以被计算:

电机编码器的种类   P-0-0074 的各自值 在 A+/A- 之间的电压

用 1Vpp 信号的编码器 1; 2; 4; 6; 8; 14 UA+/A-= P-0-0343 *
0.0003 * 1V

resolver 编码器   3;
10 (传递率0.5)

UA+/A-= P-0-0343 *
0.0048 * 1V

Fig. 3-81: 在电机编码器的轨迹 A 的微分输入处计算当前电压等级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4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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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44, 编码器 1, 正弦信号

应用在电机编码器的轨迹 B 的微分输入处的电压的电流模拟量-数字量转换
值被显示在该参数中。

应用在微分输入 (在 B+ 和 B- 之间) 的电压等级可以被计算:

电机编码器的种类   P-0-0074 的各自值 在 B+/B- 之间的电压

用 1Vpp 信号的编码器 1; 2; 4; 6; 8; 14 UB+/B-= P-0-0344 *
0.0003 * 1V

resolver 编码器 3;
10 (传递率0.5)

UB+/B-= P-0-0344 *
0.0048 * 1V

Fig. 3-82: 在电机编码器的轨迹 B 的微分输入处计算当前电压等级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4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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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45, 编码器 2, 余弦信号

应用在外部编码器的轨迹 A 的微分输入处的电压的电流模拟量-数字量转换
值被显示在该参数中。

应用在微分输入 (在 A+ 和 A- 之间) 的电压等级可以被计算:

电机编码器的种类  P-0-0075 的各个值 在 A+/A- 之间的电压

用 1Vpp 信号的编码器 1; 2; 4; 8; UA+/A-= P-0-0345 *
0.0003 * 1V

Resolver 编码器
(传递率 0.5)

3;
10

UA+/A-= P-0-0345 *
0.0048 * 1V

Fig. 3-83: 在外部编码器的轨迹 A 的微分输入处计算当前电压等级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4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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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46, 编码器 2, 正弦信号

应用在外部编码器的轨迹 B 的微分输入处的电压的电流模拟量-数字量转换
值被显示在该参数中。

应用在微分输入 (在 B+ 和 B- 之间) 的电压等级可以被计算:

编码器的种类 P-0-0075 的各个值 在 B+/B- 之间的电压

用 1Vpp 信号的编码器 1; 2; 4; 8; UB+/B-= P-0-0346 *
0.0003 * 1V

resolver 编码器
(传递率 0.5)

3;
10

UB+/B-= P-0-0346 *
0.0048 * 1V

Fig. 3-84: 在外部编码器的轨迹 B 的微分输入处计算当前电压等级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4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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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47, 编码器 3, 余弦信号

应用在测量编码器的轨迹 A 的微分输入处的电压的电流模拟量-数字量转换
值被显示在该参数中。

应用在微分输入 (在 A+ 和 A- 之间) 的电压等级可以被计算:

测量编码器的类型 P-0-0076 的各个值 在 A+/A- 之间的电压

用 1 Vpp 信号的编码器   1; 2; 4; 6; 8; UA+/A-= P-0-0347 *
0.0003 * 1V

Fig. 3-85: 在测量编码器的轨迹 A 的微分输入处计算当前电压等级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4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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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48, 编码器 3, 正弦信号

应用在测量编码器的轨迹 B 的微分输入处的电压的电流模拟量-数字量转换
值被显示在该参数中。

应用在微分输入 (在 B+ 和 B- 之间) 的电压等级可以被计算:

测量编码器的种类 P-0-0076 的各个值 在 B+/B- 之间的电压

用 1Vpp 信号的编码器 1; 2; 4; 6; 8; UB+/B-= P-0-0348 *
0.0003 * 1V

Fig. 3-86: 在测量编码器的轨迹 B 的微分输入处计算当前电压等级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4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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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91, 实际位置值差值 编码器1 - 编码器2

该参数指出编码器 1 和编码器 2 的实际位置值的差值。该值每 2 msec 被
更新一次。

P-0-0391 = S-0-0051 - S-0-0053
P-0-0391: 实际位置值差值 编码器1 - 编码器2
S-0-0051: 实际位置值 编码器 1
S-0-0053: 实际位置值 编码器 2

Fig. 3-87: 实际位置值差值 P-0-0391 的定义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nitoring the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9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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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93, IDN 组: 控制字

该参数确定了哪一个 IDN 组在 P-0-0394, IDN 组: 列表 中被输出。
.

P-0-0393

IDN 组:
控制字

P-0-0394

IDN 组:
列表

0000H 没有选择

0001H 所有用缩放比例决定属性的参数 
(在 phase 4 状态下不会再有任何改变).

0002H 所有其属性在 phase 4 状态下仍可以改变的参数

0010H 所有用位置缩放比例的参数 (S-0-0076).

0011H 所有用速度缩放比例的参数 (S-0-0044).

0012H 所有用加速度缩放比例的参数 (S-0-0160).

0013H 所有用扭矩缩放比例的参数 (S-0-0086).

对于新的控制单元，它被针对救助不必要的或反复请求的非循环数据通道。
这首先意味着该属性的反复收集。这同样被完成，如果该属性不能在驱动
器中被在线的修改。

由于属性可以被在线的修改（由于参数的缩放比例依靠，或如，举例而言，
在示波器的情况下，的信号的自由分配），给控制单元一个认可属性区别
特征的可能性是有必要的。

到目前位置，SERCOS 还没有为该目的提供任何程序。一个更加严重的事
实是，现有的参数是依赖固化软件版本的。

一个在线程序因此被实行，用它，控制单元可以通过一个被参数附属的 IDN
列表，读取各个属性变量。

注释: 功能包的当前激活依靠该列表为测定被考虑。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9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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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94, IDN 组: 列表

该参数包含了选择在参数 P-0-0393,  IDN 组:控制字 中的 IDN 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0393, IDN groups: control word"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9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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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95, 针对显示的平均值过滤器: 信号选择

该参数决定了为显示的平均值过滤器为那一个信号在位置循环时间内循环
的被使用。

照顾只有在参数 P-0-0396, 针对显示的平均值过滤器: 信号选择列表 中选
择信号是可能的。当“S-0-0000”被作为信号选择时，该功能被解除。这
两个过滤器互相独立，而且可以被单独的激活或解除。该参数是 IDN 列表
类型，并且为这两个过滤器严格的有 2 个值 (IDNs) 。

注释: 注意: 针对每一个示波器及其它，遵守参数的顺序是有必要的。

如果第一个为针对显示的平均值过滤器的信号被设定，并且接
着同样的信号作为测量信号在示波器中被选择的话，过滤后的
值被纪录在示波器中。

如果为针对显示的平均值过滤器被变化或清除的话，自动地切
换在示波器功能的情况下并不发生。它必须作为测量信号被再
次选择。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0396, Average value filter for display: signal 
selection list"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9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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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96, 针对显示的平均值过滤器: 信号选择列表

该参数决定了那一类信号适合于针对显示的平均值过滤器。

在参数 P-0-0395 中，针对显示的平均值过滤器:信号选择 中，选择包含
在这个列表中的信号是有可能的。该信号列表从参数数据库中被生成。

下面的参数被包含在该信号列表中:

• S-0-0040, 速度反馈值

• S-0-0084, 扭矩/扭力 反馈值

• S-0-0164, 加速度反馈值 1

• S-0-0195, 加速度反馈值 2

• S-0-0347, 速度误差

• S-0-0380, 支流母线电压

• S-0-0382, 支流母线功率

• P-0-0038, 扭矩生成电流，命令值

• P-0-0039, 感应生成电流，命令值

• P-0-0043, 扭矩生成电流，实际值

• P-0-0044, 感应生成电流，实际值

• P-0-0048, 有效的速度命令值

• P-0-0049, 有效的扭矩/扭力命令值

• P-0-0141, 热驱动器负载

• P-0-0440, 实际输出电流值 (绝对值)

• P-0-0442, 扭矩限制正向实际值 (固定的)

• P-0-0443, 扭矩限制反向实际值 (固定的)

• P-0-0444, 尖峰扭矩限制实际值

• P-0-4046, 有效的尖峰电流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0395, Average value filter for display: signal
sel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9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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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97, 针对显示的平均值过滤器: 时间常数

这个参数确定了低通的时间常数。用 "0" 值该过滤器功能不顾信号输入被解
除该数据一直在一个 0.5 ms 的时钟内被变完整（最大位置时钟时间）。

该参数是未标记且严格的针对两个过滤器有 2 个值（时间常数）的类型数
据的队列。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39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 / 2000,0 ---

MPD: 0,0 / 2000,0 ---

MPH: 0,0 / 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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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00, 轴修正，外部修正值

通过该参数，控制主部分可以循环的传送一个位置修正值到驱动器，并且
因此，在控制器侧，修正在驱动器实际位置值中的错误。

控制器侧的修正在当 P-0-0400 已经被包含在主数据报文中时被激活。
P-0-0400 的值必须根据 S-0-0076, 位置数据缩放比例类型 有一个缩放
比例。

控制器册的修正被包含在“伺服”扩展包中，并且只有在功能包已经被激
活后可以被使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xis Error Correction" 部分和参数描述
"S-0-0076, Position data scaling typ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040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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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01, 轴修正，当前修正值

该参数了针对实际位置值的当前有效的修正值。

注释: 要被修正的实际位置值系统通过 P-0-0413, 轴修正的控制字 的
各个位被选择。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xis Error Correction" 部分和参数描述
"S-0-0076, Position data scaling typ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0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输入/最小: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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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02, 轴修正，参考温度

针对位置决定的和独立于位置的参考温度，温度相关的轴错误修正被输入
在该参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xis Error Corr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040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208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200

MPD: 200

MPH: 200

P-0-0403, 轴修正针对温度修正的参考位置

针对位置决定的参考位置，温度相关的轴错误修正被输入在这个参数中。

为决定 P-0-0403 的值，见功能描述 "Axis Error Corr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040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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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04, 轴修正，位置决定的实际温度

通过该参数，轴的实际温度可以被传送到控制器。该值起作用在位置决定
的，温度相关的轴错误修正。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xis Error Corr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040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208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200

MPD: 200

MPH: 200

P-0-0405, 轴修正实际温度位置无关的

通过该参数，轴的实际温度可以被传送到控制器。该值起作用在位置无关
的，温度相关的轴错误修正。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xis Error Corr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040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208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200

MPD: 200

MPH: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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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06, 轴修正，位置决定的温度因数

位置决定的温度修正因数被输入在这个参数中。该值用位置数据缩放比例
/ 温度缩放比例的商 (S-0-0076/S-0-0208) 被缩放。

位置决定的温度修正被用来为一个伺服轴或测量系统的机械传动基础的温
度确定的直线扩展作补偿。

当修正因数不等于“0”时该功能变激活。它被包含在“伺服”扩展包中。

为确定 P-0-0406 的值，参阅功能描述 "Axis Error Correction"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040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000 / 10,000000 0,000000

MPD: 0,000000 / 10,000000 0,000000

MPH: 0,000000 / 10,000000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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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07, 轴修正，位置无关的温度因数

位置无关的温度修正因数被输入在这个参数中。该值用位置数据缩放比例
/温度缩放比例的商 (S-0-0076/S-0-0208) 被缩放。

该位置无关的温度修正被用来纯粹的为温度确定的工具，工件和滑动的线
性扩展作补偿。

当修正因数不等于“0”时该功能变激活。它被包含在“伺服”扩展包中。

为确定 P-0-0407 的值，参阅功能描述 "Axis Error Corr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040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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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08, 轴修正，开始位置

为精密轴误差修正的修正范围的开始位置被确定在该参数中。正确的范围
是在 P-0-0408 和 P-0-0409, 轴修正结束位置 之间。

注释: 将被修正的实际位置值系统通过 P-0-0413, 轴修正控制字 的各
自比特位被选择。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xis Error Corr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040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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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09, 轴修正，结束位置

为精密轴误差修正的修正范围的开始位置被确定在该参数中。正确的范围
是在 P-0-0408，轴修正开始位置 和 P-0-0409 之间。

注释: 将被修正的实际位置值系统通过 P-0-0413, 轴修正控制字 的各
自比特位被选择。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xis Error Corr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040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检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3-238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0410, 轴修正，支持点距

依靠这个参数，为精密轴误差修正的修正范围的支持的点距被确定。

输入在 P-0-0411 或 P-0-0412, 轴修正，修正表格正向/反向 中的修正查
阅修正值范围的支持点。

注释: 在 P-0-0410 中使用值 "0"，精密轴误差被解除，如果该值大于
"0"，它被激活！

修正范围在 P-0-0408, 轴修正开始位置 和 P-0-0409, 轴修正结束位置 之
间，并且有一个对应来自 P-0-0411 或 P-0-0412 的行的最大号的支持点的
号码。P-0-0410 的值是在相邻支持点之间的距离。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xis Error Corr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041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MPD: 1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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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11, 轴修正, 修正表格正向

为了精密的轴修正，为修正范围的支持点的位置修正值被输入在这个列表
参数的表格行内。为 P-0-0411 的修正值必须以运动的正方向被决定，这
是因为它们只是在运动的正方向起作用。

表格行的第一和最后必须用值 "0" 被写入，否则一个实际位置值的突然的
变化在修正范围的开始和结束点发生！

表格行
索引

P-0-0411 (正方向)

0 0 (在开始位置 P-0-0408 的修正值)
1 在支持点 2 的修正值

2 在支持点 3 的修正值

3 在支持点 4 的修正值

4 在支持点 5 的修正值

5 在支持点 6 的修正值

.... ....
498 在支持点 499 的修正值

499 0 (在结束位置 P-0-0409 的修正值)

Fig. 3-88: 当使用 500 个支持点时，到修正表格 P-0-0412 的列表行索引的支持

点修正值的分配

注释: 修正值的号码可以是 6...500, 否则错误“数据不正确”在这个
参数被写的时候被用信号通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xis Error Correction" 部分。

属性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041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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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12, 轴修正, 修正表格反向

为了精密的轴修正，为修正范围的支持点的位置修正值被输入在这个列表
参数的表格行内。为 P-0-0412 的修正值必须以运动的反方向被决定，这
是因为它们只是在运动的反方向起作用。

表格行的第一和最后必须用值 "0" 被写入，否则一个实际位置值的突然的
变化在修正范围的开始和结束点发生！

表格行 索引
P-0-0412 (反方向)

0 0 (在开始位置 P-0-0408 的修正值)
1 在支持点 2 的修正值

2 在支持点 3 的修正值

3 在支持点 4 的修正值

4 在支持点 5 的修正值

5 在支持点 6 的修正值

.... ....
498 在支持点 499 的修正值

499 0 (在结束位置 P-0-0409 的修正值)

Fig. 3-89: 当使用 500 个支持点时，到修正表格 P-0-0412 的列表行索引的支持

点修正值的分配

注释: 修正值的号码可以是 6...500, 否则错误“数据不正确”在这个
参数被写的时候被用信号通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xis Error Corr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041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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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13, 轴修正，控制字

依靠轴误差修正，修正机械系统的系统误差和实际位置值系统中的测量系
统是有可能的。要被修正的实际位置值体统在该参数中被选择。

P-0-0413, 轴修正控制字

bit 0: 电机编码器的实际
位置值修正
0: no
1: yes

bit 1: 外部编码器的实际
位置值修正
0: no
1: yes

Fig. 3-90: P-0-0413 的各个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xis Error Corr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1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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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14, 模拟量输出 3

该参数指出了通过驱动控制器的模拟量输入 3 输出的电压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Out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1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V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 / 10,000 0,000

MPD: -10,000 / 10,000 0,000

MPH: -10,000 / 1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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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15, 模拟量输出 4

该参数指出了通过驱动控制器的模拟量输入 4 输出的电压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Out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1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V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 / 10,000 0,000

MPD: -10,000 / 10,000 0,000

MPH: -10,000 / 1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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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18, 模拟量输出, 分配 A, 0V 时的信号值

在这个参数中分配 A 的模拟量输出的参考（以 0 V 的一个输出的值）被定
义。该单位被分配在  P-0-0420, 模拟量输出，分配 A，信号部分 中的参数

当分配给参数以“二进制”显示属性时，将被输出在模拟量输出的比特的
号码被定义在这个参数中。当各个比特位还没有被设定时，输出的电压是
0 V ，当比特位已经被设定时，1 V 被输出。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Out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1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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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19, 模拟量输出, 分配 B, 0V 时的信号值

在这个参数中分配 B 的模拟量输出的参考（以 0 V 的一个输出的值）被定
义。该单位被分配在  P-0-0423, 模拟量输出，分配 B，信号部分 中的参数
确定。

当分配给参数以“二进制”显示属性时，将被输出在模拟量输出的比特的
号码被定义在这个参数中。当各个比特位还没有被设定时，输出的电压是
0 V，当比特位已经被设定时，1 V 被输出。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Out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1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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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20, 模拟量输出, 分配 A, 信号选择

依靠这个参数，分配一个参数 IDN 到驱动控制器的模拟量输出 1 和 3 是
有可能的。当前参数值在模拟量输出处作为电压被输出，如果在 P-0-0427,
模拟量输出的控制参数 中的模拟量输出的模式已经被设定成分配 A 的输出
的话。举个例子，输出的电压可以用一个示波器显示出来。

只有分配那些已经被输入在 P-0-0426, 可分配参数的模拟量输出 IDN 列表
中的 IDNs 才是有可能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Out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2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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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22, 模拟量输出, 分配 A, 缩放比例 [1/V]

该参数被用来通过模拟量输出 1 和 3 缩放电压输出的。该单位被分配在
P-0-0420, 模拟量输出，分配 A，信号选择 中的参数决定。当用“二进制”
显示属性分配参数时，该参数没有被激活。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Out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2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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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23, 模拟量输出, 分配 A, 信号选择

依靠这个参数，分配一个参数 IDN 到驱动控制器的模拟量输出 2 和 4 是
有可能的。当前参数值在模拟量输出处作为电压被输出，如果在 P-0-0427,
模拟量输出的控制参数 中的模拟量输出的模式已经被设定成分配 B 的输出
的话。举个例子，输出的电压可以用一个示波器显示出来。

只有分配那些已经被输入在 P-0-0426, 可分配参数的模拟量输出 IDN 列表
中的 IDNs 才是有可能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Out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2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正确性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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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25, 模拟量输出, 分配 B, 缩放比例 [1/V]

该参数被用来通过模拟量输出 2 和 4 缩放电压输出的。该单位被分配在
P-0-0423, 模拟量输出，分配 B，信号选择 中的参数决定。当用“二进制”
显示属性分配参数时，该参数没有被激活。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Out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2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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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26, 可分配参数的模拟量输出 IDN 列表

这个参数包含了一个可以通过下列参数被分配的所有参数的 IDNs 的一个列
表

• P-0-0420, 模拟量输出, 分配 A, 信号选择 和

• P-0-0423, 模拟量输出, 分配 B, 信号选择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Out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2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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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27, 模拟量输出的控制参数

依靠该控制参数，输出模式和模拟量输出的行为被设定:

bit 2: 模拟量输出 1, 模式
0: "P-0-0139" 的直接输出

1: 对“模拟量输出分配 A”
的输出

P-0-0427, 模拟量输出的控制参数

bit 8: 分配 B, 限制
0: 溢出
1: 限制

bit 0: 分配 A, 限制
0: 溢出
1: 限制

bit 4: 模拟量输出 3, 模式
0: "P-0-1414" 的直接输出

1: 对“模拟量输出分配 A” 
的输出

bit 10: 模拟量输出 2, 模式
0: "P-0-0140" 的直接输出

1: 对“模拟量输出分配 B”
的输出

bit 12: 模拟量输出 4, 模式
0: "P-0-0415" 的直接输出

1: 对“模拟量输出分配 B”
的输出

Fig. 3-91: P-0-0427, 模拟量输出的控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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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对于双轴设备 (HMD01.1-...)，模拟量输出被两个轴使用，分配
给各个模拟量输出的参数 (IDNs) 对于两个轴而言是相同的:

• 对于每一个模拟量输出，IDN 的分配 (P-0-0420, P-0-0423)
因此只可能对应两个轴中的一个！
（如果模拟量输出 1...4, mode 被设成 "1" 的话，有分配；
"0" 代表“没有分配”，但参数的直接输出分配给了模拟量
输出。）

• 如果没有任何可以被两个轴访问的到各个模拟量输出的 IDN
分配的话，直接分配给模拟量输出的参数可以为两个轴被写
（最后写入的值被激活！），除非直接分配的参数为两个轴
中的一个被主通讯循环的写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Out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2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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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34, 控制器的位置命令值

该参数被用来显示作用在位置控制器输出上的位置命令值。依靠激活操作
模式，这个位置命令值可以是

•  被驱动器生成的 过滤的位置命令值 （例如，在插补模式的情况下）或

• 一个在驱动器内被精细插补的和过滤的控制单元循环设定的位置命令值
（也可参阅“循环位置控制”）。

注释: 内部位置命令值 P-0-0434, 位置命令值控制器 在位置控制器时
钟内被生成（比较 P-0-0556）！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Internal Interpolation"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3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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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35, 位置控制器的控制字

在该参数中，激活位置环的附加功能是有可能的。

P-0-0435, 位置控制器的控制字

bit 0: quadrant error correction
0: inactive
1: active

Fig. 3-92: P-0-0435 的各个位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3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 0

MPD: 0 / 1 0

MPH: 0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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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36, 对象限误差修正的参考半径

在这个参数中，被用作为象限误差修正参考的圆形路径的半径被确定。

该半径被用来计算路径速度，并且应该对应一个针对机械特性，用于圆形
插补加工的半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Quadrant Error Corr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3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000

MPD: 1000000

MPH: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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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37, 对象限误差修正的速度时间范围

在这个参数中，速度脉冲的速度时间范围的绝对值被输入，万一运动的方向
被改变的话，它和激活的象限误差修正一起被加到速度命令值中。

注释: 值 "0" 使象限误差修正无效！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Quadrant Error Corr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3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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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38, 对象限误差修正的路径速度的表格

该参数符合 P-0-0439, 对象限误差修正的速度脉冲的表格。

在该列表参数的行中，20 个路径速度的最大量可以按上升顺序被输入。
一个为象限误差修正的脉冲振幅可以在 P-0-0439 中被分配给每一个路径速
度。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Quadrant Error Corr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3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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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39, 对象限误差修正的速度脉冲的表格

该参数符合 P-0-0438, 对象限误差修正的路径速度的表格。

在该列表参数的行中，20 个路径速度的最大量可以按上升顺序被输入。

值被分配给 P-0-0438 的对应行的路径速度。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Quadrant Error Corre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ervo(compensation)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3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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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40, 实际输出电流值 (绝对值)

为是电机相电流的 rms 值的测量实际值显示参数。

相电流在电流控制器周期内被扫描，转换后的一个电流矢量和 rms 值从
这些数据中被计算。该参数现实了2 ms 中的平均值，并且被用作放大器和
电机的过载模型和输入值。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4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A eff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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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41, 过载报警

为热量控制器工作负载决定一个极限值的参数。

如果显示在 P-0-0141, 热量驱动器负载 中的值超过了决定的极限的话，警
报 E2061 放大器过载预警 被生成。

极限值的单位对应 P-0-0141 中的一个(%)。

注释: 当 100% 被输入时，E2061 放大器过载预警 不被显示。改为
E8057 放大器过载，电流限制激活 和热量工作负载的大约 97%
已经被生成。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4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00 80

MPD: 0 / 100 80

MPH: 0 / 1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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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42, 实际值扭矩限制正向 (固定的)

为有效的正向扭矩限制值显示参数。该显示的值是以下各项中最小的值:

• S-0-0092, 双向扭矩/扭力限制值

• P-0-0109, 扭矩/扭力尖峰限制

• S-0-0082, 扭矩/扭力限制值正向

• 通过电机和控制器被工作负载决定的限制

•  电机决定的限制。

为这个参数的值的单位取决于已经被设定的缩放比例
(S-0-0086, 扭矩/扭力 数据缩放比例类型)。

注释:

• P-0-0442 显示了正向扭矩/扭力限制值（关于负载扭矩/负载
扭力）有效在一个固定的（常数）速度上。

为了加速度过程，一个更高的限制值可以是有效的，如果
P-0-0109 和 S-0-0092 中的较低值比 S-0-0082 大，并且
加速度前馈已经被激活的话。

•  参数 P-0-0444, 实际值尖峰扭矩限制 显示了为加速度过程
有效的最大允许驱动器扭矩或最大允许驱动器扭力（固定负
载 + 加速度扭矩）。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orque/Force Limit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4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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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43, 实际值扭矩限制反向 (固定的)

为有效的反向扭矩限制值显示参数。该显示的值是以下各项中最小的值:

• S-0-0092, 双向扭矩/扭力限制值

• P-0-0109, 扭矩/扭力尖峰限制

• S-0-0083, 扭矩/扭力限制值反向

• 通过电机和控制器被工作负载决定的限制

•  电机决定的限制。

为这个参数的值的单位取决于已经被设定的缩放比例
(S-0-0086, 扭矩/扭力 数据缩放比例类型)。

注释:

• P-0-0442 显示了反向扭矩/扭力限制值（关于负载扭矩/负载
扭力）有效在一个固定的（常数）速度上。

为了加速度过程，一个更高的限制值可以是有效的，如果
P-0-0109 和 S-0-0092 中的较低值比 S-0-0082 大，并且
加速度前馈已经被激活的话。

•  参数 P-0-0444, 实际值尖峰扭矩限制 显示了为加速度过程
有效的最大允许驱动器扭矩或最大允许驱动器扭力（固定负
载 + 加速度扭矩）。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orque/Force Limit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4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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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44, 有效值尖峰扭矩限制

为最大驱动器扭矩或者最大驱动器扭力显示参数。该值是对正向和反向的
扭力/扭矩命令值的限制值。

该显示的值是下列项中最低的

• P-0-0109, 扭矩/扭力尖峰限制

• S-0-0092, 双向扭矩/扭力限制值

• 通过电机和控制器被工作负载决定的限制

•  电机决定的限制。

为这个参数的值的单位取决于已经被设定的缩放比例
(S-0-0086, 扭矩/扭力 数据缩放比例类型)。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orque/Force Limit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4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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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45, 状态字扭矩/电流限制

这个参数包含了针对扭矩/电流限制的状态信息。

bit 8: 放大器过载 (E8057),
尖峰电流限制激活?
0: 否
1: 是

bit 0: 正向扭矩命令值限制?

0: 是:  P-0-0442 = S-0-0082
1: 否: P-0-0442 < S-0-0082

bit 1: 反向扭矩命令值限制?

0: 否:  P-0-0443  =  S-0-0083
1: 是: |P-0-0443|  < |S-0-0083|

bit 4: 放大器过载报警 (E2061)?

0: 否:  P-0-0141 <   P-0-0441
1: 是: P-0-0141  >= P-0-0441

bit 7: 扭矩/扭力限制等于零
 (E2056)?

(P-0-0442=0 或 P-0-0443=0 或 P-0-0444 =0?)
0: 否
1: 是

bit 9: 电机过载 (E8055),
尖峰电流限制激活?
0: 否
1: 是

P-0-0445, 状态字扭矩/电流限制

Fig. 3-93: P-0-0445, 状态字扭矩/电流限制 的各个比特位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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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4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P-0-0451, 实际加速度扭矩/扭力值

加速度扭矩由总惯量（决定了的，使用自动控制环设定）和在 S-0-0164,
加速度反馈值 1 中的值。

该加速度扭矩被显示在 P-0-0451, 实际加速度扭矩/扭力值 中。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5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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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52, 实际加工的扭矩/扭力值

当前过程扭矩是由在参数 S-0-0084, 扭矩/扭力 反馈值 中的当前总扭矩和
确定的 P-0-0451, 实际加速度扭矩/ 扭力值 决定的。

该过程扭矩被显示在 P-0-0452, 实际作用扭矩/扭力值。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5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P-0-0453, 积分作用部分速度环

速度环的积分作用部分被显示在参数 P-0-0453 中。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5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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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54, 速度前馈实际值

该参数现实了当前速度前馈值。

在无滞后的操作模式中，从位置命令值在位置环中被计算出，并且取决于
P-0-0040, 速度前馈赋值 的速度前馈被加到速度命令值上。

该参数取决于 S-0-0044, 速度数据缩放比例类型。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5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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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55, 加速度前馈实际值

这个参数显示了当前加速度前馈值。

加速度前馈如下被生成:

• 对于非滞后位置受控的操作模式，前馈值从位置令值，根据 S-0-0348,
加速度前馈增益 被计算出来。

• 在速度控制中，前馈值从速度命令值，根据 P-0-1126, 速度控制环：加
速度前馈 被计算出。

该参数取决于 "S-0-0086, 扭矩/扭力数据缩放比例类型" 。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5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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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60, 模组, 控制字

这个参数显示了被一个设备（逆变器或换流器）传送到模块总线上的信息。

由于模块总线的分等级的结构，只有最重要的信息发生作用！

注释: 该参数只显示了通过模块总线，各自的控制器传送的控制信息。

这个参数的比特不能被外部地写！

bit 0: 所有的模块总线节点
没有错误 ?

0 – 否
1 – 是

bit 2: 预警供给过载?

0 - 否
1 - 是

bit 3: DC 总线电压错误，主要部分
失败 ("DC 总线没有 ok")?
0 - 否
1 - 是

bit 4: 逆变错误?
0 - 否
1 - 是

bit 5: 供应错误?
0 – 否
1 - 是

bit 6: 清除供应错误?
0 – 不激活
1 - 激活

bit 1: 为功率输出准备完毕
("DC 总线 ok")?

0 - 否
1 - 是

bit 8: 模块总线通讯错误 ?

0 - 否
1 - 是

Fig. 3-94: P-0-0460 的各个比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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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6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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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61, 模组, 状态字

该参数显示了当前模总线的有效信息。

bit 0: 所有的模总线节点
没有错误?

0 – 否
1 – 是

bit 2: 预警供给过载 ?

0 - 否
1 - 是

bit 3: DC 总线电压错误，主要部分
失败 ("DC 总线没有 ok")?

0 - 否
1 - 是

bit 4 : 逆变错误 ?

0 - 否
1 - 是

bit 5: 供应错误?

0 – 否
1 - 是

bit 6: 清楚供应错误 ?

0 – 不激活
1 - 激活

bit 1: 为功率输出准备完毕
 ("DC 总线 ok")?

0 - 否
1 - 是

bit 8: 模总线通讯错误 ?

0 – 否
1 - 是

Fig. 3-95: P-0-0461 的各个比特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wer Supply"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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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6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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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78, 日志事件

这个参数显示了一个允许驱动器发展机构去诊断驱动器内部状态的代码。

这个参数中的个被驱动控制器根据内部事件自动的识别。登录时间被保持
在 P-0-0479, 日志时间标记 中。

注释: 显示在这个参数中的值只可以用固化软件的内部语法被解释！

因此，用户不可以使用这个参数！它是写保护的，并且不能被
改变！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7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ON_BOARD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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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79, 日志时间标记

这个参数显示了输入在 P-0-0478, 日志事件 中的时间。时间所有的各自点，
P-0-0190, 操作小时控制单元 的值保留在参数 P-0-0478 中。

注释: 因此，用户不能使用这个参数！它是写保护的，并且不能被改变！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高级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7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ON_BOARD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275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0480, 补丁功能 1, 源指针

这个参数允许选择一个控制器内部的存储器单元。这个存储器单元可以依
靠补丁功能 1 被读或写。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注释: 补丁功能允许发展机构去诊断内部信号状态和数据；用户不可以
使用这个功能！因此，只有发展机构知道中国参数的值（存储器
地址）！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tch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8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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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81, 补丁功能 1, 属性

依靠这个参数，在 P-0-0480, 补丁功能 1, 源指针 中被选择的控制器内部
存储器地址的输出和到它的访问被配置。

P-0-0481, 补丁功能 1, 属性

bits 0,1,2: 源数据的类型
0: INT4
1: INT2
2: INT1
3: FLOAT8
4: FLOAT4

bits 4,5,6: 源数据的输出
格式

0: BIN
1: DEZ m VZ
2: DEZ o VZ
3: HEX
4: FLOAT
5: BOOL

Fig. 3-96: 参数 P-0-0481 的各个比特位

注释: 补丁功能允许发展机构去诊断内部信号状态和数据；用户不可以
使用这个功能！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tch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8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小: 缺省值:
MPB: --- / --- 48

MPD: --- / --- 48

MPH: --- /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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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82, 补丁功能 1, 比特掩码

这个参数定义了一个比特掩码，它作用在被 P-0-0480, 补丁功能 1, 源指针
选择的控制器内部存储器单元的值的输出上。该参数服从 P-0-0481, 补丁
功能 1, 属性 起作用。

它只作用在特定的配置群中。

注释: 该补丁功能允许发展机构去诊断固化软件内部的信号状态和数
据；用户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tch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8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xFFFFFFFF

MPD: --- / --- 0xFFFFFFFF

MPH: --- / --- 0xFFFF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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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83, 补丁功能 1, 指数

该参数定义了一个指数，它作用在被 P-0-0480, 补丁功能 1, 源指针 选
择的控制器内部存储器的值的输出上。该参数服从 P-0-0481, 补丁功能 1,
属性 起作用。

它只作用在特定的配置群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注释: 该补丁功能允许发展机构去诊断内部的信号状态和数据；用户
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tch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8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32 / 32 0

MPD: -32 / 32 0

MPH: -32 / 3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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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85, 补丁功能 1, 显示

依靠这个参数，读或写一个值到一个控制器内部存储器单元的内容中是有
可能的。更深入的规格和配制在关于补丁功能的其它参数中被构成（为了
更详细的资料请参阅功能描述）。

注释: 该补丁功能允许发展机构去诊断固化软件内部的信号状态和数
据；用户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由于不合格的写这个参数会妨碍驱动器功能，这个参数是写保
护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tch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8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0000 0

MPD: 0 / 10000 0

MPH: 0 / 1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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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86, 补丁功能 2, 源指针

这个参数允许选择一个控制器内部的存储器单元。这个存储器单元可以依
靠补丁功能 2 被读或写。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注释: 补丁功能允许发展机构去诊断内部信号状态和数据；用户不可以
使用这个功能！因此，只有发展机构知道中国参数的值（存储器
地址）！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tch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8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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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87, 补丁功能 2, 属性

依靠这个参数，在 P-0-0486, 补丁功能 2, 源指针 中被选择的控制器内部
存储器地址的输出和到它的访问被配置。

bits 0,1,2: 源数据的类型
0: INT4
1: INT2
2: INT1
3: FLOAT8
4: FLOAT4

bits 4,5,6: 源数据的输出
格式
0: BIN
1: DEZ m VZ
2: DEZ o VZ
3: HEX
4: FLOAT
5: BOOL

Fig. 3-97: 参数 P-0-0487 的各个比特位

注释: 补丁功能允许发展机构去诊断内部信号状态和数据；用户不可以
使用这个功能！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tch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8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48

MPD: --- / --- 48

MPH: --- /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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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88, 补丁功能 2, 比特掩码

这个参数定义了一个比特掩码，它作用在被 P-0-0486, 补丁功能 2, 源指针
选择的控制器内部存储器单元的值的输出上。该参数服从 P-0-0487, 补丁
功能 2, 属性 起作用。它只作用在特定的配置群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注释: 该补丁功能允许发展机构去诊断固化软件内部的信号状态和数
据；用户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tch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8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xFFFFFFFF

MPD: --- / --- 0xFFFFFFFF

MPH: --- / --- 0xFFFF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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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89, 补丁功能 2, 指数

该参数定义了一个指数，它作用在被 P-0-0486, 补丁功能 2, 源指针 选
择的控制器内部存储器的值的输出上。该参数服从 P-0-0487, 补丁功能 2,
属性 起作用。

它只作用在特定的配置群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注释: 该补丁功能允许发展机构去诊断内部的信号状态和数据；用户
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tch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8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32 / 32 0

MPD: -32 / 32 0

MPH: -32 / 3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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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91, 补丁功能 2, 显示

依靠这个参数，读或写一个值到一个控制器内部存储器单元的内容中是有
可能的。更深入的规格和配制在关于补丁功能的其它参数中被构成（为了
更详细的资料请参阅功能描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注释: 该补丁功能允许发展机构去诊断固化软件内部的信号状态和数
据；用户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由于不合格的写这个参数会妨碍驱动器功能，这个参数是写保
护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tch Func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49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0000 0

MPD: 0 / 10000 0

MPH: 0 / 1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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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06, 为角度探测的振幅

这个参数为带电流的自动的换算偏置决定方法事先调整了为测试信号的振
幅的开始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0522, Control word for commutation
setting" 部分。

为这个参数的值被储存。它可以为调整目的被改变。

这个参数依靠饱和方法和正弦波方法为换算设定起作用:

• 当使用饱和方法时，这个参数是一个电压值，单位 "V"。

• 当使用正弦波方法时，这个参数是一个用单位 "%" 的扭矩/扭力值。参
考值 100% 根据在 S-0-0086, 扭矩/扭力数据缩放比例 中的数据是一
个在电机的停顿时的电机扭矩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0-0086, Torque/Force data scaling type" 部分。

注释: 为该参数的值可以被控制器自动地生成。通过启动值 "0"，更多
的值为 P-0-0506 和 P-0-0507, 为角度探测的测试频率 被反
复地生成，直到换算偏置决定被成功的完成。

在这反复之后，该值被存储，并且为每一个更深入的换算偏置决
定被使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0522, Control word for commutation setting"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mmutation Sett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0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V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000 0

MPD: 0 / 1000 0

MPH: 0 / 1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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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07, 为角度探测的测试频率

这个参数为自动换算偏置设定了测试信号的开始频率。

为这个参数的值被储存。它可以为调整目的被改变。

注释: 为该参数的值可以被控制器自动地生成。通过启动在 P-0-0506,
为角度探测的电压振幅 中的值 "0" ，更多的值为 P-0-0507 和
P-0-0506 被重复的生成，直到换算偏置决定被成功的完成。

在这反复之后，该值被存储，并且为每一个更深入的换算偏置决
定被使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mmutation Sett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0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Hz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000 500

MPD: 0 / 1000 500

MPH: 0 / 10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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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08, 换算偏置

在交货时使用固定的转子机械结构和绝对编码器系统的同步电机的情况下
(MHD, MKD, MKE)，该值之前在工厂被确定，并且存储在电机编码器中
（P-0-3008, 换算偏置，编码器存储器）。

在初始化的过程中，当接通并且探测到编码器存储器之后，该参数值被自
动地加载到控制器上 (P-0-3008 -> P-0-0508)，并且在驱动器使能时，电机
立即为操作作好准备！

在用绝对值测量系统的同步无壳电机的情况下，该值之前在轴侧被决定，并
且存储在控制器中（在 P-0-0508 中，如果可以访问电机编码器侧的话，
同样也在 P-0-3008 中）。并且在驱动器使能时，电机立即为操作作好准
备！

在用增量测量系统的无壳电机的情况下，换算偏置必须在驱动器每次
再次接通时被决定。在驱动器使能后，一个为决定针对有效换算偏置
( P-0-0521 ) 的正确值的过程被自动地启动。

只有当程序已经被成功地完成以后，电机才可能产生力！

你可以为换算设定选择饱和方法或正弦波方法作为过程程序（也可在
P-0-0522, 为换算设定的控制字中 参阅“换算设定的方法”）。使用饱
和方法更可取，因为它作用的时候不产生运动！

在后来增量测量系统的回零过程中，一个换算偏置精细调整被执行。为此，
转换成回零点的 P-0-0521 的值被和 P-0-0508 进行比较，并且，如果有
必要的话被修正。

电机随后使用来自 P-0-3008 / P-0-0508，在初始化试运行过程中决定的
最佳的换算偏置运转。当值 "0" 被输入在 P-0-0508 中时，该换算的精细
调整被解除。

P-0-0521 和 P-0-0508 的值通常是不一样的，因为 P-0-0521 在驱动器接
通时是对应电机编码器的，而 P-0-0508 是对应轴的回零点的！

注释:

P-0-0508 只有在通讯阶段 "P2" 中才可以写。它只有可能为最优化目的，
通过在用激活驱动器的初始化试运行模式中的 P-0-0521, 有效的换算偏置
被直接的写！

为 P-0-0508 的值必须总是被重新确定，如果:

• 在旋转电机的情况下，测量系统的机械排列被改变，或

• 在无壳电机的情况下，主要和次要部分被机械的改变。

该参数和异步电机无关。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0522, Control word for commutation setting"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mmutation Setting"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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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0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024 0

MPD: 0 / 1024 0

MPH: 0 / 10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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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10, 转子惯量

随后的设定可以 P-0-4014, 电机类型 参数的比特位 9 被构成:

• 旋转惯量（不包括负载惯量），对于旋转电机

• 主要部分质量（不包括负载质量），对于直线电机

注释:

写入正确的值到该参数中:

• 对于 MHD, MKD, MKE, 在初始化试运行中自动地写。

• 对于 2AD, ADF, 直线和旋转无壳电机，通过使用 DriveTop
试运行工具下载电机参数。

• 对于其它电机，根据生产商规格说明手动输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Mechanical Axis System,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1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kgm2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5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00 / 500,00000 0,00000

MPD: 0,00000 / 500,00000 0,00000

MPH: 0,00000 / 500,00000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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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12, 温度传感器

控制器依靠装在电机内的温度传感器监测电机温度。控制器可以直接地评
估标准温度传感器，因为传感器的特性被存储在固化软件中。

注释:

• 对于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电机 (MHD, MKD, MKE)，当电
机参数被下载时，这个参数被自动地正确设定！

• 对于不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电机 (2AD,ADF, LSP, MSS, 
1MS), 该参数必须被设定成正确的值！当你使用 DriveTop
试运行工具时，该值被自动地正确设置！

可以被控制器直接评估温度传感器被一个鉴定号表现出其特性:

• 1: SNM150-DK, Thermik 制造, (带开关性能的 PTC , 三核心电路)，
 合成在 MHD, MKD, MBS, MBT 和 LSF 电机中。

• 2: K227, Siemens 制造，(NTC, 模拟量特性), 合成在 2AD, ADF 和
1MB 电机中。

• 3: KTY84, Siemens 制造，(PTC, 模拟量特性)

• 4: SNM150-DK, Thermik 制造, (带开关性能的 PTC , 三核心电路)，
合成在 MKE 电机中。

• 5: 为 Bosch SF 电机的温度传感器 (NTC)

此外，评估不常见的传感器也是有可能的，但用户必须在一个列表参数中
输入那些传感器的特性。请选择如下设定:

• 100: 不知道的温度传感器

不知道的温度传感器的特性必须被输入在列表参数 P-0-0513, 温度传感器
特性 中。

如果一个没有一个内置温度传感器的（第三方）电机被操作的话，之后的
设定必须被选择:

• 0: 没有电机温度检测

注释: 在过载的情况下，没有温度传感器对抗热损伤的话，控制器是
不能保护电机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Temperature Monitoring"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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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1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yes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var. 1

MPD: 0 / var. 1

MPH: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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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13, 温度传感器特性

如果一个温度传感器要被评估，其特性没有被存储在固化软件中的话，该
特性必须以一个值表格的形式被输入在该参数中。

该值必须严格的单调的增加或减小，也就是说，在该表格中分配到一个增
大的温度必须要么总是比所有前面的值高，要么总是比前面所有的值低。

 P-0-0513 的行号    温度，单位
°摄氏度 [°C]

电阻值，单位欧姆
 [Ω]

1 -20
2 -10
3 0
4 10
5 20
6 30
7 40
8 50
9 60
10 70
11 80
12 90
13 100
14 110
15 120
16 130
17 140
18 150
19 160
20 170
21 180
22 190
23 200
24 210
25 220
26 230
27 240
28 250

Fig. 3-98: : 为温度传感器特性的列表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P-0-0512, Temperature sensor"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Temperature Monitoring"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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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1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Ohm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4294967295 ---

MPD: 0 / 4294967295 ---

MPH: 0 / 4294967295 ---



3-294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0517, 换算: 必需的调和分量

依靠饱和度方法，该参数被用作为确定一个针对换算决定的电流的和最小
的调和分量的极限。

如果和基本波有关的电流的基于百分比的调和分量，在自动换算决定的
过程中，小于输入在 P-0-0517 中的值的话，这导致一个对于 P-0-0521,
有效的换算偏置（它会引起电机的正向反馈）的错误值（F8078 速度环误
差）。驱动器因此中断命令，并且产生命令错误 F8013 或 C1218 自动换
算:电流过低。

注释: 在大多数情况下，4% 的缺省值不是必须被改变的。只是在例外
的情况下，在试运行的过程中反复地修正这个极限值才是有必
要的:

• 如果错误 F8013 或 C1218 自动换算: 电流过低 发生，并且
如果类似值 (+/- 大约 30) 为 P-0-0521, 有效的换算偏置 被
决定，同时为不同的电机位置反复换算设定（驱动器保持在
"Ab" 状态）的话，减小 P-0-0517 直到错误讯息不再产生;
最终多次校验换算设定的机能！

• 如果错误 F8078 速度环误差 产生，尽管换算决定没有用
信号显示任何错误的话，增大在参数 P-0-0517, 换算:必需的
调和分量！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1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 / 10,0 4,0

MPD: 1,0 / 10,0 4,0

MPH: 1,0 / 1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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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20, 对编码器监测的误差极限

电机编码器和转子之间的机械连接被监控。如果一个故障被探测到，例如，
编码器轴的损坏，错误信息 F8023 被输出。

参数 P-0-0520 为确定监测极限的参数被使用。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2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V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30 / 1000 1000

MPD: 30 / 1000 1000

MPH: 30 /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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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21, 有效的换算偏置

对于同步电机，当前作用在驱动器中的换算偏置的值被显示在这个参数中。

当驱动器被接通时，这个值参照电机编码器的实际位置值。

在初始试运行模式中，( 被设定在 P-0-0522, 换算设定控制字 ) 该值可以被
被写成立即生效，并且可以为最优化使用。

注释: 最优化通过用恒定扭力命令测量驱动器扭力，和自动地决定的
P-0-0521 的值的变化，被实现。那个使用了它最高的扭力被达
到的值是最优值！

以自动决定的值为基础，P-0-0521 的值应该按照最大 +/-256 被
改变！

在用增量测量系统的同步电机的初始试运行的过程中，更改为回零点的
P-0-0521 的值在执行 S-0-0148, C0600 驱动器受控的回零程序命令 执行
的过程中被 P-0-0508, 换算偏置 接管。

在用绝对测量系统的同步电机的初始试运行的过程中， P-0-0521 的值在
当命令 P-0-0524, C1200 换算偏置设定命令 被执行时，直接被 P-0-0508
接管。

如果一个编码器数据存储器可用，换算偏置同样存储在 P-0-3008, 换算偏
置，编码器存储器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mmutation Sett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2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024 0

MPD: 0 / 1024 0

MPH: 0 / 10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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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22, 针对换算设定的控制字

通过这个参数，选择一个方法（依靠这个方法，换算偏置在启动 P-0-0524,
C1200 换算偏置设定命令 被决定）是有可能的。

此外，通过 P-0-0522，控制器被告知一个同步电机的初始试运行是否被执
行。这导致存储在 P-0-0508, 换算偏置 / P-0-3008, 换算偏置，编码器存
储器 中的值被改写。

• 对于用绝对测量系统的电机，该结果在决定换算偏置时(命令 P-0-0524)
直接被 P-0-0508 接管。

此外，该值可以通过改变 P-0-0521, 有效的偏置设定 被最优化，因为
它直接被拷贝到 P-0-0508。

• 对于用增量测量系统的电机，依靠 P-0-0524 命令，并且激活“初始试
运行”模式，当决定换算偏置时，该结果不直接被 P-0-0508 接管（只
有带电流时可能！）

转换到回零点的 P-0-0521 的值只是通过测量系统的随后的回零被写到
P-0-0508。

•  如果一个编码器数据存储器可用的话，换算偏置也存储在 P-0-3008, 换
算偏置，编码器存储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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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 1,0: 换算设定的方法

00: 锁定的

01: 无电流的 (无驱动器使能),
针对直线电机的手动距离
测量法

10: 带电流的 (带驱动器使能),
通过“饱和方法”自动地为
所有同步电机决定

11: 带电流的 (带驱动器使能),
通过“正弦波方法”自动地
为所有同步电机决定

bit 15: 初始试运行模式
0: 停止
1: 激活

bit 4: 针对正弦波方法的
“搜寻方向”

0: 带优先级的振幅的增大
1: 带优先级的频率的增加

bit 6: 保留位

bit 7: 为正弦波方法的
测试信号的设定

0: 固定的持续时间
1: 信号周期的固定号

bit 5: 用正弦波方法的
移回到开始位置

0: 自动地移回
1: 不移回

bit 8: 解除刹车，使用
现行的正弦波方法

0:  否, 刹车保持
1:  是, 刹车解除

Fig. 3-99: P-0-0522, 换算设定控制字 的各个比特位

带有运动的正弦波方法只能为自由的运动轴被使用！一个可能可用的刹车
在换算设定的过程中必须被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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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没有重量补偿的垂直轴向下移动，当刹车通过
激活正弦波方法被自动地解除时！

⇒ 正弦波方法只能为平衡轴被使用！

注释: 如果带电流的“正弦波方法”被选择，同时 P-0-0507, 为角度
获得的测量频率的值 >大约 50，通过设定比特位 7 到“信号周
期的固定号”，为换算设定相当大的减少持续时间是有可能的。

是用这个设定只是在和回零点有关的换算偏置值关联中为用相
对测量系统的同步电机被推荐，因为决定了的换算设定的质量
可能会很弱！

注释: 这个参数被储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mmutation Setting" 部分。

注释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22 - 注释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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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23, 换算设定标准值

如果换算设定在使用绝对测量系统的同步直线电机的情况下，会被在一个
无电流的方式中被完成的话（可以被设定在 "P-0-0522, 针对换算设定的控
制字" 中)，定义的距离（见针对同步直线电机的功能描述）必须被输入在
这个参数中。

注释: 无电流的换算设定只是在用绝对测量系统的同步直线电机的情
况下才有意义，因为距离测量系统在初始试运行的过程中只被
执行一次。

决定了的值被储存，并且在和绝对测量系统的连接中，它自动
地引起电流和磁场，为了在机械轴的每一次新的启动时被正确
的在电机中调整。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Kit Motor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2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mm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214748364,7 / 214748364,7 0,0

MPD: -214748364,7 / 214748364,7 0,0

MPH: -214748364,7 / 214748364,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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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24, C1200 换算偏置设定命令

依靠参数 P-0-0524，为设定换算偏置激活命令是有可能的。

开始该命令之后，驱动器自动地决定了为同步电机的换算偏置的值，并且
把它存储在 P-0-0521, 有效的换算偏置 中。在初始试运行模式被激活（见
P-0-0522, 换算设定控制字）和使用绝对电机编码器的情况下，该值同样被
存储在 P-0-0508, 换算偏置 中。

如果一个编码器存储器是可用的话，换算偏置也被存储在 P-0-3008, 换算
偏置，编码器存储器 中。

为换算偏置的正确值导致了在电机中电流适当的分配到永磁场，因此，最
大的扭力被电流产生。

注释: 这个命令不只是对没有固定交货的同步电机而言是必需的，转子
或电机的可移动部分的机械分配到编码器系统（例如，同步无壳
电机）。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mmutation Sett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24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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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25, 刹车控制字

依靠这个参数，控制器被告知电机刹车的类型和它被激活的方式:

• 自释放或自锁紧刹车

• 轴刹车或伺服刹车

• 刹车已经被连接 –  刹车被激活

• 当接通和关闭驱动器使能时自动地刹车检验

• 激活 "释放刹车" 命令

P-0-0525, 刹车控制字

bit 0: 刹车的类型
0: 自刹车, 应用在 0 V
1: 电力刹车，应用在
    24 V

bit 1: 操作原则
0: 伺服刹车,
在最大刹车时间之后
刹车被激活
1: 主轴刹车,
刹车只有在
nact< 10 rpm 时被激活

bit 2: 控制
0: 刹车是不受控制的

1: 刹车是受控制的

bit 3: 保留位

bit 5: 命令 "释放刹车"
刹车被允许
0: 否
1: 是

bit 4: 刹车的磨损
(在刹车检验命令
执行的时候)
0: 否
1: 是

Fig. 3-100: P-0-0525 的各个比特位

注释: 对于 MHD, MKD, MKE 和 MSK 电机，这个参数的比特位 0 和
比特位 2 (值 "1") 被自动地设定！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Holding Brake"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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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2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yes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P-0-0528, 通量控制环比例增益

对于异步电机，通量环的增益被输入在这个参数中。

在异步电机的情况下，转子通量是电机受磁自感应和磁化电流的产物。然
而，转子通量只是通过转子时间长度有延迟的发生。通量环的任务是通过
磁化电流对应的过调量，尽量快的生成转子通量命令值。

通量环被当作带命令值前馈的一个比例环，如下面的图形所示。控制器的
输出被电流受磁感应系数分开，其结果是针对电流环的 id 命令值。

双倍的标定的磁化电流被视为针对 id 命令值的限制值。

通量环

+

P-0-0528 磁化
感应系数

+
-

ooo
转子通量命令值

转子通量作用值

到电流环的
id 命令值

2 * P-0-4004

-2 * P-0-4004

Fig. 3-101: 通量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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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动力学的应用，通量环增益可以根据下面的估计公式从电机数据被决
定。

4040040390

40410
*4.0*4.005280

−−+−−
−−=

+
=−−

PP

P

LL

L
P

RS

H

σσ

Fig. Fehler! Kein Text mit angegebener Formatvorlage im Dokument.-2:

为确定流量环积分增益的公式

为了较少的动力学应用，或者如果 id 命令值 P-0-0039 有振荡的趋势，这
个值可以被减小。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设定 P-0-0528 = 0，不带通
量环地运行也是有可能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etermining the Motor Parameter Valu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and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28 - 属性
公式: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 / 100,00 1,00

MPD: 0,00 / 100,00 1,00

MPH: 0,00 / 1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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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29, 停转电流限制的缩放比例

该停转限制电流是针对异步电机的扭矩生成电流的限制。

随着更高的电流，轴上的扭矩被减小。在实践应用中这个限制只是当磁化
电流有非常小的值时在场弱化范围的上限是重要的。

停转电流限制的决定因素是等价电路图 (P-0-4039, P-0-4040, P-0-4041)
的感应系数和被生成在来自磁化电流 id 的固定例子中的转子通量。

d
H

rd
q i

PP

P

L

Psi
i *

4040040390

40410
*

1
lim, −−+−−

−−≈=
σ

iq.lim: 为扭矩生成电流的停转电流限制
��    异步电机的泄漏因数

Fig. 3-102: 一个异步机器的停转电流限制

用设定在 P-0-0529 中的值，相关地改变停转电流限制是有可能的。随着设
定 P-0-0529 = 100% ，它严格地是定义在起作用之上的限制值，因而，较
小的值减小停转电流限制。

对于博世力士乐的电机，该参数值被储存在 "DriveBase" 中。对于第三方
电机，通过电机类型图板 P-0-4032 进行输入是被推荐的。命令 P-0-4033,
C3200 命令为异步电机计算数据 同样计算为 P-0-0529 的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etermining the Motor Parameter Valu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2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 / 150 100

MPD: 10 / 150 100

MPH: 10 / 1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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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30, 滑值增量

该参数只是为异步电机使用。在异步电机中，随着温度的变化，转子电阻
变化，并且因此转子时间常数变化。

为了计算扭矩输出所需的负载决定的滑值，转子时间常数被考虑。取决
于温度的转子时间常数被温度决定的滑值增量补偿。 

为滑值增量的值 ( 关于 100K 温度差别 ) 是电机特性，并且为每一个异步
电机类型分别的确定。

注释:

写入正确的值到这个参数中:

•  对于 2AD, ADF 和 1MB (1MS), 通过使用 DriveTop 试车
工具下载电机参数写入。

• 对于其它电机手动的输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etermining the Motor Parameter Valu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3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1/100K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 / 2,00 1,50

MPD: 1,00 / 2,00 1,50

MPH: 1,00 / 2,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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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32, 预磁化因数

通过这个参数，减少一个异步电机的磁化电流，进而减少转子电流是有可
能的。该因数涉及 P-0-4004, 磁化电流。

取决于在 P-0-0045, 电流控制器的控制字 中的各个位的设定，磁化电流被
减小，

• 取决于工作负载 (默认)  - 或者 -

• 与工作负载无关。

在无负载操作模式中，磁化电流 (P-0-4004) 可以被减小到 P-0-0532 中
指出的百分比。在负载的领导之下，磁化电流根据需要的扭矩或扭矩生成
电流适当的增加。

当扭矩生成电流已经达到 P-0-4004 的值的两倍时，满磁化电流在流动，
与预磁化因数 P-0-0532 的值无关。电机达到了最大可能扭矩！

id / P-0-4004

|iq| / P-0-4004

通量生成 / 磁化电流

扭矩生成电流的绝对值

1.0

P-0-0532
expl. 50%

1.0 2.0

id: 通量生成电流 (P-0-0039)
iq: 扭矩生成电流 (P-0-0038)

Fig. 3-103: 负载决定的预磁化因数的操作规则

一个异步电机的磁化电流也可以被不断的减小或增大，也就是说，和当前
有效的负载无关。50% 和 150% 之间的值可以被设定。

•  用低于 100% 的值，在电机轴的扭矩输出被和命令值比较输出。在最大
允许或可能电流情况下，可用的电机扭矩也能被减小！

• 用大于 100% 的值，最大可用的扭矩也可以被减小，总电流的扭矩生成
电流部分由于增加的磁化电流下降。

随着增加的磁化电流，饱和作用可以发生在电机的磁路中，扭矩增加的
效果在这种情况中不显示出来！

减少磁化电流
取决于工作负载

减少磁化电流
与工作负载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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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写入正确的值到这个参数中:

• 对于 2AD, ADF, 直线和旋转无壳电机，通过使用 DriveTop
试运行工具下载电机参数写入（缺省值 P-0-0532 = 50%!）。

• 对于其它电机:缺省值或手动地输入。

关于应用的注释

由于磁化电流的减小，在无负载的操作中，作为结果，电机温度的升高和
噪声生成都会减小；一个 50% 的设定因此为轴驱动被推荐。

对于使用异步电机的伺服驱动，设定 100% 是被推荐的，因为若用更低的
值，轴上的扭矩仅仅在一个和命令值比较的延迟后是可以用的！

注释: 在设定 P-0-0532 之后，检验加工，加速度和减速度过程是否
有想得到的结果！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Mechanical Axis System,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3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var. / var. 100

MPD: var. / var. 100

MPH: var. / var. 100

轴驱动

伺服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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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33, 电压环的比例增益

依靠这个参数，电压环的比例增益被输入。该电压环被用来在场弱化范围
内控制电机电压。

注释:

写入正确的值到这个参数中:

• 对于带编码器存储器的 MAD 和 MAF，在初始试运行的过程
中自动地写入。

• 对于 2AD, ADF, 直线和旋转无壳电机，通过使用 DriveTop
试运行工具下载电机参数写入。

• 对于其它电机:缺省值或手动地输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hird-Party Motors at IndraDrive Controller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3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A/V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4294967,295 0,500

MPD: 0,000 / 4294967,295 0,500

MPH: 0,000 / 4294967,295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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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34, 电压环积分作用时间

依靠中国参数，电压环的积分作用时间被输入。该电压环被用来在场弱化
范围内控制电机电压。

注释:

写入正确的值到这个参数中:

• 对于带编码器存储器的 MAD 和 MAF，在初始试运行的过程
中自动地写入。

• 对于 2AD, ADF, 直线和旋转无壳电机，通过使用 DriveTop
试运行工具下载电机参数写入。

• 对于其它电机:缺省值或手动地输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etermining the Motor Paramete Valu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3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 / 429496729,5 600,0

MPD: 0,0 / 429496729,5 600,0

MPH: 0,0 / 429496729,5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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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35, 没有负载时的电机电压

作为原则的问题，这个参数只是在场弱化操作中起作用。它定义了一个在
最大转换输出电压的百分比中被指明的一个电压。此外，它的功能取决于
选择的电机构造类型:

1) 异步电机:

这个参数定义了在场弱化操作中没有电机负载时的电压。依靠这个电压，
转子通量的命令值被预先控制。

2) 同步电机:

该参数定义了在场弱化范围内，为加速或减速过程的 e.m.f. 电压的命令值
通过见效这个侄，在这些情况下更大的扭矩可能被生成。

注释:

写入正确的值到这个参数中:

• 对于带编码器存储器的 MAD 和 MAF，在初始试运行的过程
中自动地写入。

• 对于 2AD, ADF, 直线和旋转无壳电机，通过使用 DriveTop
试运行工具下载电机参数写入。

• 对于其它电机:缺省值或手动地输入。由于必需的控制余量，
设定一个 80% 的最大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etermining the Motor Parameter Valu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35 - 属性
功能: 单位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 / 100,0 80,0

MPD: 0,0 / 100,0 80,0

MPH: 0,0 / 10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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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36, 最大电机电压

这个参数定义了电压环的命令电压。它被用最大转换输出电压的百分比形
式被指出来。

注释:

写入正确的值到这个参数中:

•   对于带编码器存储器的 MAD 和 MAF，在初始试运行的过程
中自动地写入。

• 对于 2AD, ADF, 直线和旋转无壳电机，通过使用 DriveTop
试运行工具下载电机参数写入。

• 对于其它电机:缺省值或手动地输入。由于必需的控制余量，
设定一个 90% 的最大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hird-Party Motors at IndraDrive Controller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3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50,0 / 100,0 90,0

MPD: 50,0 / 100,0 90,0

MPH: 50,0 / 10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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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39, 刹车状态字

这个参数显示了刹车的当前状态:

P-0-0539, 刹车状态字

bit 0: 为电机刹车的输出电压

0: 0V
1: 24V

bit 1: 监测功能
0: 执行不成功
1: 执行成功

Fig. 3-104: P-0-0539 的各个比特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Holding Brake" 部分。

功能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3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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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40, 电机刹车的扭矩

刹车标定的扭矩已经被输入在该参数中。当电机刹车监测激活，刹车依照
这个值被检验，除非这个值被不同地设定在参数 P-0-0545, 为放开电机刹
车的测试扭矩 和 P-0-0547, 刹车应用中测试扭矩 中。

在用刹车和编码器存储器的电机的情况下 (MHD, MKD, MKE)，该值被自
动地装载到 P-0-0540。在不带编码器存储器的电机的情况下，该值必须被
手动地输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Holding Brak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4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单位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

MPD: 0,0

MPH: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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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41, C2100 刹车校验命令

用这个命令，校验电机刹车是有可能的。为此，驱动器使能是必需的。电
机刹车首先解除，接着，电机用刹车扭矩的一半被激活。如果电机不动，
F2069 错误当解除电机刹车 错误讯息被输出，并且该命令被终止。

如果电机运动 (2 度)，电机被正确的放开。刹车扭矩这时被检验。为此，刹
车被控制器应用，并且刹车的保持扭矩被电机生成。如果转子不动，刹车有
对应的保持扭矩。如果转子运动 (>2 度) ，刹车校验命令要么终止，要么
驱动器试图重新建立刹车扭矩，这取决于 P-0-0525, 刹车控制字 中的第四
位。

为了重新建立刹车扭矩，转子用 +/-520 度被运动（刹车的“磨损”）。
刹车被循环的应用和解除。此后，驱动器再次检验刹车的保持扭矩，并且
随后中止该命令。

如果刹车没有在命令结束时到达它的保持扭矩，C2103 刹车扭矩太低 讯息
被输出。刹车校验的结果也通过 P-0-0539, 刹车状态字 中的一个比特位被
显示出。

警告

在刹车校验的过程中，由驱动器控制的轴运动引起的
所有物损坏！

⇒  在开始该命令之前，请把轴移动到一个没有危险的位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Holding Brak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41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单位: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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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42, C2000 命令释放电机刹车

依靠这个参数，在驱动器使能已经被关闭的时候释放电机刹车是有可能的。
在该命令开始的时候，电机刹车被释放，当该命令被终止时，刹车被再次
应用。

如果驱动器使能随着该命令的激活被设定，刹车保持放松，当驱动器使能
被关闭时，刹车自动地被应用。

注释: 该命令必须通过在 P-0-0525, 刹车控制字 中的比特位 5 被激活。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Holding Brak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42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317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0543, C3800 命令应用电机刹车

依靠这个参数，在通讯阶段 4 中应用电机刹车是有可能的。

当该命令开始时，电机刹车被应用。当该命令完成时，如果驱动器使能被
设定的话，刹车解除。如果当该命令被激活时驱动器使能被关闭的话，刹车
保持应用，甚至当该命令被清除的时候。如果当该命令被设定时驱动器使
能被设定的话，刹车仍然放松。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Holding Brak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43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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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44, C3900 命令刹车的磨损

通过这个参数，一个再也没有达到其刹车扭矩的刹车可以是磨损的。为此，
驱动器使能是必需的。在命令执行的过程中，电机被移动，并且刹车被应
用。

警告

在刹车校验的过程中，由驱动器控制的轴运动引起的
所有物损坏！

⇒  在开始该命令之前，请把轴移动到一个没有危险的位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Holding Brak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44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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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45, 为解除电机刹车的测试扭矩

当驱动器使能被接通时，通过命令 C2100 刹车校验命令 或通过自动刹车
校验，电机刹车的解除在第一步被校验。

参数 P-0-0545 事先调整扭矩，通过该扭矩，驱动器在电机刹车解除的情况
下在任何情形下运动。当刹车测试被执行并且预先设定在参数 P-0-0545 中
的扭矩起作用，但没有任何运动被察觉到时，一个错误讯息被输出。当该
参数已经被设成 "0" 时，该测试用在参数 P-0-0540, 电机刹车的扭矩 中的
值被执行。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Holding Brak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4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

MPD: 0,0

MPH: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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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46, 解除电机刹车的起始扭矩

C2100 刹车校验命令 的第一步检验电机刹车的解除。 

如果重量负载不足以使电机运动，一个扭矩被预先设定。引起运动的扭矩被
显示在这个参数中。这个参数为每一次刹车测试被更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Holding Brak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4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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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47, 刹车应用中测试扭矩

用命令 C2100 刹车校验命令，通过自动刹车校验，或当驱动器使能被接通
时，电机刹车的保持扭矩被校验。

参数 P-0-0547 预先设定了某一扭矩，当刹车已经被应用时，在该扭矩之上
驱动器无论如何不会运动。如果驱动器在刹车测试被执行，并且预先设定在
P-0-0547 中的扭矩起作用的时候运动了，一个错误讯息被输出。 

当该参数已经被设定成 "0"，测试用在参数 P-0-0540, 电机刹车的扭矩 中
的值被执行。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Holding Brak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4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

MPD: 0,0

MPH: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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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55, 轴控制器的状态字

这个参数显示了速度讯息和已经被达到的限制。

P-0-0555, 控制器状态字

bit 0 = 1, 如果 nact = ncomm
(S-0-0330)

bit 1 = 1, 如果 nact < nx (S-0-0332)

bit 2 = 1, 如果 nact = 0 (S-0-0331)

bit 3 = 1, 如果 ncomm > nlimit
(S-0-0335)

bit 11 = 1, 如果正向扭矩限制达到

bit 12 = 1, 如果反向扭矩限制达到

bit 4 = 1, 如果 Mact > Mx (S-0-0333)

bit 5 = 1, 如果 Mact > Mlimit
(S-0-0334)

bit 14 = 1 如果实际位置值在到位
窗口中 (S-0-0336)

bit 15 = 1 如果实际位置值在粗糙
到位窗口中
(S-0-0341)

Fig. 3-105: 速度控制环的讯息比特位

如果速度控制器的输出变量，被 S-0-0082, 正向扭矩/扭力限制值 或着
S-0-0083, 反向扭矩/扭力限制值 或 S-0-0092, 双向扭矩/扭力限制值 限
制了的话，这些比特位变成 "1" 。

这个参数的其它各个位同对应参数一起被解释 (IDN see figure)。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5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Bit 11/Bi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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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56, 轴控制器的控制字

由于速度环控制循环时间位置控制环时间（或先行的命令值调整）的一半，
通过两个速度环周期的一个速度命令值的插补可以被激活。

注释: 默认情况下，精细插补被打开（参照 P-0-0556, 比特位 3），
并且当控制环被最优化的时候必须被关闭（步骤响应纪录）！

bit 1: 速度控制环监测器

0: 开
1: 关

P-0-0556, 轴控制器的控制字

bit 0: 精细插补
0: 开
1: 关

bit 2: 性能设定
0: 基本性能
1: 高级性能

bit 15: 位置命令值的
加速度监测
0: On
1: Off

bit 3:  
缺省程序命令

（装载电机特性控制环

S-0-0262, C07_x 装载

参数值）
如果 F2008 RL 电机
类型已经改变，通过 
S-0-0099, C0500 复位
级别 1 诊断
0: 开
1: 关

bit 4: 扭矩 /扭力 限制
警告 E8260
0: E8260 被显示
(激活)
1: E8260 不被显示
(遮蔽)

Fig. 3-106: P-0-0556 的各个比特位

注释: 缺省情况下，速度控制环监测被打开 (bit 1 = 0)，并且应该只能
在例外的情况下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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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控制环的性能被预先选择在参数 P-0-0556 中（见下表）。

P-0-0556
(bit 2)

P-0-0001
(开关频率)

循环时间
位置环

循环时间
速度环

循环时间
电流环

0 (基本型) 16 500 µs 250 µs 62.5 µs
0 12 500 µs 250 µs 83.3 µs
0 8 500 µs 250 µs 125 µs
0 4 500 µs 250 µs 125 µs
1 (高级型) 16 250 µs 125 µs 62.5 µs
1 (高级型) 8 250 µs 125 µs 62.5 µs
1 4 250 µs 125 µs 125 µs

Fig. 3-107: 服从于性能设定和开关频率的位置循环时间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rive Control - Axis Control (Closed-Loop Oper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5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32768

MPD: --- / --- 32768

MPH: --- / --- 32768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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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68, 电压升高

依靠这个参数，在 U/f 特性的基本点上增加电压是有可能的（在停顿或一
个异步电机非常小的速度的情况下）。在基本点上需要的电压由电机数据
的基础决定并且被控制器提供。

由于长电机队列，例如，启动问题有时会对电机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依靠
这个参数，通过一个大于 0V 的值，改善启动行为是有可能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6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V eff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 / 50,00 0,00

MPD: 0,00 / 50,00 0,00

MPH: 0,00 / 5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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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69, 最大定子频率变化

速度的最大变化（以该变化驱动器可以跟上命令值）被电机和停转保护环
的采样时间所决定。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6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Hz/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1 / 3000,00 200,00

MPD: 0,01 / 3000,00 200,00

MPH: 0,01 / 3000,00 200,00

P-0-0570, 停转保护环比例增益

这个参数预先设定在停转保护环的比例增益中。停转保护环的使能信号

通过 P-0-0045, 电流控制器的控制字 被控制。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7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 / 500,00 100,00

MPD: 0,00 / 500,00 100,00

MPH: 0,00 / 5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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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71, 停转保护环的积分作用时间

依靠这个参数，设定停转保护环的积分作用时间是有可能的。

停转保护环的使能信号通过在 P-0-0045, 电流控制器的控制字 的一个比特
位被控制。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7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 / 6500,0 1,0

MPD: 0,0 / 6500,0 1,0

MPH: 0,0 / 6500,0 1,0

P-0-0572, 滑值补偿因数

依靠这个参数，修整滑值补偿前馈是有可能的。用 0.00% 的设定值，该前
馈被完全关闭。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7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准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 / 320,00 100,00

MPD: 0,00 / 320,00 100,00

MPH: 0,00 / 32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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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73, IxR 推进因数

依靠这个参数，修整 IxR 推进因数的前馈是有可能的。用 0.00% 的设定
值，该前馈被完全关闭。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7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 / 320,00 100,00

MPD: 0,00 / 320,00 100,00

MPH: 0,00 / 320,00 100,00

P-0-0574, 振动阻尼因数

依靠这个参数，修整振动阻尼因数前馈是有可能的。用 0.00% 的设定值，
该前馈被完全关闭。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7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320,00 / 320,00 100,00

MPD: -320,00 / 320,00 100,00

MPH: -320,00 / 32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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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75, 搜索模式: 搜索电流因数

通过 P-0-0045, 电流控制器的控制字，搜索模式功能可以被选择。在搜索
过程中，一个搜索电流被生成在将被搜索的静止转动的机器中。

搜索电流 = 磁化电流 * P-0-0575 / 100%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7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 / 320,00 60,00

MPD: 1,00 / 320,00 60,00

MPH: 1,00 / 32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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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76, 搜索模式: 发现点滑值因数

搜索模式功能通过 P-0-0045, 电流控制器的控制字 被选择。当机器一旦被
找到，额定的滑值被加到在“发现点”的速度上。100% 对应机械的额定
滑动。

用顺时针旋转场:    V = V finding point + (Vslip * P-0-0576 / 100%)

用逆时针旋转场:         V = V finding point - (Vslip * P-0-0576 / 100%)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7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2 可编辑性: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320,00 / 320,00 100,00

MPD: -320,00 / 320,00 100,00

MPH: -320,00 / 32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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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77, 正方形特性: 减损因数

正方形特性通过 P-0-0045, 电流控制器的控制字 被选择。在设定的基本范
围内的减损的程度被用这个参数平衡。

100% 的值对应最初的正方形曲线。当百分比值变低时，这个减损因数下
降，直到对应线性特性的设定 0% 已经被达到。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57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 / 100,00 50,00

MPD: 0,00 / 100,00 50,00

MPH: 0,00 / 10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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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612, 针对设定绝对测量的控制字

通过这个参数，参数 P-0-0012, C0300 命令设定绝对测量 被指定，并且
要被回零的绝对值编码器被选择。

参数结构:

P-0-0612, 针对设定绝对测量的控制字

bit 3, 4: 编码器选择
0 0: 电机编码器
0 1: 外部编码器
1 0: 测量编码器

Fig. 3-108: P-0-0612 的各个比特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Set Absolute Measur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61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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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640, 冷却类型

这个参数必须被设定成了解的冷却类型。根据在固化软件内部分配到冷却
类型的冷却类型因数...

• ... 电机工作负载的 100% 参考被调整到了解的冷却类型。

• ... 作用在固化软件内部的电机温度模式中的电机热量时间常数依靠
P-0-4035, 电机的热量时间常数 的值被决定（引用标准冷却）。

了解的冷却类型  P-0-0640, 冷却类型 冷却类型因数

自然对流，不通风 0 (缺省) 1,0

表面通风 1 1,5
液体冷却 2 1,9

Fig. 3-109: P-0-0640 的值确定的冷却类型因数

注释: P-0-0640 的缺省值是 "0"，这意味着参考值已经被设定成电机
标准冷却类型。对于 MSK, MHD 和 MKD 以外的电机，只有值
"0" 是被允许的！

在基于为扭力/扭矩数据的百分比缩放比例的情况下，(S-0-0086, 扭矩/扭力
数据缩放比例类型 的比特位 0...2 )，为 MSK, MHD 和 MKD 电机的参考
(100%) 可以，通过这个参数，被调整到已经了解的冷却类型。

用冷却类型因数，计算参考值 (100% 值) 是有可能的，见参数描述
S-0-0086, 扭矩/扭力 数据缩放比例类型。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Mechanical Axis System, Measuring Systems"
和 "Current and Torque Limitation (Closed-Loop)"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64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2 0

MPD: 0 / 2 0

MPH: 0 / 2 0

设置

调整 100% 值到了解的冷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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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681, 分配 IDN -> 平行输出 1

用这个参数，在可选择模块 HEA01 上指定一个参数的值到平行输出是有
可能的。该分配参数的最低 8 位是输出。

注释: 如果一个 IDN 被分配到在 HEA01 上的平行输出，对应的参数
P-0-0081, 平行输出 1 不能被双轴装置的其它轴再写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igital Input/Output"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择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高级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68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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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682, 分配；平行输出 1 -> IDN

用这个参数，可选择模块 HEA01 的平行输入可以被分配到一个参数的值。

HEA01 的输入状态被输入在有 12 比特宽度，右排列的各个参数中。

注释: 如果一个 HEA01 的输入依靠参数 P-0-0682 被分配到一个 IDN
的话，这个被分配的 IDN 的操作数据用  HEA01 的输入值被循
环地复写。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igital Inputs/Out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68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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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750, 每个主导轴周期的主导轴转数

参数 P-0-0750 为 P-0-0053, 主导轴位置 加上 P-0-0054, 附加的主导轴
位置定义的模数范围。关于主导轴周期范围的信息用这个参数被给到驱动器中。

在这个范围内，主导轴位置的溢出可以被正确的处理。

主导轴周期被定义在控制单元侧。它包含了被需要用来带动所有要跟随主导轴
的驱动器的主轴旋转的数目，返回到一个关于彼此的定义的位置。

这个参数的值通常被设定到各个从轴的主导轴齿轮 (P-0-0156) 的输入转数的
最小公倍数 (LCM)。如果值 "0" 被写到该参数，用户必须以，在主导轴齿轮
的负载侧的 4096 主导轴转数对应模数范围的方式，写 S-0-0103。

应用飞切：在绝对缩放比例的情况下，P-0-0750 同样必须被用 "0" 写，
因而，绝对同步在最大行程范围 S-0-0278 中是有可能的。

这不适合于速度同步模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Synchronization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75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2047 1

MPD: 0 / 2047 1

MPH: 0 / 204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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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751, 每个命令周期从轴的同步划分

命令值周期的一个划分被用这个参数中定义。包含在该命令值周期内的划
分的数量在参数 P-0-0751 中被指明。

这表示，命令值周期为确定该分割被参数  P-0-0751 的值划分。命令值周期
的大小被包含在参数 P-0-0754, 命令值周期 内。

同步划分可以为在参数 P-0-0155, 同步模式 中的同步被选择。在同步过程
中走过的距离不会比定义的划分长。

从轴与其同步的距离，依靠来自在命令值周期内的同步位置命令值的模数
划分，被计算出。

该同步划分可以小于或大于驱动器的一个负载旋转。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75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32767 1

MPD: 1 / 32767 1

MPH: 1 / 3276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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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752, 每个实际值周期从轴的负载转数

用模数位置缩放比例，实际值周期确定在从轴的实际位置值的最大范围。

这个参数指出了实际值周期组成的模范围 S-0-0103 的号码。

驱动器随后生成了一个在这个范围内，并且可以从参数 P-0-0753, 实际值
周期内的位置实际值 中读出的的实际位置值。

实际值周期是必需的，如果在相位同步或凸轮轴的情况下，同步被执行在
一个大于模数值 S-0-0103 的范围内的话。同步范围因此可以是命令值周期
或它的一个划分。

为同步，在命令值周期或它的一个划分中的实际位置值依靠模数划分从在
实际值周期中的实际位置值被演绎出来。

为了每次都有不含糊的值，实际值周期必须是命令值周期的一个整数倍。

当决定实际值周期的时候，这必须被考虑。

如果几个电子传动比在一个轴上被设定（例如，因为不同格式）的话，会有
几个命令值周期产生在这个轴上。实际值周期因此必须按照对应这些命令
值的最小公倍数的这样一个方法，被设定。

如果电子齿轮不被改变，实际值周期被设定在顺从命令值周期或它的一个
倍数这样的方法中。

如果同步只是在模数范围内被执行的话，从轴的每个实际值周期的负载旋
转数量可以被设成 "1"。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75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65535 1

MPD: 1 / 65535 1

MPH: 1 / 6553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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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753, 实际值周期中的位置实际值

用“相位同步”或“凸轮轴和模数位置缩放比例”，这个参数指出了一个
当前实际位置值。这个值在一个根据参数 P-0-0155, 同步模式 的比特位
4 生成的一个范围内。

如果比特位 4 = 0，实际值周期的模数范围被 P-0-0752, 每个实际值周期
从轴的负载旋转 和 S-0-0103, 模数值 的乘积生成。
如果比特位 4 = 1，实际值周期对应 P-0-0754, 命令值周期 的值。

这个实际位置值通过命令“设定绝对测量”或通过“驱动器受控的回零程
序”为已经被选择的，在已经被设定的同步模式中的实际位置值被，设定。

如果，例如，操作模式“用虚拟主轴的相位同步，编码器 1”已经被设定，
P-0-0753, 实际值周期内的位置实际值 将根据实际位置值 1 类推被改变。
它的范围，无论如何被 S-0-0103, 模数值 所限制。实际位置值 1 随后引起
P-0-0753, 实际值周期中的位置实际值 被设定成同实际位置值 1相同的值。

在实际值周期内的实际位置值的位置状态可以从参数 P-0-0089, 为同步操
作模式的状态字 的比特位 4 中被得到。

当激活为同步的操作模式时，为同步的行进距离同在实际值周期中的实
际位置值一起被确定。

其结果是一个到已经被设定的同步范围（命令值周期，命令值周期的划分
或模数范围）的行进距离的一个限制。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75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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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754, 命令值周期

命令值周期定义了一个，包含了被操作在相位同步模式中的一个轴同步位
置命令值的，范围。该命令值周期被驱动器计算出。

为了计算，下列参数的数据被使用到:

• P-0-0156, 主驱动器齿轮输入转数

• P-0-0157, 主驱动器齿轮输出转数

• P-0-0159, 从驱动器进给行程

• P-0-0750, 每个主轴周期的主轴转数

• S-0-0103, 模数值

对旋转位置缩放比例的应用:

°••= 360
0156-0-P

0157-0-P
  0750-0-P  命令值周期 

对直线位置缩放比例的应用:

01590 −−••= P
0156-0-P

0157-0-P
  0750-0-P  命令值周期

用凸轮轴模式，并且 P-0-0755, 齿轮减速 = 0 ，
附加的应用:

07550 −−
=

P

命令值周期
 命令值周期 

如果主驱动器齿轮的参数的一个 (P-0-0156, P-0-0157) 改变了，命令值周
期也会变化。

命令值周期可以在参数 P-0-0155, 同步模式 中作为同步的一个范围被选
择。用参数 P-0-0751, 每个命令周期从轴的同步划分，命令值周期的一个
划分可以被定义。

这个划分也可以在 P-0-0155, 同步模式 为同步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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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75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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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755, 齿轮减速比

当凸轮轴模式被激活，这个参数被用来设定一个同主轴相位同步的一个运
动。就一个不断转动的轴，前向运动通过凸轮轴和直线部分，补偿性运动
一起被实现。

注释: 在这个参数中用值零，平行的相位同步运动被关闭。

下列参数被用来计算附加的同步位置命令值 XSynch Add:

• P-0-0053, 主轴位置

• P-0-0054, 附加的主轴位置

• P-0-0083, 齿轮比精细调整

• P-0-0108, 主驱动器极性

• P-0-0156, 主驱动器齿轮输出转数

• P-0-0157, 主驱动器齿轮输出转数

• P-0-0159, 从驱动器进给行程

• P-0-0755, 齿轮减速

根据位置缩放比例的类型，下列的公式被用来计算附加的同步位置命令值
XSynchAdd.

202

01030
*

0755-0-P *0156-0-P

0083)-0-P  (1 * 0157-0-P
 *0054)-0-P  0053-0-P ( =XSynchAdd

−−++± S

用旋转模数缩放比例生成同步位置命令值

202

01590
*

0755-0-P*0156-0-P

0083)-0-P(1 *0157-0-P
 * 0054)-0-P  0053-0-(P  =XSynchAdd

−−+
+± P

用直线缩放比例的附加同步位置命令值的生成

注释: 当使用平行相位同步运动时，设定模数位置缩放比例是有必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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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75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32767 0

MPD: 0 / 32767 0

MPH: 0 / 327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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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764, 主导轴速度

主导轴速度是在，用每个 NC 周期虚拟主导轴的一个同步操作模式下，或用每
个 TgenCounter 周期实主导轴的一个同步操作模式下，P-0-0053, 主导轴位置
和 P-0-0054, 附加的的主导轴位置 变化的和。

主导轴速度被显示成 rpm。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Synchronization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76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Rpm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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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765, 测量编码器的模系数

参数 P-0-0765, 测量编码器的模系数 定义了测量编码器的绝对范围。

输入是 220
 的一个因数，下列适用:

测量编码器的模数范围 = 测量编码器的模系数 * 220

测量值编码器被评估并显示在这个范围内。如果测量编码器的模系数比
测量编码器的绝对显示范围（由选择的编码器自动地确定）小 220 

倍的话，
比特位 6 在参数 P-0-0328, 针对测量编码器的位置编码器的类型 中被设定
（绝对编码器评估是有可能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765 - 属性
硬件: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2047 1

MPD: 0 / 2047 1

MPH: 0 / 2047 1



3-346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0775, 主导轴的位置结果

主导轴的位置结果从参数 P-0-0053, 主导轴位置 和 P-0-0054, 附加的主导轴
位置 中被生成。

来自这两个参数的位置的和被精细地插值，这样一来，在驱动器内部作为
结果的主导轴位置是再次可用的，对基本型性能是 500 微秒，对于高级型性
是能 250 µs。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Synchronization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77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Incr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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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776, 有效的主导轴位置

有效的主导轴位置是在主导轴齿轮 P-0-0157/P-0-0156 齿轮比精细调整  
P-0-0083 之后的作为主导轴的位置结果 P-0-0775。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Synchronization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77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Incr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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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777, 有效的主导轴速度

有效的主导轴速度是在主导轴驱动器齿轮 P-0-0157/P-0-0156 和齿轮比精细
调整 P-0-0083 之后的主导轴速度 P-0-0764。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Synchronization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hase Synchronization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77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Rpm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349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0778, 同步位置的命令值

同步位置命令值是得自主导轴位置 (P-0-0053) 和附加的主导轴位置的从轴的
同步位置命令值。

它根据带已经被设定的外部位置控制环的同步操作模式被设定。

相位同步:

202

0103-0-S
*0083)0P(1*

0156-0-P

0157-0-P
 *0054)-0-P0053-0- ( =0778-0-P −−++± P

P-0-0778: 同步位置命令值

Fig. 3-110: 用旋转模数缩放比例生成同步位置命令值

202

deg360
008301

01560

01570
005400053007780

rees 
)*P*(

-P-

-P-
)* -P--( P- =-P- −−++±

P-0-0778: 同步位置命令值

Fig. 3-111: 用旋转绝对缩放比例生成同步位置命令值

202

0159-0-P
*0083)0P(1*

0156-0-P

0157-0-P
 *0054)-0-P0053-0- ( =0778-0-P −−++± P

P-0-0778: 同步位置命令值

Fig. 3-112: 用直线缩放比例生成同步位置命令值

凸轮轴:

)
2

360
*/)1(**)*(*(0778-0-P  0778-0-P

201-n
°+∆++−±∆+= UF

G

G
Lcv

G

G
Ltabh

e

a

e

a ϕϕϕϕ

P-0-0778: 同步位置命令值
+/- : P-0-0108, 主导轴极性 (P-0-0108=1 > -)
ϕL : 主导轴位置 (P-0-0053) + 附加的主导轴位置
                         (P-0-0054)

ϕV : 轮廓的角度偏置起始 (P-0-0061)
ϕc: 动态角度偏置的部分 (P-0-0085)
h : 凸轮轴距离 (P-0-0093 或 P-0-0073)
tab(ϕ) : 凸轮轴轮廓 (P-0-0072 或 P-0-0092)
Ga : 主驱动器齿轮输出转数 (P-0-0157)
Ge : 主驱动器齿轮输入转数 (P-0-0156)
F : 精细调整 (P-0-0083)
U : 齿轮变形 (P-0-0755)

Fig. 3-113: 为用旋转绝对缩放比例的从驱动器的位置命令的循环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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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778: 同步位置命令值
+/- : P-0-0108, 主导轴极性 (P-0-0108=1 > -)
ϕL : 主导轴位置 (P-0-0053) + 附加的主导轴位置
                         (P-0-0054)

ϕV : 轮廓的角度偏置起始 (P-0-0061)
ϕc: 动态角度偏置的部分 (P-0-0085)
h : 凸轮轴距离 (P-0-0093 或 P-0-0073)
tab(ϕ) : 凸轮轴曲线 (P-0-0072 或 P-0-0092)
Ga : 主驱动器齿轮输出转数 (P-0-0157)
Ge : 主驱动器齿轮输入转数 (P-0-0156)
F : 精细调整 (P-0-0083)
U : 齿轮变形 (P-0-0755)

Fig. 3-114: 为用旋转模数缩放比例的从轴的位置命令值的循环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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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778: 同步位置命令值
+/- : P-0-0108, 主导轴极性 (P-0-0108=1 > -)
ϕL : 主导轴位置 (P-0-0053) + 附加的主导轴位置
                         (P-0-0054)

ϕV : 轮廓的角度偏置起始 (P-0-0061)
ϕc: 动态角度偏置的部分 (P-0-0085)
h : 凸轮轴距离 (P-0-0093 或 P-0-0073)
tab(ϕ) : 凸轮轴曲线 (P-0-0072 或 P-0-0092)
Ga : 主驱动器齿轮输出转数 (P-0-0157)
Ge : 主驱动器齿轮输入转数 (P-0-0156)
F : 精细调整 (P-0-0083)
U : 齿轮变形 (P-0-0755)

Fig. 3-115: 为用直线缩放比例的从驱动器的位置命令值的循环生成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hase Synchronization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77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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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779, 同步速度

同步速度是每个控制器周期的，微分（适应个别差异的）同步位置命令值
P-0-0778。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ynchronization Mode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hase Synchronization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77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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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780, 凸轮轴曲线 3

包含了一个为凸轮轴曲线的用标号 (ϕ) 数据点的表格。数据点的数量可以是
8, 16, 32, 64, 128, 256, 512 和 1024 这些值。该值总是被映射到一个主轴
旋转中 ( 360°)。

在数据点 dϕ 之间的距离由元素的个数产生:

例如: 1024 个数据点

dϕ = 360° / 1024 = 0.35°

表中的第一个元素是针对 ϕ = 0° 的数据点。
表中的最后一个元素是针对 ϕ = 360° - dϕ 的数据点。

索引
凸轮轴

增量

角度0° 90° 180° 270° 360°-0,35°

百分比 %

100°
直线凸轮轴曲线

0

0

524288262144 786432 1048575-x

256 512 768 1023

主轴 主轴位置   到内部主轴位置
的转换。

限制到一个主轴
旋转。

内部主轴位置
在格式
2^20 -> 360°

凸轮轴曲线的索引取决于
内部主轴位置

Fig. 3-116: 一个直线凸轮轴曲线的例子

凸轮轴曲线的实际值是百分比值。

它们可以在 -799.999999% 和 799.999999% 之间。

100% 的一个值导致了一个对应实际凸轮轴距离 (P-0-0093 或 P-0-0073)
的一个位置。从轴的位置依靠以这种方式决定的位置被确定。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lectronic Cam Shaft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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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78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799,999999 / 799,999999 ---

MPD: -799,999999 / 799,999999 ---

MPH: -799,999999 / 799,999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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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781, 凸轮轴曲线 4

包含了一个为凸轮轴曲线的用标号 (ϕ) 数据点的表格。数据点的数量可以是
8, 16, 32, 64, 128, 256, 512 和 1024 这些值。该值总是被映射到一个主轴
旋转中 ( 360°)。

在数据点 dϕ 之间的距离由元素的个数产生:

e.g.: 1024 个数据点

dϕ = 360° / 1024 = 0.35°

表中的第一个元素是针对 ϕ = 0° 的数据点。
表中的最后一个元素是针对 ϕ = 360° - dϕ 的数据点。

索引
凸轮轴

增量

角度0° 90° 180° 270° 360°-0,35°

百分比 %
100°

直线凸轮轴曲线

0

0

524288262144 786432 1048575-x

256 512 768 1023

主轴 主轴位置   到内部主轴位置
的转换。

限制到一个主轴
旋转。

内部主轴位置
在格式
2^20 -> 360°

凸轮轴曲线的索引取决于
内部主轴位置

Fig. 3-117: 一个直线凸轮轴曲线的例子

凸轮轴曲线的实际值是百分比值。

它们可以在 -799.999999% 和 799.999999% 之间。

100% 的一个值导致了一个对应实际凸轮轴距离 (P-0-0093 或 P-0-0073) 
的一个位置。从轴的位置依靠以这种方式决定的位置被确定。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lectronic Cam Shaft with Real/Virtual
Master 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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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78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799,999999 / 799,999999 ---

MPD: -799,999999 / 799,999999 ---

MPH: -799,999999 / 799,999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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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806, 当前主电压尖峰值

这个参数为 HCS03 装置 (变流器) 显示了主电压的当前尖峰值。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80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V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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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809, 充电电路的属性

这个列表参数显示了为软启动充电电路的数据，这个参数以非易失性的格
式存储在功率部分。

行    名称 单位
Decimal
小数位

长度，单
位：字节

1 充电电路的类型
0.00 = 没有充电电路
1.00 = 电阻充电
2.00 = 恒定电流源

没有 2 2

2 最大电容  毫法  2 2
3 电阻值

或
恒定充电电流

欧姆
或
安培

2 2

4 持续功率
或
持续电流或最大
充电时间

watt
或
A 或 sec

2 2

5 最大能量 kJoule 2 2

Fig. 3-118: 充电电路的属性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080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LT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 / 42949672,95 ---

MPD: 0,00 / 42949672,95 ---

MPH: 0,00 / 4294967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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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810, 最小的主尖峰值

针对 HCS 换流器，在这个参数中，为主电压的尖峰值设定一个单独的最小
值是有可能的。这个值只在，它比主连接电压范围的最小值大的情况下起
作用！

如果主尖峰值，当换流器被接通时，比 P-0-0810 中的值低的话，诊断讯息
E2814 主体欠压 被生成。

如果主尖峰值，当换流器被接通或在操作中时，比 P-0-0810 中的值低的话
话，诊断讯息 E2814 主体欠压 被生成。

注释: 在接通时，为 HCS 装置被探测的主电压尖峰值，被显示在
P-0-0815, 标定的主电压尖峰值！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81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V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780 ---

MPD: 0 / 780 ---

MPH: 0 / 780 ---

对于 HCS02

对于 HCS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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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815, 额定的主电压尖峰值

为 HCS 换流器的这个参数，显示了在主电压被接通时第一时间被测量的主
电压尖峰值。

针对欠压极限的标准值   (P-0-0114)，主电压尖峰值的标准最小值  (P-0-0810)
和一个刹车电阻的标准接通极限 (P-0-0858) 衍生于这个值。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81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V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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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816, 放大器温度 2

指出了在功率部分上的一个第二温度传感器的当前温度。这个传感器对于
HCS03.1 装置来说是可用的。

参数 P-0-0816 总是可用的，即便没有可用的第二个温度传感器。在这种情
况下，值 "0" 被显示。

相应的警告和关机极限是 E2040 放大器温度 2 预警 和 F2040 放大器过
温 2 关机。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81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208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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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833, 刹车电阻阀值

刹车电阻器只是在被刹车需要的时候通过固化软件被接通。这意味着，一
旦直流总线电压高于电压极限 P-0-0833, 刹车电阻阀值 时，它被接通。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83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V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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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844, 刹车电阻负载

该参数用关于当前存储在刹车电阻中的它的最大允许能量容量的百分比指
出热能量。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84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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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858, 外部刹车电阻的数据

对于 HCS 换流器，一个在外部被连接的刹车电阻的类型数据被输入在这个
列表参数中。

为了接通，可以被设定在第四行中的，刹车电阻的参考电压，可以通过
P-0-0860, 换流器的控制字 的各个比特位被激活。

行号 姓名 单位 小数位 以字节为
单位的长度

1 标定电阻  Ohm 4 4
2 持续功率  W 4 4
3 能量 kWs 4 4
4 参考接通电压

刹车电阻
V 4  4

5 不被支持 4 4

Fig. 3-119: 外部刹车电阻的数据

注释:

• 如果值 "0" 被输入到列表行 1-3 中的一个，外部刹车电阻
没有被激活！

• 在列表行 4 中的值必须至少是 P-0-0815, 标定的主电压尖峰
值 130%，并且不能超过 820V 这样一个最大值。如果
输入的值过低，错误 F2825 接通极限刹车电阻过低 通过被
激活用信号被通知。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85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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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859, 内部刹车电阻的数据

为换流器，驱动器内部的刹车电阻的类型被显示在这个列表参数中。这个
参数以非易失性的格式存储在功率部分。

行号   名称 单位 小数位 以字节为
单位的长度

1 标定的电阻值   Ohm 4 4
2 持续功率    W 4 4
3 能量 kWs 4 4

Fig. 3-120: 内部刹车电阻的数据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085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LT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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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860, 功率部分的控制字

在这个参数中，基本的设定特别的为换流器被构成。这个为刹车电阻的开
关极限是动态的，他们根据负载被增加。这些要被选择的值对应刹车电阻
的 0 百分比负载。

 P-0-0860, 换流器的控制字

bit 0: 动力提供
0: 主电压 (换流器,

标准的)
1: DC 总线 (反用换流器)

bit 11,10: 针对刹车 电阻的
开启/闭合的参考值

00: 开=DC 820V, 关=DC 800V
(标准)

01: 开= P-0-0858, 外部刹车电阻
的数据 的第四列元素，
最大 DC 820V
关=DC 20V 在开启电压之下

10: 开= P-0-0815, 标定的
主电压尖峰值 + 30%

关= P-0-0815, 标定的主
电压尖峰值 + 30% -20V

bit 8: 刹车电阻
0: 内部 (标准)
1: 外部

Fig. 3-121: P-0-0860 的各个比特位

注释: 比特 0 决定了换流器的动力提供是通过主连接（变流器操作，
缺省的），还是通过直流母线（反用换流器操作）发生。关于
模块总线，在反用换流操作下使用的换流器运行表现为一个反
用换流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wer Supply"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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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86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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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861, 功率部分的状态字

这个参数允许显示关于动力提供的驱动器特殊的状态讯息。

bit 1: 软启动处理完成?
(只是换流器)
0: 否
1: 是

bit 2: 主电压可用?
(只是换流器)

0: 否
1: 是

bit 7 刹车电阻过载警告?

0: 否
1: 是

bit 9 为操作的供给准备好了?
(只是换流器, 为控制
Bb 接触!)

0: 否
1: 是

bit 0: 当 P-0-0114=0 (标准
最小电压):
驱动器为功率输出准备好?

0 : 否, 模块总线信号 "DC
bus not ok"
1: 是, 模块总线 "DC bus ok"

bit 3, 为动力输出的供给准备
好了? (只是换流器
取决于 P-0-0114)

0: 否, 设备信号 "DC bus not ok"
通过模块总线
1: 是, 设备信号 "DC bus ok"
通过模块总线

bit 6 错误换流器提供单元
F28xx? (只是换流器)

0: 否
1: 是

bit 4 软启动时出错? (只是
换流器)

0: 否
1: 是

bit 5 软启动继电器欠流?
(只是换流器)

0: 否
1: 时

Fig. 3-122: P-0-0861 的各个比特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wer Supply"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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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86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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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900, 编码器仿真信号选择列表

这个参数被用作显示可以用来为增加的和 SSI 编码器仿真的信号。

被驱动器支持并将被仿真的信号取决于

• 固化软件版本和被使能的功能包

• 控制部分硬件或它的配置

并且被排列在参数 P-0-0900, 编码器仿真信号选择列表 中。

注释: 当硬件或固化软件配置被改变时，首先切换到操作模式，以保证
列表 P-0-0900 被再次生成。

该固化软件基本上支持下列的信号:

• 真实编码器信号 (编码器 1..3)

• 位置反馈 1 值 (S-0-0051)

• 位置反馈 2 值 (S-0-0053)

• 测量编码器的实际位置值  (P-0-0052)

• 内部数字位置值

• 控制器的位置命令值  (P-0-0434)

• 作为结果的主轴位置  (P-0-0775)

• 有效的主轴位置  (P-0-0776)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xtended Drive Functions – Encoder Emulation"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90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依靠

被固化软件 MPx02VRS 支持
的信号的最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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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901, 编码器仿真信号选择

这个参数被用来配置（控制）该增加的和 SSI 编码器仿真。将被仿真的信
号可以因此被确定。

将被仿真并被驱动器支持的信号可以从 P-0-0900, 编码器仿真信号选择列表
中被得到。

此配置通过输入来自，在参数 P-0-0901, 编码器仿真信号选择 中的，参数
P-0-0900 的想要得到的 IDN ，被构成。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P-0-0900, Encoder emulation signal selection list"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 "Extended Drive Functions – Encoder Emulation"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90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51

MPD: --- / --- 51

MPH: --- / --- 51

P-0-0902, 编码器仿真控制参数

这个参数被用来配置（控制）编码器仿真。

下列选项:

• 选择或激活仿真的类型

• 为增量编码器仿真激活死时间补偿

• 为增量编码器确定零脉冲输出的参数

被支持的仿真信号
信号选择列表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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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902, 编码器仿真控制参数

bit 4: 死时间补偿
0: 死时间补偿关闭
1: 死时间补偿激活

bit 1-0: 选择仿真的类型
00: 编码器仿真解除
01: 增量编码器仿真
10: 绝对编码器仿真

bit 7: 零脉冲输出
0: 与机械零点无关
1: 关于机械零点

Fig. 3-123: P-0-0902, 编码器仿真控制参数

注释: 死时间补偿和零脉冲输出只是在激活增量编码器仿真时起作用！

通过比特为 7，确定用增量编码器仿真的零脉冲输出的参数时有可能的:

•  Bit 7 = 0:
在驱动器在输入在 P-0-0905 的行的距离中被接通后，零脉冲立即被输
出。

注释:   万一驱动器没有被回零 (参考 S-0-0403)，零脉冲不参考现
有的机械零点被生成！

•  Bit 7 = 1:
零脉冲只是当，驱动器在输入在 P-0-0905 的行的距离中被回零 (参考
S-0-0403)，的时候被输出。被生成的零脉冲，因此对应实际的机械零
点！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xtended Drive Functions – Encoder Emulation"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90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yes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零脉冲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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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903, 编码器仿真分辨率

参数 P-0-0903 被用作确定下列的分辨率的参数

• 被仿真的增量编码器 (增加的)

• 被仿真的 SSI 编码器 (绝对的)。

注释: 单位，限制值和参考值取决于被使用的编码器仿真，电机类型
和在 S-0-0076 中被参数化的缩放比例！

当一个增量编码器被仿真时，被仿真的增量编码器的队列的号必须被输入
在 P-0-0903, 编码器仿真分辨率。

在这种情况下，格式和单位是不同的:

• 旋转电机:  线 / 旋转

• 直线电机:  mm 或 inch

为确定 P-0-0903 的参数，遵守下列各项:

• 增量编码器仿真的范围: 1 – 262144 (=218)

• 仿真信号的最大信号频率必须不超过 1 MHz 的最大允许输出频率。
增量的数量必须因此被调整到该速度。

也可参阅针对 "F2053 Incr. encoder emulator: pulse frequency too high"
的排错手册。

当一个绝对编码器被仿真成 SSI 格式，想要得到的要被输出的 SSI 位置的
比特宽度被输入到这个参数。

在这种情况下，格式和单位是不同的:

•  旋转电机:  线 / 旋转

• 直线电机:  bits/mm 或 bits/inch

为确定 P-0-0903 的参数，遵守下列各项:

• SSI 仿真的输入范围是: "8 bits  ... 24 bits"

• 对于 SSI 仿真，总有 24 个被传输的比特，一个电机旋转和因此产生的
可以被显示为绝对格式的行程范围的分辨率，依靠在 P-0-0903 中的
输入被定义。

参数设定的例子:

如果 P-0-0903 = 12 bits/旋转，这意味着，一个电机旋转用 12 个比特
(= 4096 个增量) 被决定，并且 212 (4096) 个旋转的一个最大值可以用绝对
格式被显示出。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xtended Drive Functions – Encoder Emulation"
部分。

增量编码器仿真

SSI 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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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90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Counts/Rev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6777216 4000

MPD: 0 / 16777216 4000

MPH: 0 / 16777216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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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904, 编码器仿真零脉冲偏置

在增量编码器仿真的情况下，用该参数在一个被仿真的增量编码器的一个
（电子的或机械的）旋转内，偏置参考脉冲（零脉冲）的位置是有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格式和单位是不同的:

•  旋转电机: 线

• 直线电机:  mm 或 inch
.

为确定 P-0-0904 的参数，遵守下列各项:

• 允许的输入范围在 "0" 和 "P-0-0905" 之间。

• 输入在每一个相位上是可能的，同时在操作的过程中也是。在一个输入
的过程中，驱动器，无论如何，应该处于停滞状态。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xtended Drive Functions – Encoder Emulation"
部分。

输入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90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Count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6777216 0

MPD: 0 / 16777216 0

MPH: 0 / 167772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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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905, 编码器仿真零脉冲距离

如果零脉冲，在增量编码器仿真的情况下，会根据行进距离被循环地输出
的话，在两个零点之间的距离可以被输入在参数 P-0-0905 中。

在这种情况下，格式和单位是不同的:

• 旋转电机: 线 (最大值 = 2^32 线)

• 直线电机: mm 或 inch (最大值 = S-0-0278)

为确定 P-0-0904 的参数，遵守下列各项:
•  P-0-0905 = P-0-0903:

每个旋转有一个零脉冲生成 (或每 mm)

•  P-0-0905 = "0":
在机械零点处，只有一个信号零脉冲在整个行程范围上被生成。

•  0< P-0-0905 < P-0-0903:
每个旋转中有几个零脉冲被生成 (或每 mm)

• P-0-0903< P-0-0905 < 最大绝对值 (见上!)
每 n 个旋转中有一个零脉冲被生成  (或每 n mm)

注释: 为了循环的输出，你必须考虑，一个零脉冲的一个最大值可以在
每个输出周期被输出（例如，位置环时钟）。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xtended Drive Functions – Encoder Emulation"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090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Count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4294967295 4000

MPD: 0 / 4294967295 4000

MPH: 0 / 4294967295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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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000, 编码器 1 的类型, 编码器存储器

在用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电机 (MHD, MKD, MKE, MSK) 的情况下，针
对编码器 1（电机编码器）类型和特征的特征值可以从这个参数中被读取。

已经被读取的值允许确定整合在电机中的编码器:

P-0-1000 的值 编码器类型 特征

0x0000 resolver 单圈编码器

0x0010 resolver 多圈编码器

0x0004 HSF 单圈编码器

0x0014 HSF 多圈编码器

0xc001 EnDat 单圈编码器

0xe001 EnDat 多圈编码器

0x4001 EnDat 长度测量法系统

0x00x2 Hyperface 单圈编码器

0x00x7 Hyperface 多圈编码器

注释 : 这个参数对不带编码器存储器的电机来说是不正确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Housing Motors with Encoder Data Memory"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00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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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001, 编码器 1 的分辨率, 编码器存储器

为存储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的电机编码器分辨率的值，被存储在这个参数
中。

在用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电机针 (MSK, MHD, MKD 和 MKE 电机) 的情
况下，当控制器被初始化时（过渡到状态 4），该值被拷贝到，有效参数
S-0-0116, 反馈 1 分辨率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Housing Motors with Encoder Data Memory"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00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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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002, 绝对编码器偏置 1, 编码器存储器

这个参数是回零绝对电机编码器所需要的。该值是电机编码器零点和在用
电机编码器的位置格式表示的机械零点之间的差值。

注释: 用户不能理解该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Housing Motors with Encoder Data Memory"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00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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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003, 脉冲编码器偏置 1, 编码器存储器

关于旋转编码器（电机编码器）的脉冲的偏置被储存在这个参数中。
该偏置在工厂中被决定，并且储存在编码器存储器。这个参数只是被多匝
的旋转编码器所需要！

注释: 用户不能理解该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Housing Motors with Encoder Data Memory"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00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3-380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004, 脉冲编码器状态 1, 编码器存储器

这个参数包含了旋转编码器（电机编码器）的绝对位置的信息。

该值在每次位置初始化的时候被更新。它不能被用户改写。这个参数只是
被多匝的旋转编码器所需要！

注释: 用户不能理解该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Housing Motors with Encoder Data Memory"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00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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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010, 编码器 2 的类型, 编码器存储器

在带编码器存储器的选择性编码器的情况下，关于类型的特性值和编码器
2 的特征可以从这个参数中被读取。

编码器 2 可以被已经被读取的值所确定:

P-0-1010的值  编码器类型  特征

0x0000 resolver 单圈编码器

0x0010 resolver 多圈编码器

0x0004 HSF 单圈编码器

0x0014 HSF 多圈编码器

0x0003 DSF 单圈编码器

0x0013 DSF 多圈编码器

0x4001 EnDat 直线绝对值编码器

0xc001 EnDat 单圈编码器旋转

0xe001 EnDat 多圈编码器旋转

0x00x2 Hyperface 单圈编码器

0x00x7 Hyperface 多圈编码器

注释: 这个参数对不带数据存储器的编码器是不正确的！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01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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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011, 编码器 2 的分辨率, 编码器存储器

为存储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的选择性编码器（编码器 2）分辨率的值，被
存储在这个参数。

当控制器被初始化时（过渡到状态 4），该值被拷贝到，有效参数 
S-0-0117, 反馈 2 分辨率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Basics on Measuring Encoder, Resolu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01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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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012, 绝对编码器偏置 2, 编码器存储器

这个参数是回零绝对选择性编码器所需要的。该值是选择性编码器零点和
在用编码器 2 的位置格式表示的机械零点之间的差值。

注释: 用户不能理解该值！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01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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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013, 脉冲编码器偏置 2, 编码器存储器

关于旋转编码器（选择性编码器）的脉冲的偏置被储存在这个参数中。
该偏置在工厂中被决定，并且储存在编码器存储器。这个参数只是被多匝
的旋转编码器所需要！

注释: 用户不能理解该值！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01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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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014, 脉冲编码器状态 2, 编码器存储器

这个参数包含了选择性编码器（旋转编码器）的绝对位置的信息。

该值在每次位置初始化的时候被更新。它不能被用户改写。这个参数只是
被多匝的旋转编码器所需要！

注释: 用户不能理解该值！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01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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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020, 编码器 3 的类型, 编码器存储器

在带编码器存储器的测量编码器的情况下，关于类型的特性值和编码器 3
的特征可以从这个参数中被读取。

编码器 3（测量编码器）可以被已经被读取的值所确定:

P-0-1020 的值 编码器类型 特征

0x0000 resolver 单圈编码器

0x0010 resolver 多圈编码器

0x0004 HSF 单圈编码器

0x0014 HSF 多圈编码器

0x0003 DSF 单圈编码器

0x0013 DSF 多圈编码器

0x4001 EnDat 直线绝对编码器

0xc001 EnDat 单圈编码器旋转

0xe001 EnDat 多圈编码器旋转

0x0002 SCS60/70 单圈编码器

0x0007 SCM60/70 多圈编码器

0x0012 SNS50/60 单圈编码器

0x0022 SCS-Kit 101 单圈编码器

0x0027 SCM-Kit 101 多圈编码器

0x0032 BRC-Single 单圈编码器

0x0037 BRC-Multi 多圈编码器

Fig. 3-124: P-0-1020, 编码器的类型和特征 的分配值

注释: 这个参数对不带数据存储器的编码器是不正确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02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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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021, 编码器 3 的分辨率, 编码器存储器

为存储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的测量编码器（编码器 3）分辨率的值，被
存储在这个参数。

当控制器被初始化时（过渡到状态 4），该值被拷贝到，有效参数
S-0-0327, 测量编码器的分辨率 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02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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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022, 绝对编码器偏置 3, 编码器存储器

参数 P-0-1022, 绝对编码器偏置 3, 编码器存储器 是回零一个绝对测量编码
器所必需的。

该值是选择性编码器零点和在用编码器 3（测量编码器）的位置格式表示
的机械零点之间的差值。

注释: 用户不能理解该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Encode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synchronisation (ELS)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02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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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119, 速度混合因数反馈 1 & 2

“速度混合因数”参数确定了在电机编码器和可选择编码器之间的实际速
度值的比率。

输入时基于百分比的；下列各项适用:

0%: 速度控制器只是用编码器 1 的速度工作。

100%: 速度控制器只是用编码器 2（选择性编码器）的速度工作。

如果没有选择性编码器可用，该参数被设定成 0%。

注释: 如果编码器 2（可选择编码器）被用作唯一的控制编码器的话，
该值被设定成 100%。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Mix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11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 / 100,0 0,0

MPD: 0,0 / 100,0 0,0

MPH: 0,0 / 1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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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120, 速度控制环滤波器: 滤波器类型

这个参数允许激活和选择最多 4 个不同的滤波器（第二顺序）。

P-0-1120 [0] P-0-1120 [1] P-0-1120 [2] P-0-1120 [3]

滤波器 1 滤波器 2 滤波器 3 滤波器 4

Fig. 3-125: 可以参数化的滤波器瀑布

下列的滤波器类型可以被选择:

•  0: 滤波器关闭

•  1: 低通被激活
� P-0-1121, 速度控制环滤波器: 低通的限制频率

•  2: 陷波滤波器被激活
� P-0-1122, 速度控制环滤波器: 陷波滤波器的带宽

� P-0-1123, 速度控制环滤波器: 陷波滤波器的中心频率

根据 P-0-1120，参数 P-0-1121, P-0-1122 和 P-0-1123，依照被激活的
滤波器类型，被用作确定被选择的滤波器类型的参数。

注释: 以上所有的滤波器参数 ( P-0-1120, P-0-1121, P-0-1122 和
P-0-1123 ) 是各自带 4 项元素的列表参数 (滤波器 1 的元素 1
滤波器 2 的元素 2 ,...)。

P-0-1120, 速度控制环: 滤波器类型 的内容由 4 项元素构成:

•  P-0-1120[0] � 滤波器 1 的滤波器类型

•  P-0-1120[1] � 滤波器 2 的滤波器类型

•  P-0-1120[2] � 滤波器 3 的滤波器类型

•  P-0-1120[3] � 滤波器 4 的滤波器类型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Loop"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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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12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8 ---

MPD: 0 / 8 ---

MPH: 0 / 8 ---



3-392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121, 速度控制环滤波器: 低通的限制频率

这个参数被用来确定，可以通过 P-0-1120 被选择性地激活的 4 个滤波器
的拐弯频率的，参数。输入值的单位是 Hz，也就是说，实际频率(f=1/T)
被输入，在该频率上，得到一个–3dB 的衰减是有意的（振幅的衰减到输
入振幅的 0.707！）。

P-0-1121 低通的限制频率

0,1 1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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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0

1

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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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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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126: 低通特性

P-0-1121, 速度控制环滤波器: 低通的限制频率 的内容由 4 项元素构成:

• P-0-1121[0] � 低通滤波器 1 的限制频率

• P-0-1121[1] � 低通滤波器 2 的限制频率

• P-0-1121[2] � 低通滤波器 3 的限制频率

• P-0-1121[3] � 低通滤波器 4 的限制频率

注释: P-0-1121 的一个列表元素只是有关的，无论如何，如果在
P-0-1120 中的各个列表元素已经被设定 "1" 的话（滤波器类型
= 低通）。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Loop"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12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Hz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4,0 / 4000,0 ---

MPD: 4,0 / 4000,0 ---

MPH: 4,0 / 4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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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122, 速度控制环滤波器: 陷波滤波器的带宽

这个参数被用来确定，可以通过 P-0-1120 [n] = 2 被选择的，4 个陷波滤
波器的带宽的参数。输入值的单位是 Hz，也就是说，实际频率 (f=1/T)
被输入。

关于如何确定陷波滤波器的参数被包含在了功能描述中。

Sv5052f1.fh7

P-0-1123 中心频率

0
-3

衰减，单位 dB 频率 f
P-0-1122
bandwidth

Fig. 3-127: 依靠带宽（定性的）的一个陷波滤波器的振幅特性

P-0-1122, 速度控制环滤波器: 陷波滤波器的带宽 的内容由 4 项元素构成:

• P-0-1122[0] � 陷波滤波器  1 的带宽

• P-0-1122[1] � 陷波滤波器 2 的带宽

• P-0-1122[2] � 陷波滤波器 3 的带宽

• P-0-1122[3] � 陷波滤波器 4 的带宽

注释: P-0-1122 的一个列表元素只是有关的，无论如何，如果在
P-0-1120 中的各个列表元素已经被设定 "2" 的话（滤波器类型
= 陷波滤波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Loop"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12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Hz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 / 1000,0 ---

MPD: 10,0 / 1000,0 ---

MPH: 1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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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123, 速度控制环滤波器: 陷波滤波器的中心频率

这个参数被用来确定，可以通过 P-0-1120 [n] = 2 被选择的，4 个陷波滤
波器的中心频率的参数。输入值的单位是 Hz，也就是说，实际频率 (f=1/T)
被输入。

关于如何确定陷波滤波器的参数被包含在了功能描述中。

Sv5052f1.f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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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128: 依靠带宽（定性的）的一个陷波滤波器的振幅特性

P-0-1123, 速度控制环滤波器:陷波滤波器的中心频率 的内容由 4 项元素
构成:

•  P-0-1123[0] � 陷波滤波器 1 的中心频率

•  P-0-1123[1] � 陷波滤波器 2 的中心频率

•  P-0-1123[2] � 陷波滤波器 3 的中心频率

•  P-0-1123[3] � 陷波滤波器 4 的中心频率

注释: P-0-1123 的一个列表元素只是有关的，无论如何，如果在
P-0-1120 中的各个列表元素已经被设定 "2" 的话（滤波器类型
= 陷波滤波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Loop"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12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Hz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4,0 / 4000,0 ---

MPD: 4,0 / 4000,0 ---

MPH: 4,0 / 4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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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125, 速度控制环: 平均值滤波器时钟

这个参数允许用一个平均值过滤器过滤掉速度环背离。

在这种过滤器类型和用恒定输入值的情况下，输出总是:

M

X
Y =∆

这意味这，滤波器输出，在使用恒定输入值的情况下，线性的增长，并且
并且在时间 t=M.TA 之后在滤波器输出达到它的最终值。

注释: 这个滤波器类型,因此不允许，通常的 VZ1 和 VZ2 滤波器典
型的“蠕变行为”（过滤器输出根据一个 e-function 增加或减
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Loop"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12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16 1

MPD: 1 / 16 1

MPH: 1 / 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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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126, 速度控制环: 加速度前馈

这个参数被用来在“速度控制”模式中，激活和设定一个可变的加速度前
馈。该被改变的速度命令值（=加速度命令值）被乘以 P-0-1126, 速度控制
环：加速度前馈，用来加上（前馈）一个对应的附加扭矩命令值。

注释: 这种前馈的类型可以，例如，在加速度阶段被设定成最小的命令
值背离。前馈值（= 附加的扭矩/扭力值）可以通过一个连续的
低通滤波器（比较 P-0-0180）被平滑。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Loop"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12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mNm/(rad/s2)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最小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 / 6553,5 0,0

MPD: 0,0 / 6553,5 0,0

MPH: 0,0 / 6553,5 0,0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397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200, 速度控制模式的控制字

对于速度控制模式，通过控制字选择不同的命令值，并且影响斜坡生成器
的行为是有可能的。

注释: 该控制字可以被循环的写，来自信号控制字的单独比特位的分配
或数字输入也是可以的。

下列功能可以依靠控制字被控制:

命令值部分:

如果比特 0...4 中的一个已经被设定在 P-0-1200 中的话，被是用的不是
速度命令值 S-0-0036，而是一个来自命令值存储器 P-0-1206 的一个列表
元素。在 P-0-1200 中的每一位严格的选择命令值存储器的一个元素。

如果比特 0...4 的组中超过一个比特已经被设定的话，最后一个由意义的比
特位确定了命令值的选择。这表示，比特位 0 由最高的优先级。

急剧停止:

急剧停止功能中断一个斜坡生成器加速度过程，也就是说，斜坡生成器的
输出为零。该斜坡生成器可以持续执行减速过程，也就是说，降低驱动器
速度总是可能的。

急剧停止功能可以用三种方式执行，要么被用户 (bit5 = 1) 通过外部选择，
要么被警告命令值限制激活 (bit6 = 1) 控制，或者被扭矩限l制激活 (bit7
= 1) 控制。

 P-0-1200, 速度控制模式的控制字

比特位 0…4 从命令值存储器 P-0-1206
选择速度命令值
00000: 命令值 S-0-0036 激活
xxxx1: 命令值 P-0-1206 元素 1 激活
xxx10: 命令值 P-0-1206 元素 2 激活
xx100: 命令值 P-0-1206 元素 3 激活
x1000: 命令值 P-0-1206 元素 4 激活
10000: 命令值 P-0-1206 元素 5 激活

bit 5..7  急剧停止
000:被解除
xx1: 无条件地激活
010: 当命令值限制激活时
100: 当扭矩限制激活时
110: 当命令值限制或扭矩限制激活时

Fig. 3-129: P-0-1200, 速度控制模式的控制字

注释: P-0-1200 的所有的控制功能只在“速度控制”模式中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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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20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0xFF 0

MPD: 0 / 0xFF 0

MPH: 0 / 0xFF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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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201, 斜坡 1 的坡度

输入在 P-0-1201, 斜坡 1 的坡度 中地加速度，在“速度控制”模式下，在
加速过程中起作用。

用输入在这个参数中的加速度，只要，在斜坡输出的速度小于输入在
P-0-1202, 最终速度斜坡 1 中的速度，加速度，从上次有效的命令值到新
的预先设定的命令值，一直起作用。

如果功能“在命令值通道中掩盖的速度”被使用 ( P-0-1207, P-0-1208,
P-0-1209)，P-0-1201 的内容被乘以 P-0-1209 的内容，并且这影响有效的
加速度。

注释: 如果在参数 P-0-1201, 斜坡 1 的坡度 中的值= 0, 斜坡 1 没有
被激活。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Control"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20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P-0-1209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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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202, 最终速度斜坡 1

参数 P-0-1202, 最终速度斜坡 1 在加速和减速的过程中，在“速度控制”
模式中，起作用。

当超越（加速度）或降到（减速度）在 P-0-1202, 最终速度斜坡 1 中指出
的速度的水平之下的时候，驱动器内部的速度命令值斜坡的斜度如下发生
变化:

• 从在 P-0-1201, 斜坡 1 斜度 中指出的值变到在 P-0-1203, 斜坡 2 斜度
中指出的值（加速）

• 或从在 P-0-1211, 减速斜坡 1 中指出的值变到在 P-0-1213, 减速斜坡 2
中指出的值（减速）。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Command Value Reset with Filter and Ramp
("Quick Stop")"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20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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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203, 斜坡 2 斜度

输入在 P-0-1203, 斜坡 2 斜度 中的加速度在加速过程中，在“速度控制”
模式中起作用。

用输入在这个参数中的加速度，一旦当，在斜坡输出的速度大于被输入在
P-0-1202, 最终速度斜坡 1 中的值，加速度从上一次有效的命令值发生到
新的预设定命令值。

如果功能 "speed masking in command value channel" 被使用 (P-0-1207,
P-0-1208, P-0-1209)，P-0-1201 的内容被乘以  P-0-1209 的内容，并且
这个影响有效的加速度。

注释: 如果输入在参数 P-0-1203, 斜坡 2 斜度 中的值 = 0, 斜坡 2 不
起作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Control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20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P-0-1209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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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206, 速度命令值的存储器

五个速度命令值被存储在这个列表参数中。和 S-0-0036 形成对比，这个参
数不能被循环地写。它被当作一个固定地命令值存储器被使用，它的各个
值可以通过控制字 P-0-1200（开关功能）被选择。

在 P-0-1206 中的值的范围和参数元素的单位对应速度命令值 S-0-0036 的
那些。

为选择命令值，有如下分配:
P-0-1206 被 P-0-1200 选择 优先级

元素 1 bit 0 = 1 1
元素 2 bit 1 = 1 2
元素 3 bit 2 = 1 3
元素 4 bit 3 = 1 4
元素 5 bit 4 = 1 5

如果超过一个比特位已经被设定，被指出在右栏的优先级适用 (1 = 最高
优先级)。

注释: 为选择固定命令值 P-0-1206 的功能只在“速度控制”模式中
起作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Control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20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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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207, 速度窗口的下极限

这个列表参数 P-0-1207, 与参数 P-0-1208（速度窗口的上极限）联合
起来，为速度范围作了定义（速度窗口）。

这个范围应用于正向和反向速度上，这个范围的定义，关于速度零被反映
出来。

注释:

• 功能“速度窗口”只在“速度控制”模式中起作用。

•  参数 P-0-1210, 速度控制模式的状态字 包含了对于一个速度
窗口的关于电流命令值的状态的信息。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Loop"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20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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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208, 速度窗口的上极限

这个列表参数 P-0-1208，与参数 P-0-1207（速度窗口的下极限）联合
起来，为速度范围作了定义（速度窗口）。

这个范围应用于正向和反向速度上，这个范围的定义，关于速度零被反映
出来。

注释:

• 功能“速度窗口”只在“速度控制”模式中起作用。

•  参数 P-0-1210, 速度控制模式的状态字 包含了对于一个速度
窗口的关于电流命令值的状态的信息。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Loop"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20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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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209, 针对速度窗口的加速度因数

列表参数 P-0-1209 包含了作用在用 P-0-1207 和 P-0-1208 定义的范围内
的加速度因数。

斜坡发生器经过速度窗口（P-0-1207 和 P-0-1208）的范围。但是，被在
P-0-1209 中指出的加速度因数，有一个作用在加速度和减速度值上，或在
加速度的二选一的缩放比例的情况下，在斜坡发生器（P-0-1201,P-0-1203,
P-0-1211 和 P-0-1213）的斜坡时间上，的乘积作用。

P-0-1209 的作用如下:

•  用P-0-1209 = 1.000，斜坡发生器在一个中性的方式中运转。

•  用P-0-1209 > 1.000，加速度在速度窗口中相应的增加。

注释: P-0-1201, P-0-1203, P-0-1211 和 P-0-1213 的单位取决于缩放
比例（比较 S-0-0160）。

注释:

• 加速度因数 (P-0-1209) 只作用在“速度控制”模式中。它们
在命令“驱动器停止”的过程中都不被激活。

• “速度控制”模式的状态字 P-0-1210 包含了关于命令值当前
状态的信息，或关于一个速度窗口的斜坡输出。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Loop"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20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 / 100,00 ---

MPD: 1,00 / 100,00 ---

MPH: 1,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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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210, 速度控制模式的状态字

针对速度控制模式，参数 P-0-1210 包含了关于斜坡发生器的当前状态和
当前命令值的信息。

注释: 参数 P-0-1210 可以在 S-0-0144, 信号状态字 中的循环实时值
通道（例如用 SERCOS 的  AT ) 中被配置。

P-0-1210, 速度控制模式的状态字

bit 1 急剧停止激活
急剧停止功能要么被直接
激活，要么通过命令值限
值或扭矩限制被激活。

一旦没有任何大于当前斜
坡输出的命令值被提供，
斜坡生成器保持零输出。

急进过滤器不被影响。

bit 0 命令值达到
斜坡生成器的输出和急进
滤波器严格地对应被提供
的速度命令值。

bit 2 加速度激活
斜坡发生器在加速度状态
中。

bit 3 减速激活
斜坡发生器在减速状态中

bit 4 用窗口的命令值
命令值输入击中了一个速
度窗，现行的命令值
因此被影响。

bit 5 用窗口的 V 斜坡
斜坡发生器在加速或减速
状态中。

一个来自 P-0-1209 的加速
度因数被激活，因为当前值
在一个速度窗口内。

Fig. 3-130: P-0-1210, 速度控制模式的状态字

注释:

• P-0-1210 的所有状态显示只在“速度控制”模式中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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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Loop"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21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准确性检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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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211, 减速度斜坡 1

输入在 P-0-1211, 减速度斜坡 1 中的减速度只在“速度控制”模式中起作
用。

用输入在这个参数中的加速度，一旦在斜坡输出的速度小于在 P-0-1202,
最终速度斜坡 1 中的值，减速从最后一次有效的速度命令值，发生到新的
速度命令值。

如果功能“在命令值通道中速度”是有效的 (P-0-1207, P-0-1208, 
P-0-1209)，P-0-1211 的内容被乘以 P-0-1209 的内容，并且这个影响有效
的减速度。

注释: 如果在参数 P-0-1211, 减速度斜坡 1 中的值 = 0 的话，减速度
斜坡 1 没有激活。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Command Value Reset with Filter and Ramp
("Quick Stop")"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21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P-0-1209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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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213, 减速度斜坡 2

输入在 P-0-1213, 减速度斜坡 2 中的减速度只在“速度控制”模式中起作
用。

用输入在这个参数中的加速度，一旦在斜坡输出的速度大于在 P-0-1202,
最终速度斜坡 1 中的值，减速从最后一次有效的速度命令值，发生到新的
速度命令值。

如果功能“在命令值通道中速度”被使用 (P-0-1207, P-0-1208, 
P-0-1209)，P-0-1213 的内容被乘以 P-0-1209 的内容，并且这个影响有效
的减速度。

注释: 如果在参数 P-0-1213, 减速度斜坡 2 中的值 = 0 的话，减速度
斜坡 2 没有激活。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Control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21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检验:    P3->P4

格式: S-0-0160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MPD: 0

MPH: 0

P-0-1209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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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222, 速度命令滤波器

这个参数被用来在速度命令值特征中完成加速度跳跃，用来实现一个平滑
的初始设定，或在速度控制中驱动器的减速。

用输入在参数 P-0-1222, 速度命令滤波器 中的时间常数，被斜坡功能
（P-0-1201, P-0-1202, P-0-1203, P-0-1211, P-0-1213）创造在“速度控制”
模式中的速度命令值（比较 S-0-0036) 被过滤（平均滤波器）。

在控制器输出的有效的速度命令值 (比较 P-0-0048) 由以下的和产生

• 在 S-0-0036, 速度命令值 中的斜坡生成和被过滤的值，和

• 在 S-0-0037, 附加速度命令值 中的直接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Command Value Reset with Filter and Ramp
("Quick Stop")"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22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6 0

MPD: 0 / 16 0

MPH: 0 / 16 0

P-0-1350, PLC 控制字

驱动器整合的 PLC 的 16 比特控制参数。

用一个上升沿，该比特位激活相应的过程。通过在线写功能，短边缘也
被考虑。当一个动作在运行时，这个运动的其它的开始边缘不被考虑。

当几个边缘已经被激活时，它们被一个个处理，从 MSB 到 L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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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的边缘可以在 P-0-1351, PLC 状态字 中被标识。

比特号 意义

#0 RUN:  PLC 被进入状态 RUN。

只在一个工程被载入的情况下工作。

状态变成 RUN。

#1 STOP: PLC 被停止，并且进入状态 STOP。
在它们当前的运转之后，任务不再被开始。

注意:

在循环时间之后，如果由必要的话，运行的任务被
强制中断。PLC，无论如何，立即用信号显示
STOP。

#2 没有被使用

#3 没有被使用

#4 RESET hot: PLC 被复位，不初始化保持变量。

状态变成 STOP。
#5 RESET cold: PLC 被复位，并且保持变量被初始化。

状态变成 STOP。
#6 RESET hard: PLC 的所有数据被清除。

引入工程因此也被清除。

#7 Reload boot project: 引入工程在载入中。

PLC 保持 STOP。
#8-#15 没有被使用

Fig. 3-131: PLC 控制字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5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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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51, PLC 状态字

这个参数只能被读取。

驱动器整合的 PLC 的16 比特状态参数。

比特号 意义

#0 RUN:
PLC 处于状态 RUN。

#1 Breakpoint:
PLC 处于一个断点上 (同时处于状态 RUN！)。

#2-3 没有被使用

#4 Project loaded:
一个工程被载入 (在 RAM 中)。

#7 没有被使用

#8 指出 PLC 目前是否由暂时的控制。

#9-15 没有被使用

Fig. 3-132: PLC 状态字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5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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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52, PLC 用户编程管理数据

PLC 的一些系统文件被存储在这个参数中。

该参数被系统管理，并且必须不能被用户修改。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5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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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53, PLC 用户程序区域 0

PLC 导入工程被存储在这些参数中。

该参数被系统管理，并且必须不能被用户更改。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5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SPS_IDN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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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54, PLC 用户程序区域 1

PLC 导入工程被存储在这些参数中。

该参数被系统管理，并且必须不能被用户更改。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5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SPS_IDN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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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55, PLC 用户程序区域 2

PLC 导入工程被存储在这些参数中。

该参数被系统管理，并且必须不能被用户更改。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高级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55 - 属性
硬件: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SPS_IDN_SP

格式: HEX 正确性经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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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56, PLC 用户程序区域 3

PLC 导入工程被存储在这些参数中。

该参数被系统管理，并且必须不能被用户更改。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5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SPS_IDN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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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60, PLC 程序标识符

用 2 个无标记长度的列表参数。

元素 重要性

#0 Date: 程序的编译时间 (time_t)。
如果没有任何程序被载入，"0" 被包含在这里。
在复位之后，老的数据仍然被包含在这里。

#1 PID: 不含糊的程序标识符

如果没有任何程序被载入，"0" 被包含在这里。

Fig. 3-133: PLC 程序标识符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6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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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61, PLC 程序名称

这个参数包含了当前工程的名称。该名称在编辑的过程中从编码系统中的
名称被分配到工程。

在硬复位之后，老名称仍然保持在这里。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6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ASCII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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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67, PLC 配置

为控制驱动器整合的 PLC 的16 位控制参数。

比特号 意义

#0-1 0: 标准引导行为:

PLC 开始在 boot 2.9，如果它在驱动器被关闭时处于 RUN
否则，它保持 STOP。

1: 开始

PLC 开始在 boot 2.9, 与上一个状态无关
(进入 RUN)。

2: 不开始

PLC 保持在状态 STOP 中。

3: 再 P4 中开始

PLC 再过度到 P4 的过程中自动地开始。

注意:

PLC 不再再阶段进行中自动地开始，如果一个新的程序
之前被载入，开始/停止或一个复位被执行。

#2-3 没有被使用

#4 0: PLC 没有控制

1: PLC 已经永久的控制了驱动器 (ON, HALT,
操作模式的选择)

Fig. 3-134: PLC 配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6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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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69, PLC 内部保留的

只是为内部的使用。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双轴型: MPH02

P-0-136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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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70, PLC 全局寄存器 G0

这个参数是一个寄存器，该寄存器带，为 PLC 和驱动器或更高级别的 PLC
或控制单元之间的数据交换的，各个值。为这个参数的显示格式，可以用
P-0-1386, PLC 显示格式全局寄存器 被个别的调整。

万一控制电压错误，这个参数的内容被缓冲器保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7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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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71, PLC 全局寄存器 G1

这个参数是一个寄存器，该寄存器带，为 PLC 和驱动器或更高级别的 PLC
或控制单元之间的数据交换的，各个值。为这个参数的显示格式，可以用
P-0-1386, PLC 显示格式全局寄存器 被个别的调整。

万一控制电压错误，这个参数的内容被缓冲器保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地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7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max: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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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72, PLC 全局寄存器 G2

这个参数是一个寄存器，该寄存器带，为 PLC 和驱动器或更高级别的 PLC
或控制单元之间的数据交换的，各个值。为这个参数的显示格式，可以用
P-0-1386, PLC 显示格式全局寄存器 被个别的调整。

万一控制电压错误，这个参数的内容被缓冲器保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7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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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73, PLC 全局寄存器 G3

这个参数是一个寄存器，该寄存器带，为 PLC 和驱动器或更高级别的 PLC
或控制单元之间的数据交换的，各个值。为这个参数的显示格式，可以用
P-0-1386, PLC 显示格式全局寄存器 被个别的调整。

万一控制电压错误，这个参数的内容被缓冲器保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7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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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74, PLC 全局寄存器 G4

这个参数是一个寄存器，该寄存器带，为 PLC 和驱动器或更高级别的 PLC
或控制单元之间的数据交换的，各个值。

为这个参数的显示格式，可以用 P-0-1386, PLC 显示格式全局寄存器 被。
个别的调整。
万一控制电压错误，这个参数的内容被缓冲器保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7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427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375, PLC 全局寄存器 G5

这个参数是一个寄存器，该寄存器带，为 PLC 和驱动器或更高级别的 PLC
或控制单元之间的数据交换的，各个值。

为这个参数的显示格式，可以用 P-0-1386, PLC 显示格式全局寄存器 被
个别的调整。万一控制电压错误，这个参数的内容被缓冲器保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7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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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76, PLC 全局寄存器 G6

这个参数是一个寄存器，该寄存器带，为 PLC 和驱动器或更高级别的 PLC
或控制单元之间的数据交换的，各个值。为这个参数的显示格式，可以用
P-0-1386, PLC 显示格式全局寄存器 被个别的调整。

万一控制电压错误，这个参数的内容被缓冲器保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7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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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77, PLC 全局寄存器 G7

这个参数是一个寄存器，该寄存器带，为 PLC 和驱动器或更高级别的 PLC
或控制单元之间的数据交换的，各个值。

为这个参数的显示格式，可以用 P-0-1386, PLC 显示格式全局寄存器 被
个别的调整。
万一控制电压错误，这个参数的内容被缓冲器保存。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7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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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78, PLC 全局寄存器 G8

这个参数是一个寄存器，该寄存器带，为 PLC 和驱动器或更高级别的 PLC
或控制单元之间的数据交换的，各个值。

为这个参数的显示格式，可以用 P-0-1386, PLC 显示格式全局寄存器 被
个别的调整。
万一控制电压错误，这个参数的内容被缓冲器保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7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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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79, PLC 全局寄存器 G9

这个参数是一个寄存器，该寄存器带，为 PLC 和驱动器或更高级别的 PLC
或控制单元之间的数据交换的，各个值。

为这个参数的显示格式，可以用 P-0-1386, PLC 显示格式全局寄存器 被
个别的调整。
万一控制电压错误，这个参数的内容被缓冲器保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7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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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80, PLC 全局寄存器 G10

这个参数是一个寄存器，该寄存器带，为 PLC 和驱动器或更高级别的 PLC
或控制单元之间的数据交换的，各个值。

为这个参数的显示格式，可以用 P-0-1386, PLC 显示格式全局寄存器 被
个别的调整。
万一控制电压错误，这个参数的内容被缓冲器保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地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8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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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81, PLC 全局寄存器 G11

这个参数是一个寄存器，该寄存器带，为 PLC 和驱动器或更高级别的 PLC
或控制单元之间的数据交换的，各个值。

为这个参数的显示格式，可以用 P-0-1386, PLC 显示格式全局寄存器 被
个别的调整。
万一控制电压错误，这个参数的内容被缓冲器保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8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单位: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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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82, PLC 全局寄存器 G12

这个参数是一个寄存器，该寄存器带，为 PLC 和驱动器或更高级别的 PLC
或控制单元之间的数据交换的，各个值。

为这个参数的显示格式，可以用 P-0-1386, PLC 显示格式全局寄存器 被
个别的调整。
万一控制电压错误，这个参数的内容被缓冲器保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8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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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83, PLC 全局寄存器 G13

这个参数是一个寄存器，该寄存器带，为 PLC 和驱动器或更高级别的 PLC
或控制单元之间的数据交换的，各个值。

为这个参数的显示格式，可以用 P-0-1386, PLC 显示格式全局寄存器 被
个别的调整。
万一控制电压错误，这个参数的内容被缓冲器保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8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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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84, PLC 全局寄存器 G14

这个参数是一个寄存器，该寄存器带，为 PLC 和驱动器或更高级别的 PLC
或控制单元之间的数据交换的，各个值。

为这个参数的显示格式，可以用 P-0-1386, PLC 显示格式全局寄存器 被
个别的调整。
万一控制电压错误，这个参数的内容被缓冲器保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8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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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85, PLC 全局寄存器 G15

这个参数是一个寄存器，该寄存器带，为 PLC 和驱动器或更高级别的 PLC
或控制单元之间的数据交换的，各个值。
为这个参数的显示格式，可以用 P-0-1386, PLC 显示格式全局寄存器 被
个别的调整。
万一控制电压错误，这个参数的内容被缓冲器保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基本型: MPH02

P-0-138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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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86, PLC 显示格式全局寄存器

这个有 16 个元素地列表参数被用来设定参数 P-0-1370 到参数 P-0-1385
（LDC 全局寄存器 G0 到寄存器 15）的显示格式。

第一个元素影响 P-0-1370，第二个元素 P-0-1371，以此类推。

元组 0: 数据长度
0: 4 字节
1: 2 字节

元组 1: 显示格式
0: BIN
1: DEC 带标号
2: DEC 不带标号
3: HEX
4: FLOAT

元组 2: 小数位个数
0 到 7

Fig. 3-135: 参数 P-0-1386 的各个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8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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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87, PLC 全局文本寄存器 GT0

可自由使用的文本参数，有 255 个字符的一个最大限度，加上终结的 0 字
符。（这个参数的使用也可参阅 P-0-1370 以及下列等等）

注释: 这个参数没有被储存！

和驱动器 PLC 一起被使能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8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ASCII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max: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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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88, PLC 全局文本寄存器 GT1

可自由使用的文本参数，有 255 个字符的一个最大限度，加上终结的 0 字
符。（这个参数的使用也可参阅 P-0-1370 以及下列等等）

注释: 这个参数没有被储存!

和驱动器 PLC 一起被使能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8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ASCII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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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90, PLC 输入 %IW0

为 PLC 输入镜像的参数。该参数包含了 PLC 输入的过程镜像（输入过程
镜像）。它包含了 16 比特位，并且对应 DriveTop 会话（例如 "X31/32"）
被分配。

在任务开始的时候，从这个参数读取值到输入过程镜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9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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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91, PLC 输入 %IW1

为 PLC 输入镜像的参数。该参数包含了 PLC 输入的过程镜像（输入过程
镜像）。它包含了 16 比特位，并且对应 DriveTop 会话（例如 "X31/32"）
被分配。

在任务开始的时候，从这个参数读取值到输入过程镜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9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单位: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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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92, PLC 输入 %IW2

为 PLC 输入镜像的参数。该参数包含了 PLC 输入的过程镜像（输入过程
镜像）。它包含了 16 比特位，并且对应 DriveTop 会话（例如 "X31/32"）
被分配。

在任务开始的时候，从这个参数读取值到输入过程镜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9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max: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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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93, PLC 输入 %IW3

为 PLC 输入镜像的参数。该参数包含了 PLC 输入的过程镜像（输入过程
镜像）。它包含了 16 比特位，并且对应 DriveTop 会话（例如 "X31/32"）
被分配。

在任务开始的时候，从这个参数读取值到输入过程镜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9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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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94, PLC 输入 %IW4

为 PLC 输入镜像的参数。该参数包含了 PLC 输入的过程镜像（输入过程
镜像）。它包含了 16 比特位，并且对应 DriveTop 会话（例如 "X31/32"）
被分配。

在任务开始的时候，从这个参数读取值到输入过程镜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9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小: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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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95, PLC 输入 %IW5

为 PLC 输入镜像的参数。该参数包含了 PLC 输入的过程镜像（输入过程
镜像）。它包含了 16 比特位，并且对应 DriveTop 会话（例如 "X31/32"）
被分配。

在任务开始的时候，从这个参数读取值到输入过程镜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9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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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96, PLC 输入 %IW6

为 PLC 输入镜像的参数。该参数包含了 PLC 输入的过程镜像（输入过程
镜像）。它包含了 16 比特位，并且对应 DriveTop 会话（例如 "X31/32"）
被分配。

在任务开始的时候，从这个参数读取值到输入过程镜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9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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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397, PLC 输入 %IW7

为 PLC 输入镜像的参数。该参数包含了 PLC 输入的过程镜像（输入过程
镜像）。它包含了 16 比特位，并且对应 DriveTop 会话（例如 "X31/32"）
被分配。

在任务开始的时候，从这个参数读取值到输入过程镜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39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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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410, PLC 输出 %QW0

此参数包含了一个 PLC 输出的过程镜像（输出过程镜像）。它包含 16 个
比特位，并且对应 DriveTop 会话（例如 "X31/32"）被分配。

在任务结束时，PLC 从输出过程镜像中将值写入这个参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41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3-450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411, PLC 输出 %QW1

此参数包含了一个 PLC 输出的过程镜像（输出过程镜像）。它包含 16 个
比特位，并且对应 DriveTop  会话（例如 "X31/32"）被分配。

在任务结束时，PLC 从输出过程镜像中将值写入这个参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41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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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412, PLC 输出 %QW2

此参数包含了一个 PLC 输出的过程镜像（输出过程镜像）。它包含 16 个
比特位，并且对应 DriveTop 会话（例如 "X31/32"）被分配。

在任务结束时，PLC 从输出过程镜像中将值写入这个参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41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3-452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413, PLC 输出 %QW3

此参数包含了一个 PLC 输出的过程镜像（输出过程镜像）。它包含 16 个
比特位，并且对应 DriveTop 会话（例如 "X31/32"）被分配。

在任务结束时，PLC 从输出过程镜像中将值写入这个参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41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453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414, PLC 输出 %QW4

此参数包含了一个 PLC 输出的过程镜像（输出过程镜像）。它包含 16 个
比特位，并且对应 DriveTop 会话（例如 "X31/32"）被分配。

在任务结束时，PLC 从输出过程镜像中将值写入这个参数。 .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 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41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3-454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415, PLC 输出 %QW5

此参数包含了一个 PLC 输出的过程镜像（输出过程镜像）。它包含 16 个
比特位，并且对应 DriveTop 会话（例如 "X31/32"）被分配。

在任务结束时，PLC 从输出过程镜像中将值写入这个参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41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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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416, PLC 输出 %QW6

此参数包含了一个 PLC 输出的过程镜像（输出过程镜像）。它包含 16 个
比特位，并且对应 DriveTop 会话（例如 "X31/32"）被分配。

在任务结束时，PLC 从输出过程镜像中将值写入这个参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41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3-456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417, PLC 输出 %QW7

此参数包含了一个 PLC 输出的过程镜像（输出过程镜像）。它包含 16 个
比特位，并且对应 DriveTop 会话（例如 "X31/32"）被分配。

在任务结束时，PLC 从输出过程镜像中将值写入这个参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41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457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450, PLC 定位命令值

这个参数被用来为驱动器受控的定位通过 IndraMotion MLD-S 在内部输入
一个定位命令值。

注释: 这个参数只能通过 IndraMotion MLD-S 被写入。外表上，通过
主通讯，它只可以被读取！

关于它的功能，参数 P-0-1450, PLC 定位命令值 对应到参数 S-0-0282,
定位命令值，其操作原则被解释在功能描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也可参阅应用手册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45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操作原则



3-458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451, PLC 定位速度

这个参数被用来为驱动器受控的定位通过 IndraMotion MLD-S 在内部输入
一个定位命令值。

注释: 这个参数只能通过 IndraMotion MLD-S 被写入。外表上，通过
主通讯，它只可以被读取！

关于它的功能，参数 P-0-1451, PLC 定位速度 对应到参数 S-0-0259, 定
位速度，其操作原则被解释在功能描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也可参阅应用手册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45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操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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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452, PLC 定位加速度

这个参数被用来为驱动器受控的定位通过 IndraMotion MLD-S 在内部输入
一个定位加速度。

注释: 这个参数只能通过 IndraMotion MLD-S 被写入。外表上，通过
主通讯，它只可以被读取！

关于它的功能，参数 P-0-1452, PLC 定位加速度 对应参数 S-0-0260, 定
位加速度，其操作原则被解释在功能描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也可参阅应用手册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45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操作原则



3-460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453, PLC 定位减速度

这个参数被用来为驱动器受控的定位通过 IndraMotion MLD-S 在内部输入
一个定位减速度。

注释: 这个参数只能通过 IndraMotion MLD-S 被写入。外表上，通过
主通讯，它只可以被读取！

关于它的功能，参数 P-0-1453, PLC 定位减速度 对应参数 S-0-0359, 定
位加速度，其操作原则被解释在功能描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也可参阅应用手册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45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Unit: S-0-0160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操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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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454, PLC 定位控制字

这个参数被用来为驱动器受控的定位通过 IndraMotion MLD-S 在内部控制
一个定位过程（例如，开始定位）。

注释: 这个参数只能通过 IndraMotion MLD-S 被写入。外表上，通过
主通讯，它只可以被读取！

关于它的功能，参数 P-0-1454, PLC 定位命令值的接受 对应到参数
S-0-0259, 定位控制字，其操作原则被解释在功能描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也可参阅应用手册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45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min/max: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操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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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455, PLC 定位命令值确认

这个参数被用来为驱动器受控的定位通过 IndraMotion MLD-S 在内部分析
一个定位过程（例如，开始定位）。

关于它的功能，参数 P-0-1455, PLC 定位命令值确认 对应到参数
S-0-0419, 定位命令值确认，其操作原则被解释在功能描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Operating Modes - Drive-Controlled Positioning" 部分。

也可参阅应用手册 "Rexroth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45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操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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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460, PLC 速度命令值

该参数被用来在速度控制中通过 IndraMotion MLD-S 在内部输入一个速度
命令值。

注释: 这个参数只能通过 IndraMotion MLD-S 被写入。外表上，通过
主通讯，它只可以被读取！

关于它的功能，参数 P-0-1460, PLC 速度命令值 对应到参数 S-0-0036,
速度命令值，其操作原则被解释在功能描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Control Mode" 部分。

也可参阅应用手册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46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操作原则



3-464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461, PLC 斜坡 2 的斜度

这个参数被用来在速度控制中通过 IndraMotion MLD-S 在内部确定一个
斜坡。

注释: 这个参数只能通过 IndraMotion MLD-S 被写入。外表上，通过
主通讯，它只可以被读取！

关于它的功能，参数 P-0-1461, PLC 斜坡 2 的斜度 对应于参数 P-0-1203,
斜坡 2 的斜度，其操作原则被解释在功能描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Control Mode" 部分。

也可参阅应用手册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46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操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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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463, PLC 减速斜坡 2

这个参数被用来在速度控制中通过 IndraMotion MLD-S 在内部确定一个
减速度。

注释: 这个参数只能通过 IndraMotion MLD-S 被写入。外表上，通过
主通讯，它只可以被读取！

关于它的功能，参数 P-0-1463, PLC 减速度斜坡 2 对应到参数 P-0-1213,
减速度斜坡 2，其操作原则被解释在功能描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Control Mode" 部分。

也可参阅应用手册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46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操作原则



3-466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465, PLC 扭距/扭力 命令值

这个参数被用来在扭距控制中通过 IndraMotion MLD-S 在内部输入一个
扭距/扭力命令值。

注释: 这个参数只能通过 IndraMotion MLD-S 被写入。外表上，通过
主通讯，它只可以被读取！

关于这个功能，参数 P-0-1465, PLC 扭距/扭力 命令值 对应到参数
S-0-0080, 扭距/扭力 命令值，其操作原则被解释在功能描述中。

也可参阅应用手册 "IndraMotion MLD-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46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8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91 / S-0-009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操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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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499, PLC 板的保持数据

这个参数只被内部使用。

硬件  --
功能包:   motion logic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

高级型: MPH02

P-0-149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RETAIN_KUNDE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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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506, 电路板代码可选择模块 1
这个参数包含了，为可选择模块 1（控制部分）的电路板的，标识数据。

它被存储在一个在电路板上的存储芯片上，数据在电路板被组装的时候被
一次性写入。

这个参数包含了一个列表。下列数据被包含在这个列表的元素中:

元素号 功能

0 电路板指定 (1)
1 电路板指定 (2)
2 组件号

3 串号

4 电路板类型和版本

5 发表/修订 索引

6 写周期

Fig. 3-136: 参数 P-0-1506 的元素

依靠电路板代码参数，控制器固化软件确定了，所有合成控制部分和基本型
设备中的，所有电路板，并且因此生成了控制部分（P-0-1520, 控制部分类
型）和基本型设备（S-0-0140, 控制器类型）的类型指定。

控制部分的类型指定也暗示着固化软件的从属。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ircuit Board C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50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I2C_OPM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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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507, 电路板代码可选择模块 2
这个参数包含了，为可选择模块 2（控制部分）的电路板的，标识数据。

它被存储在一个在电路板上的存储芯片上，数据在电路板被组装的时候被
一次性写入。

这个参数包含了一个列表。下列数据被包含在这个列表的元素中:

元素号 功能

0 电路板指定 (1)
1 电路板指定 (2)
2 组件号

3 串号

4 电路板类型和版本

5 发表/修订 索引

6 写周期

Fig. 3-137: 参数 P-0-1507 的元素

依靠电路板代码参数，控制器固化软件确定了，所有合成控制部分和基本型
设备中的，所有电路板，并且因此生成了控制部分（P-0-1520, 控制部分类
型）和基本型设备（S-0-0140, 控制器类型）的类型指定。

控制部分的类型指定也暗示着固化软件的从属。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ircuit Board C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50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I2C_OPM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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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508, 电路板代码可选择模块 3
这个参数包含了，为可选择模块 3（控制部分）的电路板的，标识数据。

它被存储在一个在电路板上的存储芯片上，数据在电路板被组装的时候被
一次性写入。

这个参数包含了一个列表。下列数据被包含在这个列表的元素中:

元素号 功能

0 电路板指定 (1)
1 电路板指定 (2)
2 组件号

3 串号

4 电路板类型和版本

5 发表/修订 索引

6 写周期

Fig. 3-138: 参数 P-0-1508 的元素

依靠电路板代码参数，控制器固化软件确定了，所有合成控制部分和基本型
设备中的，所有电路板，并且因此生成了控制部分（P-0-1520, 控制部分类
型）和基本型设备（S-0-0140, 控制器类型）的类型指定。

控制部分的类型指定也暗示着固化软件的从属。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ircuit Board C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50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I2C_OPM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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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509, 电路板代码主通讯

这个参数包含了为主通讯电路板（控制部分）的标识数据。
它被存储在一个在电路板上的存储芯片上，数据在电路板被组装的时候被
一次性写入。

这个参数包含了一个列表。下列数据被包含在这个列表的元素中:

元素号 功能

0 电路板指定 (1)
1 电路板指定 (2)
2 组件号

3 串号

4 电路板类型和版本

5 发表/修订 索引

6 写周期

Fig. 3-139: 参数 P-0-1509 的元素

依靠电路板代码参数，控制器固化软件确定了，所有合成控制部分和基本型
设备中的，所有电路板，并且因此生成了控制部分（P-0-1520, 控制部分类
型）和基本型设备（S-0-0140, 控制器类型）的类型指定。

控制部分的类型指定也暗示着固化软件的从属。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ircuit Board C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50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I2C_OPM_SP

格式: HEX 联合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3-472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1510, 电路板代码功率部分

这个参数包含了为功率部分电路板（控制部分）的标识数据。
它被存储在一个在电路板上的存储芯片上，数据在电路板被组装的时候被
一次性写入。

这个参数包含了一个列表。下列数据被包含在这个列表的元素中:

元素号 功能

0 电路板指定 (1)
1 电路板指定 (2)
2 组件号

3 串号

4 电路板类型和版本

5 发表/修订 索引

6 写周期

Fig. 3-140: 参数 P-0-1510 的元素

依靠电路板代码参数，控制器固化软件确定了，所有合成控制部分和基本型
设备中的，所有电路板，并且因此生成了控制部分（P-0-1520, 控制部分类
型）和基本型设备（S-0-0140, 控制器类型）的类型指定。

控制部分的类型指定也暗示着固化软件的从属。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ircuit Board C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51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LT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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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511, 电路板代码控制部分

这个参数包含了为控制部分电路板（控制部分）的标识数据。
它被存储在一个在电路板上的存储芯片上，数据在电路板被组装的时候被
一次性写入。

这个参数包含了一个列表。下列数据被包含在这个列表的元素中:

元素号 功能

0 电路板指定 (1)
1 电路板指定 (2)
2 组件号

3 串号

4 电路板类型和版本

5 发表/修订 索引

6 写周期

Fig. 3-141: 参数 P-0-1511 的元素

依靠电路板代码参数，控制器固化软件确定了，所有合成控制部分和基本型
设备中的，所有电路板，并且因此生成了控制部分（P-0-1520, 控制部分类
型）和基本型设备（S-0-0140, 控制器类型）的类型指定。

控制部分的类型指定也暗示着固化软件的从属。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ircuit Board C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51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ON_BOARD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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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513, 电路板代码为安全技术的可选择模块 1 
这个参数包含了针对为安全技术的可选择模块 1 电路板（控制部分）的标
识数据。
它被存储在一个在电路板上的存储芯片上，数据在电路板被组装的时候被
一次性写入。

这个参数包含了一个列表。下列数据被包含在这个列表的元素中:

元素号 功能

0 电路板指定 (1)
1 电路板指定 (2)
2 组件号

3 串号

4 电路板类型和版本

5 发表/修订 索引

6 写周期

Fig. 3-142: 参数 P-0-1506 的元素

依靠电路板代码参数，控制器固化软件确定了，所有合成控制部分和基本型
设备中的，所有电路板，并且因此生成了控制部分（P-0-1520, 控制部分类
型）和基本型设备（S-0-0140, 控制器类型）的类型指定。

控制部分的类型指定也暗示着固化软件的从属。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51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I2C_OPM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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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518, 控制部分的模块代码

这个参数包含了为控制部分模块（控制部分）的标识数据。
它被存储在一个在电路板上的存储芯片上，数据在电路板被组装的时候被
一次性写入。

这个参数包含了一个列表。下列数据被包含在这个列表的元素中:

元素号  功能

0 电路板指定 (1)
1 电路板指定 (2)
1 电路板指定 (3)
2 组件号

3 串号

4 电路板类型和版本

5 发表/修订 索引

6 写周期

Fig. 3-143: 参数 P-0-1518 的元素

控制部分的类型指定也暗示着固化软件的从属。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51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ON_BOARD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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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519, 功率部分的模块代码

这个参数包含了为功率部分的标识数据。
它被存储在一个在电路板上的存储芯片上，数据在电路板被组装的时候被
一次性写入。

这个参数包含了一个列表。下列数据被包含在这个列表的元素中:

元素号  功能

0 基本模块指定 (1)

1 基本模块指定 (2)

2 基本模块指定 (3)

3 备件号

4 串号

5 功率部分 – 固化软件代码

6 发表/修订 索引

7 写周期

Fig. 3-144: 参数 P-0-1519 的元素

控制部分的类型指定也暗示着固化软件的从属。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51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LT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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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520, 控制部分类型

这个参数显示了控制部分的类型指定。

依靠电路板代码参数，控制器固化软件确定了所有合成在控制部分的电路
板，并且因此生成了类型指定。

控制部分的类型指定也暗示着固化软件的从属。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152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ASCII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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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002, 功能包改变的控制部分的操作小时

这个参数与功能包的使能协力被使用。

在参数 P-0-2002 中，控制部分的操作小时计数器的计数，在 P-0-2003,
功能包的选择 中的功能包的一个变化发生时，被储存。

注释: 该值被存储在控制部分，并且因此在设备被替换的时候会丢失。
参数 P-0-2002 不能被改变，并且只能被读取。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nabling of Functional Package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Functional Packag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200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ON_BOARD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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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003, 功能包的选择

那些只可以在彼此之间二选一的功能包被使能是有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这个参数，确定哪一个功能包将最终变成激活的是有
必要的。

适用的分配同为 P-0-2004 中的相同。

当从状态 phase 2 切换到阶段 phase 3 时，该参数被标记成当前不正确，
如果那些只可以二选一的使能的功能包已经被选择的话。

这个参数的变化只在驱动器的下一次重启时起作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nabling of Functional Package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Functional Packag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200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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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004, 激活的功能包

这个参数包含了激活的功能包。

当引导被选择载 P-0-2003 的功能包被激活时，各自的比特位被设定或在
P-0-2004 中被清除。这个允许在任何功能包被实际激活时确认。

注释: 这个参数既不能写也不能被储存。它只是为了显示。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nabling of Functional Package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Functional Packag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200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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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100, 速度环比例增益，编码器存储器

该参数包含了为速度控制器的比例增益的初试值（缺省）。

这个值被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在基本载入的过程中（载入控制器
参数），P-0-2100 参数的内容被复制到 S-0-0100 参数中。

注释: S-0-0100 和 P-0-2100 有不同的单位，和小数位的一个不同
数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Loop" 部分。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S-0-0100, Velocity controller proportional gai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210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mA/(rad/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4294967295 ---

MPD: 0 / 4294967295 ---

MPH: 0 / 4294967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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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101, 速度环积分作用时间，编码器存储器

该参数包含为在速度控制器中的积分器的积分作用时间的初试值（缺省）。

这个值被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在基本载入的过程中（载入控制器
参数），P-0-2101 参数的内容被复制到 S-0-0101 参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Loop" 部分。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S-0-0101, Velocity loop integral-action tim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210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 / 429496729,5 ---

MPD: 0,0 / 429496729,5 ---

MPH: 0,0 / 4294967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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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104, 位置环 Kv 因数，编码器存储器

该参数包含了为位置控制器的比例增益的初试值（缺省）。

这个值被存储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在基本载入的过程中（载入控制器
参数），P-0-2104 参数的内容被复制到 S-0-0104 参数中。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S-0-0104, Position loop Kv-facto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210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1000/min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小: 缺省值:
MPB: 0,00 / 42949672,95 ---

MPD: 0,00 / 42949672,95 ---

MPH: 0,00 / 4294967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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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106, 电流环比例增益 1, 编码器存储器

这个参数包含了针对，为在一个 4000 Hz 的 PWM 开关频率下操作一个
连接的电机的，S-0-0106, 电流环比例增益 1, 编码器存储器 的适当值。

这个值存储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例如，在电机类型 MSK, MHD, MKD,
MKE 和可能的 MAD 和 MAF。在载入缺省值的过程中（载入控制器参数），
参数 P-0-2106 根据设定在 P-0-0001, 功率输出部分的开关频率 和设定在
P-0-0556, 轴控制器的控制字 中的参数化的性能，被转换成参数 S-0-0106。

注释: 你不能为已经在工厂中设定的电流控制器改变值！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P-0-0001, Switching frequency of the power output 
stag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210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V/A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 / 500,00 ---

MPD: 0,00 / 500,00 ---

MPH: 0,00 / 5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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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107, 电流环积分作用时间 1, 编码器存储器

该参数包含了，为连接的电机的电流控制器的积分器的积分作用时间的，
适当值。

这个值被存储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在基本载入的过程中（载入控制器
参数），P-0-2107 参数的内容被复制到 S-0-0107 参数中。

注释: 你不能为已经在工厂中设定的电流控制器改变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0-0107"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210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 / 429496729,5 ---

MPD: 0,0 / 429496729,5 ---

MPH: 0,0 / 4294967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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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109, 电机尖峰电流, 编码器存储器

可以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被访问的，为在电机中可以暂时通过的不损毁
电机的最大电流的，值。

在 MHD, MKD 和 MKE 电机的情况下，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该值被复制到
有效的 S-0-0109, 电机尖峰电流 参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Housing Motors with Encoder Data Memory"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210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A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500,000 ---

MPD: 0,000 / 500,000 ---

MPH: 0,000 / 5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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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111, 停止时的电机电流, 编码器存储器

可以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被访问的，可以持续通过电机并不损毁电机的，
电流值。

在 MHD, MKD 和 MKE 电机的情况下，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该值被复制到
有效的 S-0-0111, 停止时的电机电流  参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Housing Motors with Encoder Data Memory"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211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A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500,000 ---

MPD: 0,000 / 500,000 ---

MPH: 0,000 / 5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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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113, 电机的最大速度, 编码器存储器

可以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访问的，为最大可能的电机速度的，值。

在 MHD, MKD 和 MKE 电机的情况下，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该值被复制到
有效的 S-0-0113, 最大电机速度 (nmax) 参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Limitation"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Housing Motors with Encoder Data Memory"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211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可编辑性:        no

单位: Rpm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1 / 250000,0000 ---

MPD: 0,0001 / 250000,0000 ---

MPH: 0,0001 / 250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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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141, 电机类型, 编码器存储器

为存储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的电机类型的文本。在基本载入的过程中(载
入控制器参数），该参数的内容被复制到 S-0-0141 参数中。这个只时对于
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BRC 机架电机是有可能的，例如，MHD, MKD 和
MKE 电机！

"F2008 RL The motor type has changed." 诊断讯息是基于对照 S-0-0141
和 P-0-2141 的。

例子:

MKD 071B-061-KP1-BN

MKE 096B-047-GG0-KN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Motor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214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ASCII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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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204, 电机停工温度, 编码器存储器

可以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访问的，为电机的最大允许工作温度的值。

在 MSK, MHD, MKD, MKE 和如有必要，MAD 和 MAF 电机的情况下，当
驱动器被接通时，该值被复制到有效的参数 S-0-0204, 电机停工温度。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Motor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220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C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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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206, 驱动器开机延迟时间, 编码器存储器

可以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访问的，为电机刹车的释放延迟的值。

在 MSK 和如有必要，MAD 和 MAF 电机的情况下，当驱动器被接通时，
该值被复制到有效的参数 S-0-0206, 驱动器开机延迟时间。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220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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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207, 驱动器延迟时间, 编码器存储器

可以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访问的，为电机刹车的夹紧延迟的值。

在 MSK 和如有必要，MAD 和 MAF 电机的情况下，当驱动器被接通时，
该值被复制到有效的参数  S-0-0207, 驱动器延迟时间。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220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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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00, 电机的模块代码, 编码器存储器

这个参数包含了为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电机的标识数据。

对于 MSK 和如有必要，MAD 和 MAF 电机，该参数被储存在编码器数据
存储器中，并且当电机制造时被一次写入。

注释: 万一编码器被替换，参数 P-0-3000 的元素 3 和 4 为带编码器
数据存储器的电机被清除（也就是说，其内容是 "0"）。

这样用信号通知了，参数内容不再对应提供的环境了。

该列表参数包含了下列元素:
元素号 功能

0 模块指定 (1)
1 模块指定 (2)
2 模块指定 (3)
3 部件号

4 串号

5 模块固件代码

6 发表/修订 索引

7 写周期

Fig. 3-145: 参数 P-0-1511 的元素

控制器的固化软件标识了以下来自模块固化软件代码的参数:

• P-0-3100, 在编码器存储器中数据结构的版本

• P-0-4014, 电机结构的类型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0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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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01, 编码器类型 1 (电机编码器), 编码器存储器

被储存再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为电机编码器的编码器类型的，值。

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这个参数的内容被复制到参数 P-0-0074, 编码器类型
1（电机编码器）。这只可能对带  MSK 和有可能的话，MAD 和 MAF 类型
的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BRC 机架电机！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Motor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0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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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02, 磁极对数/磁极对距离, 编码器存储器

存储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为电机的磁极对数或磁极对距离的，值。

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这个参数的内容被复制到有效的参数 P-0-0018, 磁极对数
/磁极对距离。这只可能对点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BRC 的机架电机，
像，例如 MHD, MKD 和 MKE！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Motor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Housing Motors with Encoder Data Memory"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0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Polpaare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2000 ---

MPD: 1 / 2000 ---

MPH: 1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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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03, 转子惯量, 编码器存储器

存储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为电机的转子惯量的，值。

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这个参数的内容被复制到有效的参数 P-0-0510, 转子惯
量。这只可能对点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BRC 的机架电机，像，例如 MHD,
MKD 和 MKE！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Motor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Housing Motors with Encoder Data Memory"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0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kgm2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5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00 / 1,00000 ---

MPD: 0,00000 / 1,00000 ---

MPH: 0,00000 / 1,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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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04, 速度控制器平滑时间常数, 编码器存储器

该参数包含了为实际速度值和速度命令值的平滑时间常数的初始值(缺省)。

这个值被存储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在载入缺省值的过程中（载入控制
器参数），P-0-3004 参数被复制到 P-0-0004 中。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P-0-0004, Velocity loop smoothing time constant"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Velocity Loop"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0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u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250 / 65500 ---

MPD: 250 / 65500 ---

MPH: 250 / 65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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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05, 扭距/扭力 常数, 编码器存储器

存储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为电机的扭距/扭力常数的，值。

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这个参数的内容被复制到有效的参数 P-0-0051, 扭距/
扭力常数。这只可能对点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BRC 的机架电机，像，例如
MHD, MKD 和 MKE！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Motor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Housing Motors with Encoder Data Memory"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0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Nm/A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 / 1000,00 ---

MPD: 0,00 / 1000,00 ---

MPH: 0,00 / 1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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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07, 定子电阻, 编码器存储器

存储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为电机的定子电阻的，值。

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这个参数的内容被复制到有效的参数 P-0-4048, 定子
电阻。这只可能对点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BRC 的机架电机，像，例如，
MHD, MKD 和 MKE！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Housing Motors with Encoder Data Memory"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0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Ohm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4294967,295 ---

MPD: 0,000 / 4294967,295 ---

MPH: 0,000 / 4294967,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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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08, 换算偏置, 编码器存储器

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为同步电机的换算偏置的，值。

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这个参数的内容被复制到有效的参数 P-0-0508, 换算
偏置。这只可能对点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BRC 的机架电机，像，例如，
MHD, MKD 和 MKE！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Housing Motors with Encoder Data Memory"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0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024 ---

MPD: 0 / 1024 ---

MPH: 0 / 1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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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09, 刹车控制字, 编码器存储器

储存再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的关于电机刹车的比特信息。

在 MSK 和如有必要，MAD 和 MAF 电机的情况下，当控制器被接通时，
该比特被写到有效参数 P-0-0525, 刹车控制字 的比特 0 和比特 2。

P-0-0525 的所有其它比特位可以被自由地写。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0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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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10, 电机刹车的扭距, 编码器存储器

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为电机刹车的标定的扭距的，值。

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这个参数的内容被复制到有效的参数 P-0-0540, 电机
刹车的扭距。这只可能于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BRC 机架电机，例如，
MHD, MKD 和 MKE！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Housing Motors with Encoder Data Memory"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1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Nm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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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11, 刹车电流, 编码器存储器

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为电机刹车的电流的，值。

由于刹车电流的检测不能在 IndraDrive 控制器中被用到，该值不能被复制
到一个有效的参数。

该参数被专门用来写入值到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BRC 的机架电机的编
码器中，如 MSK, MHD, MKD, MKE 和如有必要，MAD 和 MAF！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1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A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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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12, 温度传感器, 编码器存储器

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为合成在电机绕组中的温度传感器的特征值。

这个参数时电机特性参数的一部分，并且当电机参数被装载地时候，被自
动地输入在有效地 P-0-0512, 温度传感器 参数中。 

已经被读取的那个值允许确定合成在电机中的编码器。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P-0-0512, Temperature senso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1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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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14, 磁化电流, 编码器存储器

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为在电机相关点上的磁化电流的，值。

在 MAD 和 MAF 电机的情况下，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该值被复制到有效的
参数 P-0-4004, 磁化电流。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1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A eff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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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15, 感应电流, 限制值, 编码器存储器

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为感应电流的，限制值。

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这个参数的内容被复制到有效的参数 P-0-4005, 感应
电流，限制值。这只对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同步 BRC 电机是可能的
比如说，MSK，但不是 MHD, MKD 和 MKE！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1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A eff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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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16, 电机轴向感应系数, 编码器存储器

可以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访问，为一个同步电机的轴向（direct-axis）感
应系数的，值。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该值，在 MSK 电机的情况下，被复制
到有效的参数 P-0-4016, 电机的纵轴感应系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Motor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Housing Motors with Encoder Data Memory"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双轴型: MPH02

P-0-301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单位: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mH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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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17, 电机径向感应系数, 编码器存储器

可以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访问，为一个同步电机的径向（quadrature-axis）
感应系数的，值。

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该值在 MSK 电机的情况下，被复制到有效的参数
P-0-4017, 电机的正交轴感应系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Motor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Housing Motors with Encoder Data Memory"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1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mH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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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18, 电机的轴向感应系数的特性, 感应系数, 编码器存储器

存储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电机的轴向感应系数的特性的感应系数值
列表。

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该参数的内容，在 MSK 电机的情况下，被复制到有
效的参数 P-0-4002, 电机的正交轴感应系数的特性，感应系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4002, Charact. of quadrature-axis induct. of motor,
inductanc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1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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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19, 电机的径向感应系数的特性, 电流, 编码器存储器

存储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电机的径向感应系数的特性的电流值的，
列表。

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该参数的内容，在 MSK 电机的情况下，被复制到有
效的参数 P-0-4003, 电机的正交轴感应系数的特性，电流。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4003, Charact. of quadrature-axis inductance of
motor, current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1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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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20, 绕组的热时间常数, 编码器存储器

可以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访问，为电机绕组的热时间常数的值。

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该参数的内容，在 MSK 电机的情况下，被复制到有
效的参数 P-0-4034, 绕组的热时间常数。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P-0-4034, Thermal time constant of wind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20 - 属性
格式: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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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21, 电机的热时间常数, 编码器存储器

存储在编码器存储器中，位电机的热时间常数的，值。

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这个参数的内容，在 MSK 电机的情况下，被复制到
有效的参数 P-0-4035, 电机的热时间常数。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P-0-4035, Thermal time constant of moto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2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min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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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22, 绕组的热短时过载, 编码器存储器

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为绕组的暂时热过载的，值。

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该参数的内容，在 MSK 电机的情况下，被复制到有
效的参数 P-0-4037, 绕组的短时间热过载。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P-0-4037, Thermal short-time overload of winding"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2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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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23, 退磁的电流限制值, 编码器存储器

存储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为同步电机的电流限制值的，因数；如果该
值被超过了，磁体会有被退磁的风险。

当驱动器被接通时，该参数的内容，在 MSK 电机的情况下，被复制到有效
的参数 P-0-4013, 退磁的电流限制值。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P-0-4013, Current limit value of demagnetiz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2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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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28, 磁通环比例增益, 编码器存储器

该参数包含了为 P-0-0528, 磁通环比例增益 的初始值（缺省）。

在 MAD 和 MAF 的情况下，这个值被被存储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如果它
们有这样一个存储器的话。在载入缺省值的过程中（载入控制器参数)，参
数 P-0-3028 被复制到参数 P-0-0528。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P-0-0528, Flux control loop proportional  gai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2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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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29, 停止电流限制的缩放比例, 编码器存储器

该参数包含了为 P-0-0529, 停止电流限制的缩放比例 的初始值（缺省）。

在 MAD 和 MAF 电机的情况下，该值被储存在编码器存储器中，如果它们
有这样一个存储器的话。在载入缺省值的过程中（载入控制器参数)，该参
数 P-0-3029 被复制到参数 P-0-0529。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P-0-0529, Scaling of stall current limit"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2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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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32, 预磁化因数, 编码器存储器

该参数包含了为 P-0-0532, 预磁化因数 的初始值（缺省）。

在 MAD 和 MAF 电机的情况下，该值被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如果
它们有这样一个存储器的话。在载入缺省值的过程中（载入控制器参数），
参数 P-0-3032 被复制到参数 P-0-0532。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P-0-0532, Premagnetization factor"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3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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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33, 电压环比例增益, 编码器存储器

该参数包含了为 P-0-0533, 电压环比例增益 的初始值（缺省）。

在 MAD 和 MAF 电机的情况下，这个值被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如
果它们有这样一个存储器的话。在载入缺省值的过程中(载入控制器参数)，
该参数 P-0-3033 被复制到参数 P-0-0533。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0533, Voltage loop proportional gai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3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A/V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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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34, 电压环积分作用时间, 编码器存储器

该参数包含了为 P-0-0534, 电压环积分作用时间 的初始值（缺省）。

在 MAD 和 MAF 电机的情况下，这个值被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如
它们有这样的一个存储器的话。在装载缺省值的过程中(载入控制器参数)，
参数 P-0-3034 被复制到参数 P-0-0534。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0534, Voltage loop integral action tim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3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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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35, 空载时的电机电压, 编码器存储器

该参数包含了为 P-0-0535, 空载时的电机电压 的初始值（缺省）。

在 MAD 和 MAF 电机的情况下，这个值被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如
果它们有这样一个存储器的话。在载入缺省值的过程中(载入控制器参数)，
参数 P-0-3035 被复制到参数 P-0-0535。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P-0-0535, Motor voltage at no load"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3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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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36, 最大电机电压, 编码器存储器

该参数包含了为 P-0-0536, 最大电机电压 的初始值（缺省）。

在 MAD 和 MAF 电机的情况下，该值被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如果
它们有这样一个存储器的话。在载入缺省值的过程中（载入控制器参数），
参数 P-0-3036 被复制到参数 P-0-0536。

也可参阅参数描述 "P-0-0536, Maximum motor voltag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高级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36 - 属性
属性: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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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39, 定子的漏电感, 编码器存储器

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为一个异步电机的定子的漏电感的，值。

在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MAD 和 MAF 电机的情况下，当控制器被接通时，
该值被复制到有效的参数 P-0-4039, 定子的漏电感。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3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mH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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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40, 转子的漏电感, 编码器存储器

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为一个异步电机的转子的漏电感的，值。

在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MAD 和 MAF 电机的情况下，当控制器被接通时，
该值被复制到有效的参数 P-0-4040, 转子的漏电感。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4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mH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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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41, 电机磁化感应系数, 编码器存储器

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为一个异步电机的磁化感应系数的，值。

在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MAD 和 MAF 电机的情况下，当控制器被接通时，
该值被复制到有效的参数 P-0-4041, 电机磁化感应系数。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4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mH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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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42, 电机磁化感应的特性, 编码器存储器

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值的列表。这些值正在描述一个异步电机的磁
化感应的特性。

在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MAD 和 MAF 电机的情况下，当控制器被接通时，
该值被复制到有效的参数 P-0-4042, 电机磁化感应系数的特性。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4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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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43, 转子时间常数, 编码器存储器

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为一个异步电机的转子时间常数的，值。

在 MAD 的 MAF 电机的情况下，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该值被复制到有效的
参数 P-0-4043, 转子时间常数。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4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max: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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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50, 电机感应系数, 编码器存储器

储存在编码器数据存储器中，为电机的绕组感应系数的，值。

当控制器被接通时，这个参数的内容被复制到有效的参数 P-0-4047, 电机
感应系数。这只对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BRC 机架电机是有可能的，例
如，MHD, MKD 和 MKE！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Rexroth Housing Motors with Encoder Data Memory"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05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FEEDB_I2C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mH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 / 42949672,95 ---

MPD: 0,00 / 42949672,95 ---

MPH: 0,00 / 4294967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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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100, 编码器存储器中的数据结构的版本

在 BRC 的机架电机的编码器存储器中的数据结构中是有不同的。下列的
类型被区分:

P-0-3100 电机类型

1 MHD, MKD, MKE

2 SF

3 MSK, MAD, MAF

注释: 在 P-0-3100 中选择数据结构的版本号，无论如何，只是当电机
编码器数据存储器在工厂被写入时是必须的。

该参数因此对用户而言是无关的！

依靠这个参数，根据编码器存储器参数被存储到哪一个数据结构版本中，进
行设定，是有可能的。

数据结构的版本基本上取决于数据格式，此外，还和在为每一个单独参数的
编码器存储器中的存储地址有关。

注释: 你必须考虑到参数 P-0-0077, 分配电机编码器 -> 可选插口，和
如果有必要的话，还有参数 P-0-0078, 分配可选编码器 -> 可选
插口，并且，如果在这个参数被写之前其已经被设定的话，还有
P-0-0079, 分配测量编码器 -> 可选插口。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10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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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00, 安全技术固件代码

这个参数包含了安全技术固件的版本名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的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0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ASCII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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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01, 安全技术存储器的变化计数器

这个参数，在安全技术存储器的每一个变化时，也就时说，每当命令,
P-0-3204, C3000 同步并存储安全技术的 IDN 命令，和命令 S-0-0262,
C07_x 载入缺省程序命令（和 P-0-4090, 为 C07 载入缺省程序的索引
= 165 十进制，一起）被触发时，被增加。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的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0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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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02, 存储器的最后变化时的操作小时

这个参数反映了安全技术存储器的最后变化的时间。它是安全技术存储器
的组成。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的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0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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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03, 安全技术存储器的存储器镜像

这个参数制造了一个十六进制列表，该列表包含了安全技术存储器的最后
状态的一个镜像。依靠一个外部程序，追溯最后的两次状态是有可能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的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0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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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04, C3000 同步并存储安全技术的 IDN 命令

这个命令在通道 2 有效的时候，设定安全技术参数，并且在那用缺省数据
存储它们。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的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04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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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05, 安全技术装置标识符

安全技术装置标识符必须被用户写入。这个参数被备份在安全存储器中，
并且必须被不含糊的写入，而且在安全接受测试的过程中被存档。

在控制部分硬件被更换以后，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依靠一个适当的
顺序，通道 1 和通道 2 的安全数据被载入。

在安全存储器的装载之后，服务工程师检查这个蚕食是否匹配安全文档。
如果是这种情况，他提供文件证明这个事实，并且再次执行安全接受测试
是没有必要的。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0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ASCII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P-0-3206, 安全技术密码

通过参数 P-0-3206, 安全技术密码，安全技术可以被激活。安全技术密码
被用来锁住和安全技术相关的所有参数的写权限。

输入在 P-0-3206, 安全技术密码 中的出厂密码 "INDRASAVE"。

安全技术密码

• 必须最少含有 3 个字符，而且必须最多不超过 10 个字符，并且

• 只可以包含字符  "a-z", "A-Z" 和数字 "0-9"

"safety technology password" 功能可以有三个不同的状态:

允许的字符和长度

密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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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07,
密码等级 =0

P-0-3207,
密码等级 =1

P-0-3207,
密码等级 =2

_: 空格

输入:
安全技术密码

输入任何字符串

或

执行命令 "P-0-3204, C3000
Synchronize and store safety
technology IDN command"
或

断开控制电压

输入字符串:
INDRASAVE_SI-Passwort_SI-Passwort

"S-0-0262, C07_x Load defaults
procedure command" 同时

"P-0-4090, Index for C07
Load defaults procedure" = 165hex

安全技术密码激活并锁定

安全技术激活，安全技术参数可以被写

没有被激活的安全技术密码

安全技术没有激活，

安全技术密码可以被写，

使 P-0-3206 满足: "INDRASAVE"

安全技术密码激活并锁定

安全技术激活，

安全技术参数写保护

在激活安全技术的

条件下，

接通后的缺省状态

在没有激活安全技术

的条件下，

接通之后的缺省状态

DP3206v1.EPS

Fig. 3-146: 可能的密码状态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0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ASCII 正确性校验:    no

Unit: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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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07, 安全技术密码等级

参数 P-0-3207, 安全技术密码等级 显示了安全技术密码 (P-0-3206) 的当前
状态。

“安全技术密码" 功能会有三个不同的状态:

等级 状态安全技术密码       安全技术状态

0 没有激活的安全技术

安全技术参数可以被写

安全技术没有激活

1 安全技术密码激活并锁定

安全技术参数可以被写

安全技术激活

2 安全技术密码激活并锁定

安全技术参数被写保护

安全技术激活

Fig. 3-147: 安全技术密码状态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0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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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08, 安全技术数据通道 2 的备份

依靠这个参数，更换控制部分硬件，并不用在后来执行安全试运行，是有
可能的。当用户确认依靠参数 P-0-3205, 安全技术装置标识符，他已经装
载了属于该应用的参数的时候，这是可能的。

用户必须用文件纪录更换程序。 

该参数包含了一个用十六进制值的变量列表，它是一个安全技术存储器的
二进制镜像。联合其它参数，这个参数 P-0-3208, 安全技术数据通道 2 的
备份 可以作为一个参数文件的一部分被读取和写回。

写回这个参数（用十六进制值的变量列表）只有在解除安全技术的情况下
是有可能的。

保存的参数文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被装载到新的硬件中。

• 如果 "DriveTop" 试车工具被使用的话，对应的文件被选择，同时不激
活安全技术，在参数模式中，通过菜单项目 "File->Load"，装载程序被
启动。

• 如果一个 MMC 被使用，信息 "New MMC", "there" 在当阶段进行被第一
次执行时，显示在新硬件的显示屏上。用户必须确认这个信息，用来继
续工作在带这个 MMC 的驱动器上。

当安全技术卡被插紧时，然后会通过显示 "load new", "safety ?"，有一
个反复的询问。用户被请求再次积极地确认装载储存在 MMC 上的
P-0-3208, 安全技术数据通道 2 的备份。

用激活安全技术，参数 P-0-3208, 安全技术数据通道 2 的备份 在 phase
3 到 4 的传输命令中，被传输到安全技术的通道 2。接着一个和交验和交验
和随后的初始化在通道 2 被执行。

如果顺序有失误，讯息 F3152 安全技术数据的不正确的备份 被生成。

为了控制安全技术参数是否属于该应用，一个包含一个应用描述的 ASCII
参数被做成可用的。这个参数被备份在安全存储器中，并且必须被不含糊
的写和存档。

在安全技术存储器已经被载入之后，控制和用文件证明装载数据匹配安全
文档是有必要的。如果是这种情况，没有必要再次执行安全接受测试。

当一个 MMC 被使用时，参数 P-0-3205, 安全技术装置标识符 可以通过显
示屏被读取。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高级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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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0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交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交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P-0-3209, 安全技术试运行标识符

"DriveTop" 试运行工具的目的是在调整会话的形式中，为用户简化通讯。

该参数通过工具定义了试运行的状态。

这个参数确保了试运行工具和驱动器同步运行。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的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0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ASCII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交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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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10, 安全技术控制字

这个参数为在安全技术功能上的静态影响，做出可用的二进制控制信号。

注释: 这个参数是一个 2 的列表参数。元素 2 是元素 1 的拷贝。缺省
的设定是 0x02, 0x02。

bit 0: 0: 安全相关的操作终止 ("SBH")
1: 安全相关的停顿 ("SH")

bit 1: 0: I/O 10 = 24 V 输出被激活 (例如，
为了控制一个 PLC)
1: I/O 10 = 一个内部继电接触器被接触，
内部继电器可以被激活 (例如，为
控制一个接触器的一个门锁装置)

bit 2: 0: I/O 20 = 从
1: I/O 20 = 主，针对安全技术诊断，
和安全技术确认

bit 3: 0: I/O 30 = 从
1: I/O 30 = 主 安全功能选择的激活

bit 4: 0: NC 控制的安全技术操作模式迁跃
1: 驱动器控制的安全技术操作模式迁跃

bit 5: 0: 通过回零开关回零 (边缘)
1: 通过开关 (静态)

bit 6: 0: SBH 不带刹车管理
1: SBH 带刹车管理

bit 7: 0: 安全功能选择的普通激活
1: 安全功能选择的独立激活

bit 8: 0: 没有激活
1: 安全相关的用第二绝对编码器的回零过程

bit 9: 0: 安全相关的终止位置没有激活
1: 安全相关的终止位置激活

bit 10: 0: 为 I/O10 的驱动器被激活
(只是对从设备: bit 2=0)
1: 为 I/O10 的驱动器被激活
(只是对从设备: bit 2=1)

bit 11: 边缘评估回零开关
0 = 正向

1 = 反向

bit 12: 评估参考标记

0 = 参考标记被评估

1 = 参考标记没有被评估

Fig. 3-148: P-0-3210, 安全技术控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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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1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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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11, 安全技术 I/O 控制字, 通道 2

参数 P-0-3211, 安全技术 I/O 控制字, 通道 2，为安全技术开关组的各个
I/Os 和定义安全技术控制信号的连接，生成可用的一个列表。

P-0-3211, 安全技术 I/O 控制字，通道 2

000: 未分配
001: 为操作模式的选择开关
010: 驱动器互锁 ("ASP")
011: 控制设备上使能 ("ZT")
100: 回零开关 (REF)
101: 安全开关 1 (S1)
110: 安全开关 2 (S2)

值 1..4 符合安全技术模块的 I1n, I2n, I3n, I4n 
值 4..8 是值 1..4 的拷贝，为了双输入的目的

Fig. 3-149: P-0-3211, 安全技术 I/O 控制字，通道 2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1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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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12, 安全技术信号控制字, 通道 1

这个参数为控制器的安全技术功能的在线控制生成可用的二进制控制信号。

依靠这个控制字，各个控制信号可以被随意的编程到现有的主通讯的实时
比特位，或硬件 I/Os 或 I/O 扩展。

bit 0: 操作模式开关 (BA)

bit 1: 驱动器互锁 ("ASP")

bit 2: 控制设备上使能 ("ZT")

bit 3: 安全开关 0 (S1)

bit 4: 安全开关 1 (S2)

bit 9: 检验输入安全技术状态 (I10)

bit 10: I30 替代品 (为了单独的
激活); 为通道 1 的激活输入

bit 11: 用 NC 受控的关机:
在公差时间结束之前
安全功能被激活

P-0-3212, 安全技术控制字，通道 1

DP3212v5.EPS

Fig. 3-150: P-0-3212, 安全技术信号控制字，通道 1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1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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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13, 安全技术状态

这个参数为安全技术状态的在线监测，生成可用的二进制状态信号。

依靠这个状态字，各个状态信号可以被随意的编程到现有的主通讯的实时
比特位，或硬件 I/Os 或 I/O 扩展。

bit 0: 正常操作 ("NO")

bit 1: 安全相关的驱动器互锁 ("ASP")

bit 8: 错误时的断开，
由控制器模块

bit 2: 安全相关的停止过程
激活 (安全相关的停顿或
安全相关的操作的停止，
根据配置决定)

bit 15: 安全技术解除的

bit 9: 错误时的断开，
由可选安全技术
模块

bit 3: 安全相关的运动 ("SBB1")

bit 4: 安全相关的运动 ("SBB2")

bit 5: 安全相关的运动 ("SBB3")

bit 6: 安全相关的运动 ("SBB4")

bit 7: 状态安全相关的位置
(1=安全回零)

bit 10: 参数模式激活的

P-0-3213, 安全技术状态

DP3213v2.EPS

Fig. 3-151: P-0-3213, 安全技术状态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1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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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14, 安全技术信号状态字, 通道 1

这个参数生成通道 1 的安全技术的可用的二进制列表。

依靠这个状态字，各个状态信号可以被随意的编程到现有的主通讯的实时
比特位，或硬件 I/Os 或 I/O 扩展。

P-0-3214, 安全技术信号状态字,通道 1

bit 0: 安全技术状态输出控制器

Fig. 3-152: P-0-3214, 安全技术信号状态字，通道 1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用的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1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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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15, 选择的安全技术模式

这个参数以编码格式，生成可用的各自的监测通道的安全技术模式。

0 普通操作 ("NO")
1 安全相关的驱动器互锁 ("ASP")
2 安全相关的停顿 ("SH")/安全相关的操作终止 ("SBH")
3 安全相关的运动 ("SBB1")
4 安全相关的运动 ("SBB2")
5 安全相关的运动 ("SBB3")
6 安全相关的运动 ("SBB4")
15 安全技术解除

Fig. 3-153: 操作模式的译码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1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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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16, 激活安全技术信号

这个参数显示了各个通道的安全技术信号的当前状态。

bit 0: 操作模式开关 (BA)

bit 1: 驱动器互锁 ("ASP")

bit 2: 控制器装置上使能 (ZT)

bit 3: 安全开关 1 (S1)

bit 4: 安全开关 2 (S2)

bit 8: 回零开关 (REF)

bit 9: 诊断输入 I10
(只是通道 1)

P-0-3216, 激活安全技术信号

DP3216v2.EPS

值 1 符合安全技术模块
值 2 符合控制器模块的状态

Fig. 3-154: P-0-3216, 激活安全技术信号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1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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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17, I/O 状态通道 2 (可选择的安全技术模块)

这个参数显示了安全技术模块的输入/输出的当前状态。

bit 0: input I1n

bit 1: input I2n

bit 2: input I3n

bit 3: input I4n

bit 4: IO 10

bit 5: IO 20

bit 6: IO 30

P-0-3217, I/O 状态通道 2 (可选的安全技术模块 )

DP3217v1.EPS

Fig. 3-155: P-0-3217, I/O 安全通道 2 (可选择的安全技术模块)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1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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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18, C3700 手动解锁安全门

这个参数允许在一个反馈错误的情况下，手动地解锁安全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18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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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19, 诊断安全技术讯息

参数 P-0-3219, 诊断安全技术讯息 显示了通道 1 和 2 的详细错误代码。

这个信息的设定为在开发部的内部测试的过程中做扩展诊断，和为安全功
能的接受测试，被使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用的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1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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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20, 从正常操作过渡的公差时间

在从正常操作到一个安全功能的过渡的情况下，这个参数定义了可用的最
大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后，驱动器的命令值系统必须被调整到新的安全功
能。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用的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2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1 / 120,0 ---

MPD: 0,1 / 120,0 ---

MPH: 0,1 / 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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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21, 不同通道状态的最大公差时间

这个参数定义了在安全技术状态中的最大允许时间，在这个时间内，两个
监测通道可以彼此不同。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2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1 / 2,0 ---

MPD: 0,1 / 2,0 ---

MPH: 0,1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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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22, 使能控制的最大激活时间

这个参数定义了一个最大时间周期，在这个周期内，使能控制装置必须被
释放和被再次压制。这个时间被用来为未授权的操作监测按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2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 / 3600,0 ---

MPD: 1,0 / 3600,0 ---

MPH: 1,0 / 3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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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23, 为安全功能选择激活的时间间隔

这个参数定义了一间隔时间，在该时间内，激活发生。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的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2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 / 3600,0 ---

MPD: 1,0 / 3600,0 ---

MPH: 1,0 / 3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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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24, 安全功能选择的激活脉冲的持续时间

在这个参数中，定义激活的持续时间是有必要的。

该激活的持续时间是由为信号探测的一个最大时间（大约 15 ms）和该系
统的信号持续时间（例如，当第一通道通过主通讯被控制的时候）组成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2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1 / 1,0 ---

MPD: 0,1 / 1,0 ---

MPH: 0,1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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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25, 来自安全相关的操作的过渡的公差时间

在从一个安全功能到一个不同的安全功能的过渡的情况下，这个参数定义
了一个最大可用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后，驱动器的命令制系统必须被调整
到新的安全功能。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用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2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1 / 120,0 ---

MPD: 0,1 / 120,0 ---

MPH: 0,1 / 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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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28, C4000 回零程序命令，通道 2

当这个命令被设定并且被使能的时候，安全相关的回零程序被释放在安全
技术的通道 2 中。

通道 2 等待被驱动器的一个行进运动触发的参数化的参考事件。转换事件
的选择，回零开关边缘的评估，正向或反向，和是否一个参考标记被评估，
被设定在参数 P-0-3210, 安全技术控制字 的比特 5, 11 和 12 中。

在通道 2 位置的参考事件和无错的回零被探测到之后，驱动器设定参数
P-0-3213, 安全技术状态 中的比特位 7，并用信号通知“命令正确的执行”。

注释: 该命令并不触发一个自动的运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28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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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29, 安全相关的回零程序的公差窗口

当回零被不用参考标记的执行时，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速度和开关。

为了能允许更大的公差，就和在位置比较的情况中一样，这里有“为安全
相关的回零程序的公差窗口”。

该参数只是当回零开关被激活时，在命令“回零程序通道 2”的执行过程
中，定义了通道 1 和 2 的实际位置值的最大允许背离。

在通道 2 的成功回零的情况下，也就是说，通道 1 和 2 的实际位置值的背
离，在“为安全相关的回零程序的公差窗口”只内，通道 2 的实际位置值
在 1 秒的偏置内同步于通道 1。

也可参阅文件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用的安全技术卡

安全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2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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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30, 为安全相关的操作终止的监测窗

这个参数定义了最大允许的行进距离，相对该时间，安全相关的操作停止
被激活。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3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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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31, 安全相关的参考位置，通道 2

关于一个定义的轴位置的想要得到的实际位置值（参数化的参考事件通道
2，见 P-0-3210, 安全技术控制字）被输入在这个参数中。

依靠命令 P-0-3228, C4000 回零程序命令通道 2，当通道 2 的参数化的参
考事件被探测到时，输入在参数 P-0-3231 的值作为实际位置值起作用。

这允许为通道 2 建立一个定义的位置参考系统。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3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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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32, 为安全相关的运动方向的监测窗

该参数被用来作为，与运动的安全相关的方向协力的，监测窗口。

当作一个最大值，驱动器可以在不允许的方向通过一个参数化 P-0-3232 在
中的距离。当驱动器离开在不允许的方向上的监测窗口时，错误 F7031
不正确的方向 被生成。

也可参阅针对 "F7031 Incorrect direction of motion" 的排错手册。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的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3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561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33, 为安全相关的终止过程的速度极限

这个参数定义了为安全相关的终止过程的速度极限。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3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3-562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34, 安全相关的最大速度

这个参数显示了一个最大速度极限。如果这个极限被驱动器超过，错误讯
息 F7020 安全相关的最大速度被超出 被生成，同时用错误反应最大可能
的减速度。

该速度极限在普通操作和安全相关的操作中有效。监测功能不能被关闭。

在那些不需要该功能的应用中，监测功能可以通过设定一个高值，被使无
效。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3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563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35, 安全相关的结束位置, 正向

这个参数定义了正向的安全相关的结束位置。

该监测器通过设定在 P-0-3210, 安全技术控制字 中的控制比特，比特位 9
被激活，并且在普通操作和安全相关的操作中起作用。

如果这个极限被驱动器超过，错误讯息 F7021 安全相关的位置被超出 被
生成。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3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3-564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36, 安全相关的结束位置, 反向

这个参数定义了反向的安全相关的结束位置。

该监测器通过设定在 P-0-3210, 安全技术控制字 中的控制比特，比特位 9
被激活，并且在普通操作和安全相关的操作中起作用。

如果这个极限被驱动器超过，错误讯息 F7021 安全相关的位置被超出 被
生成。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3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565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37, 安全技术绝对偏置

在用安全技术的情况下，这个参数被是为回零距离编码的电机编码器所必
须的。它是在电机编码器零点（电机编码器的第一参考标记的位置）和轴
零点之间的偏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Establishing the Position Data Reference
(Drive-Controlled Homing)"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3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3-566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40, 为安全相关运动 1 的控制字

这个参数为在安全相关的运动功能的静态影响，生成可用的二进制控制信
号。通过设定各个比特位，在运动过程中关联的监测器被激活。

bit 0: 安全相关的速度

bit 1: 安全相关的加速度

bit 2: 安全相关的旋转方向
正向 ("SDpos")

bit 3: 安全相关的旋转方向
反向 ("SDneg")

bit 4: 安全相关的限制增量 ("SM")

bit 5: 安全相关的位置 ("SL")

bit 8-15: 比特 0-7 的复制
(位了双输入
的目的)

P-0-32x0, 为安全相关运动 x 的控制字

DP32x0v0.EPS

Fig. 3-156: P-0-3240, 为安全相关运动 1 的控制字

注释: 比特 0 (安全相关的速度) 永远是激活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 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4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257

MPD: --- / --- 257

MPH: --- / --- 257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567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41, 安全相关的限制绝对位置 1, 正向

这个参数定义了在对应的安全相关的运动过程中不能被超越的上限位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4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3-568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42, 安全相关的限制绝对位置 1, 反向

这个参数定义了在对应的安全相关的运动过程中不能被超越的下限位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4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569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43, 安全相关的限制增量 1

依靠这个参数，依靠在安全相关的运动 1 的模式被选择的时间点，定义决
定的位置窗口是有可能的。该位置窗口不能被超过。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4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3-570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44, 安全相关的减少的速度 1

用这个参数，被监测的限制速度可以为安全相关的运动 1 模式被定义。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用的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4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571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45, 安全相关的减速/加速斜坡 1

用该参数，被监测的限制加速度（正向和反向）可以为安全相关的运动 1
模式，被定义。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4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3-572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50, 为安全相关的运动 2 的控制字

这个参数为在安全相关的运动功能上的静态影响，生成可用的二进制控制
信号。通过设定各个位，在运动过程中关联的监测器被激活。

bit 0: 安全相关速度

bit 1: 安全相关加速度

bit 2: 安全相关的旋转方向
正向 ("SDpos")

bit 3: 安全相关的旋转方向
反向 ("SDneg")

bit 4: 安全相关的限制增量 ("SM")

bit 5: 安全相关的位置 ("SL")

bit 8-15: bit 0-7 的拷贝
（位了双输入
的目的）

P-0-32x0, 为安全相关的运动 x 的控制字

DP32x0v0.EPS

Fig. 3-157: P-0-3250, 为安全相关的运动 2 的控制字

注释: Bit 0（安全相关速度）总是被激活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5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257

MPD: --- / --- 257

MPH: --- / --- 257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573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51, 安全相关的限制绝对位置 2, 正向

这个参数定义了在相应安全相关的运动过程中不能被超越的上限位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5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3-574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52, 安全相关的限制绝对位置 2, 反向

这个参数定义了在相应安全相关的运动过程中不能被超越的下限位置。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5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575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53, 安全相关的限制增量 2

依靠这个参数，依靠在安全相关的运动 2 的模式被选择的时间点，定义决
定的位置窗口是有可能的。该位置窗口不能被超过。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5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检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3-576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54, 安全相关的减少的速度 2

用这个参数被监测的限制速度可以位安全相关的运动 2 被定义。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5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577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55, 安全相关的减速/加速度斜坡 2

用这个参数被监测的限制加速度（正向和反向）可以位安全相关的运动 2
被定义。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5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3-578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60, 为安全相关的运动 3 的控制字

这个参数为在安全相关的运动功能上的静态影响，生成可用的二进制控制
信号。通过设定各个位，在运动过程中关联的监测器被激活。

bit 0: 安全相关速度

bit 1: 安全相关加速度

bit 2: 安全相关的旋转方向
正向 ("SDpos")

bit 3: 安全相关的旋转方向
反向 ("SDneg")

bit 4: 安全相关的限制增量 ("SM")

bit 5: 安全相关位置 ("SL")

bit 8-15: bit 0-7 的拷贝
（位了双输入
的目的）

P-0-32x0, 为安全相关的运动 x 的控制字

DP32x0v0.EPS

Fig. 3-158: P-0-3260, 为安全相关的运动 3 的控制字

注释: Bit 0（安全相关速度）总是被激活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6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257

MPD: --- / --- 257

MPH: --- / ---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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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63, 安全相关的限制增量 3

依靠这个参数，依靠在安全相关的运动 3 的模式被选择的时间点，定义决
定的位置窗口是有可能的。该位置窗口不能被超过。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6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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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64, 安全相关的减少的速度 3

用这个参数被监测的限制速度可以位安全相关的运动 3 被定义。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6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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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65, 安全相关的减速/加速度斜坡 3

用这个参数被监测的限制加速度（正向和反向）可以位安全相关的运动 3
被定义。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6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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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70, 为安全相关的运动 4 的控制字

这个参数为在安全相关的运动功能上的静态影响，生成可用的二进制控制
信号。通过设定各个位，在运动过程中关联的监测器被激活。

bit 0: 安全相关速度

bit 1: 安全相关加速度

bit 2: 安全相关的旋转方向
正向 ("SDpos")

bit 3: 安全相关的旋转方向
反向 ("SDneg")

bit 4: 安全相关的限制增量 ("SM")

bit 5: 安全相关位置 ("SL")

bit 8-15: bit 0-7 的拷贝
（位了双输入
的目的）

P-0-32x0, 为安全相关的运动 4 的控制字

DP32x0v0.EPS

Fig. 3-159: P-0-3270, 为安全相关的运动 4 的控制字

注释: Bit 0 （安全相关速度）总是被激活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7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257

MPD: --- / --- 257

MPH: --- / ---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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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73, 安全相关的限制增量 4

依靠这个参数，依靠在安全相关的运动 4 的模式被选择的时间点，定义决
定的位置窗口是有可能的。该位置窗口不能被超过。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7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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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74, 安全相关的减少的速度 4

用这个参数被监测的限制速度可以位安全相关的运动 4 被定义。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7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检验:    P2->P3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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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275, 安全相关的减速/ 加速度斜坡 4

用这个参数被监测的限制加速度（正向和反向）可以位安全相关的运动 4
被定义。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7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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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80, 实际位置值, 通道 2

通道 2 的实际位置值显示了在可选插槽 1 上电机编码器的当前位置。在驱
动器被接通以后，实际位置值被初始化，也就是说，在通讯阶段顺序的过
程中，通过 S-0-0128, C0200 通讯阶段 phase 4 过渡校验 命令，设定一
个初始值。

如果电机编码器是一个绝对测量系统的话，P-0-3280, 实际位置值，通道 2
中的值显示

• 关于机械零点的位置，如果“设定绝对测量”被执行。

• 在初始试运行的过程中，电机编码器所有当前绝对位置的第一个。绝对
位置没有任何到机械零点的参考，直到 P-0-0012, C0300 命令设定绝对
测量 被第一次执行。

如果电机编码器是一个增量测量系统的话，P-0-3280, 实际位置值，通道 2
显示

• 还没有被回零的所有实际位置值的第一个。

• 关于机械零点的位置，如果在驱动器使能以后，命令 S-0-0148, C0600
驱动器控制的回零程序命令 被执行，并且如果，与此同时，电机编码器
已经用在 S-0-00147, 回零参数 中的比特位 3 被选中的话。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8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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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81, 实际速度值, 通道 2

该实际速度值，通道 2 显示了被评估在插在可选插槽 1 中的编码器的通道 2
上的，当前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Integrated Safety Functions" 部分。

硬件  可选安全技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28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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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900, 为控制部分调整的命令值

为读取，要被事先调整的电压值的，为模拟通道的放大调整所需要的，列
表参数。

注释: 这个参数只是为控制部分的生产过程而言是相关的。它和应用方
面而言是不相关的！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90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ON_BOARD_SP

功能: DEC_OV 正确性检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4294967,295 ---

MPD: 0,000 / 4294967,295 ---

MPH: 0,000 / 4294967,295 ---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589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901, 调整控制部分的值

带为控制部分的模拟通道的调整值的列表参数。

注释: 在生产的过程中，为模拟通道的调整值被为每一个控制部分个
别的决定。

它们与应用方面无关，并且不能被改变！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90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ON_BOARD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2147483,647 / 2147483,647 ---

MPD: -2147483,647 / 2147483,647 ---

MPH: -2147483,647 / 2147483,6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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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INDRV*-GEN-**VRS**-PA01-EN-P

P-0-3902, 为功率部分调整的命令值

为读取，为对电流和电压测量的扩大调整被预设的，值的列表参数。

注释: 这个参数只是对功率部分的生产过程中有关。它与应用方面无
关！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90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LT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4294967,295 ---

MPD: 0,000 / 4294967,295 ---

MPH: 0,000 / 4294967,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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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903, 调整功率部分的值

带为功率部分的电流和电压测量的调整值的列表参数。

注释: 在生产的过程中，该调整值被为每一个控制部分个别的决定。

该值被这个参数显示，改变是没有必要的并且是不允许的（写
保护参数）！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90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LT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2147483,647 / 2147483,647 ---

MPD: -2147483,647 / 2147483,647 ---

MPH: -2147483,647 / 2147483,6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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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904, 模拟 I/O 接口调整值

带为模拟 I/O 模块 HAS01 的模拟通道的调整值的列表参数。

注释: 在生产的过程中，为模拟通道的调整值针对每个 I/O 模块被个别
地决定。该值被这个参数显示。

改变是没有必要的并且是不允许的（写保护参数）！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nalog Inputs" 部分。

硬件  驱动器可选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390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I2C_OP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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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INDRV*-GEN-**VRS**-PA01-EN-P

P-0-4002, 电机的径向感应系数的特性, 感应系数

这个参数，联合参数 P-0-4003, 电机的径向感应系数的特性, 电流，描述
了取决于扭矩生成电流 Iq 的电机径向感应系数 Lq 的特性。

两个参数是列表；这些列表的那些在同一个列表中的元素构成了一对值。

参数 P-0-4002 中的值是和参数 P-0-4017, 电机的径向感应系数 有关的
因数。

该特性的感应系数值 Lq 是通过和这个参数的乘积的结果。

该参数总是必须包含 4 个列表参数。这些元素的值必须单调地减少。

注释:

该参数被专有的使用，如果比特“用磁阻扭矩的同步电机”或“电流环到
电机的径向感应系数的饱和状态的调整”被设定在参数 P-0-4014, 电机
结构的类型。

写正确的值到这个参数:

• 在 Bosch Rexroth MBS 高速电机的情况下，通过使用
"DriveTop" 试运行工具，载入电机参数。

• 在 MSK 电机的情况下，当驱动器的控制电压被接通时，该
值从电机编码器的数据存储器中被载入。

• 在其它 Rexroth 电机的情况下，参数的使用通过，在固化软
件中自动地生成，或由 "DriveTop" 试车工具生成的，参数
P-0-4014 的设定被阻止。

• 在其它电机的情况下，根据生产商手册手动地输入。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0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30,000 ---

MPD: 0,000 / 30,000 ---

MPH: 0,000 / 3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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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INDRV*-GEN-**VRS**-PA01-EN-P

P-0-4003, 电机的径向感应系数的特性, 电流

这个参数，联合参数 P-0-4002, 电机的径向感应系数的特性, 感应系数，
描述了取决于扭矩生成电流 Iq 的电机径向感应系数 Lq 的特性。

两个参数是列表；这些列表的那些在同一个列表中的元素构成了一对值。

参数 P-0-4003 中的值是和参数 S-0-0111, 停顿时的电机电流 有关的因数。

该特性的电流值 Iq 是通过和这个参数的乘积的结果。

该参数总是必须包含 4 个列表参数。这些元素的值必须单调地增加。

注释:

该参数被专有的使用，如果比特“用磁阻扭矩的同步电机”被设定在参数
P-0-4014, 电机结构的类型 中。

写正确的值到这个参数:

• 在 Bosch Rexroth MBS 高速电机的情况下，通过使用
"DriveTop" 试运行工具，载入电机参数。

• 在其它 Rexroth 电机的情况下，参数的使用通过，在固化软
件中自动地生成，或由 "DriveTop" 试车工具生成的，参数
P-0-4014 的设定被阻止。

• 在其它电机的情况下，根据生产商手册手动地输入。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0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30,000 ---

MPD: 0,000 / 30,000 ---

MPH: 0,000 / 30,000 ---



IndraDrive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3-595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4004, 磁化电流

在异步电机的情况下，被 Bosch Rexroth 定义的标定的磁化电流被输入在
这个参数中。在基本速度范围中的实际上流动的磁化电流是 P-0-4004 的值
和 P-0-0532, 磁化因数 的乘积的结果。

在场弱化范围中，磁化电流，伴随着越来越大的速度，通过基于这个乘积
的值的通量环，被减少。

注释:

写正确的值到这个参数:

• 在 2AD, ADF 系列的 Rexroth 电机的情况下，和在直线和无
壳电机的情况下，通过用 "DriveTop" 试车工具载入电机参
数。

• 在其它异步电机的情况中: 根据生产商手册手动地输入。

• 在同步电机的情况中，该参数不被使用，并且被自动地设成
Aeff = 0。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Mechanical Axis System,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0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A eff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var. 1,000

MPD: 0,000 / var. 1,000

MPH: 0,000 / var.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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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05, 感应电流, 限制值

在这个参数中，一个针对感应电流的负极限值可以被输入。

这个限制值对同步电机的场弱化操作是可用的，并且因此专门对那些场弱
化操作被允许的同步电机起作用(见参数 P-0-0045, 电流控制器的控制字)。

注释:

写正确的值到这个参数:

• 在 MHD, MKD, MKE 的 Rexroth 电机和 MSK 系列的情况下，
在初始试运行时自动地。

• 在直线和旋转同步无壳电机的情况下，通过用 "DriveTop"
试运行工具载入电机参数。

• 在其它同步电机的情况下，根据生产商手册手动地输入。

• 在异步电机的情况中，该参数不被使用，并且被自动地设成
Aeff = 0。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Limitation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0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A eff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var. / 0,000 0,000

MPD: var. / 0,000 0,000

MPH: var. /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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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06, 定位块目标位置

参数 P-0-4006 包含了一个最多到 64 目标位置的列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0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76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77 / S-0-0078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P-0-4007, 定位块速度

参数 P-0-4007 包含了一个最多到 64 定位速度的列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0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044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045 / S-0-004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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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08, 定位块加速度

参数 P-0-4008 包含一个最多到 64 个定位加速度的列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0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P-0-4009, 定位块急进

参数 P-0-4009 包含一个最多到 64 个定位急进的列表。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0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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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10, 负载惯量

这个参数的值在命令 P-0-0162, C1800 命令自动的控制环调整 的过程中，
被控制器决定。

取决于 P-0-4014, 电机结构的类型 的比特位 9，此参数有一个不同的意义:

• 针对旋转电机的负载惯量（不包括转子惯量）

• 针对直线电机的负载质量（不包括主机部分质量）

负载惯量或负载质量的知识对于最优化速度控制环是重要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Automatic Setting of Axis Control"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1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kgm2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6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000000

MPD: --- / --- 0,000000

MPH: --- / ---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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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13, 退磁的电流限制值

这个参数包含了一个百分比值，该值对于同步电机和参数 S-0-0109, 电机
尖峰电流 有关。如果你用 S-0-0109 的值乘以该百分比值的化，结果是电
流限制值。

如果电流限制值被超出的化，同步电机的磁体会冒被永久退磁的危险。

万一该限制值被超出，控制器的功率输出阶段被暂时的锁住来保护电机，
直到电流再次跌到限制值之下。

当功率输出阶段被锁时，警告 E8028 功率部分中过流 被生成。

注释:

写正确的值到这个参数:

• 在 MSK, MHD, MKD, MKE 电机的情况下，当驱动器的控制
电压被接通时，自动地。

• 在不带编码器存储器的情况下，通过依靠试运行工具
"DriveTop" 或缺省值（从固化软件中）载入电机参数。

• 在其它电机的情况下，根据生产商手册手动地输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Limitation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1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 / 150 120

MPD: 100 / 150 120

MPH: 100 / 15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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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14, 电机结构的类型

通过这个参数，控制器被告知连接的电机的控制器相关的特性，例如

• 功能的原则

• 构造的类型

• 编码器数据存储器

参数结构:

P-0-4014, Motorart

bit 8: 功能的原则
0: 同步
1: 异步

bit 9: 构造的类型
0: 旋转
1: 直线

bit 10: 编码器数据存储器
0: 不可用
1: 可用

bit 11: 对于同步电机的
结构类型
0: 不用勉强扭矩
1: 用勉强扭矩

bit 12: 电流环到电机的
正交轴感应的饱和状态
的调整
0: 否
1: 是

bit 13: 考虑 P-0-0640,
冷却类型
0: P-0-0640 无效
1: P-0-0640 有效，并且已经被
    调整到认识的电机冷却！

Fig. 3-160: 参数 P-0-4014 的各个比特位

在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Rexroth 电机（例如，MHD, MKD, MKE）的情况
下，这个参数的比特被自动地正确设定！这个在启动过程中被完成（在接
通控制器之后）并且同每一个到 phase 4 阶段的迁跃（为操作状态准备好）
通过复制储存在电机编码器中的 P-0-3006, 电机类型, 编码器存储器 参数
到这个参数。

在不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Rexroth 电机（例如，2AD, ADF, MSS, 1MS,
LSP, MTS），当电机参数从试车工具 "DriveTop"（从 15VRS 起）的数据
库中载入的时候，这个参数的比特位被自动地正确设定。

当不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电机（例如，2AD, ADF, MSS, 1MS,LSP, MTS）
的电机参数通过一个 NC 被载入时，提到的 P-0-4014, 电机结构的类型 的

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电机

不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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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位必须在用户侧被设定到合适的值。

万一电机的正交轴感应系数的特性为第三方同步电机被指出（有可用的关
于 P-0-4002, 电机的正交轴感应系数的特性，感应系数 和 P-0-4003, 电机
的正交轴感应系数的特性，电流 的数据），比特 11 和比特 12 有可能可以
被方便的使用:

• 如果电机有勉强扭矩，并且没有输出期望的扭矩或期望的功率，作为一
个试验，设定比特 11 到 "1"。如果没有提高，复位该比特。

• 如果在速度环设定或最优化的过程中，驱动器由于在电流控制环中一个
带宽的缺少，常遭受振动，作为一个试验，设定比特 12 到 "1"。如果
没有提高，复位该比特。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General Information on the Operation of Motors with
IndraDrive" 部分。

.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1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yes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第三方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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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16, 电机的径向感应系数

对于同步电机，电机的径向感应系数被输入在这个参数中。
该径向感应系数是场导向的 d-q 坐标系统中 d 轴的感应系数，并且也被
称为 Ld。

观察关于电机的径向感应系数的一个被期望的值，该值依据空间矢量转
换，由三相电机模型的感应系数被决定。

注释:

写正确的值到这个参数:

• 对于 MHD, MKD, MKE 和 MSK 系列的 Rexroth 电机，在初
始试运行时，自动地

• 对于直线和旋转同步无壳电机，通过使用 "DriveTop" 试车
工具载入电机参数

• 对于其它同步电机，根据生产商手册手动的输入（见为同步
电机输出的完全格式！）

• 该参数不为异步电机被使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hird-Party Motors at IndraDrive Controller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1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mH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4294967,295 1,000

MPD: 0,000 / 4294967,295 1,000

MPH: 0,000 / 4294967,29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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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17, 电机的轴向感应系数

对于同步电机，电机的轴向感应系数被输入在这个参数中。

该轴向感应系数是场导向的 d-q 坐标系统中 q 轴的感应系数，并且也被
称为 Lq.

观察关于电机的轴向感应系数的一个被期望的值，该值依据空间矢量转
换，由三相电机模型的感应系数被决定。

注释:

写正确的值到这个参数:

• 对于 MHD, MKD, MKE 和 MSK 系列的 Rexroth 电机，在初
始试运行时，自动地

• 对于直线和旋转同步无壳电机，通过使用 "DriveTop" 试车
工具载入电机参数

• 对于其它同步电机，根据生产商手册手动的输入（见为同步
电机输出的完全格式！

• 该参数不为异步电机被使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Third-Party Motors at IndraDrive Controller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1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mH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4294967,295 1,000

MPD: 0,000 / 4294967,295 1,000

MPH: 0,000 / 4294967,29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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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19, 定位块模式

最多到 64 个定位块模式的列表。

bit 1: 0 = 绝对 1= 相对

bit 2: 在正向的移动

bit 3: 在反向的移动

bit 4: 顺序块不带停止 模式 1

bit 5: 顺序块不带停止 模式 2

bit 6: 顺序块带停止

bit 7: 开关信号上的顺序块

bit 8: 为相关行进块的
剩余路径处理

Fig. 3-161: 定位模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1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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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21, 波特率 RS-232/485

依靠这个参数，为串口设定设定及格波特率（传输率）是有可能的。需要
的的设定取决于通讯伙伴。

波特率 [波特]  在 P-0-4021 中的设定

9600 0

19200 1

38400 2

57600 3

115200 6

设定 4 和 5 被保留

Fig. 3-162: 波特率设定

预设定的值是 9600 波特 (缺省值)。

警 告

⇒ 所有的总线节点必须被设定成相同的波特率。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erial Communic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2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6 0

MPD: 0 / 6 0

MPH: 0 /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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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22, 串行接口的驱动器地址

这个参数包含了串行接口的地址。如果值 256（缺省值）被输入，串行地
址对应 P-0-4025, 驱动器的主通讯地址 的地址。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rameters, Basic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2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检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检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99 256

MPD: 1 / 99 256

MPH: 1 / 99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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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23, C0400 通讯状态 phase 2 过渡

来自操作模式或来自 phase 3 (P3) 状态，到参数模式或 phase 2 (P2) 状态
的过渡。该命令只是在驱动器使能被丧失时，被执行。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rameters, Basic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23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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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25, 驱动器的主通讯地址

从前的驱动器生成的驱动器地址依靠在主通讯模块上的地址选择开关被设
定。这个现在依靠这个参数被选择。

这个参数包含了，和下一次通讯阶段从 "phase 0" 到 "phase 1" 的变化一起
被激活的，新的驱动器主通讯的地址。

注释: 当前驱动器地址被包含在参数 S-0-0096, 从设置 (SLKN) 中。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2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99 ---

MPD: 1 / 99 ---

MPH: 1 /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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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26, 定位块选择

经选择的定位块 0 到 63。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2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63 0

MPD: 0 / 63 0

MPH: 0 / 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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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27, 传输长度 SERCOS 接口

连接到 X20 (Tx) 的光缆长度被输入在这个参数中。

依靠输入的光缆长度，光源的所需的传输功率被自动地设定。控制器将输
入长度分类为四个范围中的一个。

为连接的光缆的长度范围:

• 一直到 15 m

•  15 m ... 30 m

•  30 m ... 45 m

• 大雨 45 m 和玻璃光纤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aster communication SERCOS interface" 部分。

硬件  可选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2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m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20

MPD: --- / --- 20

MPH: --- /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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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28, 设备控制字

当依靠控制面板，控制器被切换到“模拟模式”时，这个参数接管主控制
字的功能。它只可以在模拟模式中被写，并且允许设定/重新设定驱动器使
能和“驱动器停止”。

P-0-4028, 设备控制字

bit 13: "驱动器停止"
0: 激活
1: 解除

bit 15: 驱动器使能
0->1: 设定 (AF)
1->0: 清除 (Ab)

Fig. 3-163: P-0-4028, 设备控制字 的各个位

注释: 在“模拟模式”中，一个驱动器或一个轴可以，和控制单元无关
的，用一个模拟速度命令值，被移动。

当激活“模拟模式”时，下列设定被生成:

• 主通讯接口的钝化

•  P-0-4028, 设备控制字 的激活，用来可以设定驱动器使能和“驱动器停
止”

• EA10 (X3,8b)  到 P-0-4028, bit13 “驱动器停止”的分配

• EA11 (X3,9b)  到 P-0-4028, bit 15 “驱动器使能”的分配

• “速度控制”模式的激活

• 模拟输入 EAn+/ EAn- (X3,4b/5b) 被用 S-0-0036, 速度命令值 分配，
10 V 符合 S-0-0091, 双向速度限制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aster Communic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28 - 属性
硬件: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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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29, 诊断的报告 SCSB 模式

用来读取主通讯设定和状态的参数（用 SERCOS 接口）。

注释: 这个参数只是对开发人员有关！它和应用方面无关！

硬件  可选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2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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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31, 所有设备驱动器地址（主通讯和串行通讯）

这个参数允许客户，为多轴设备，读取所有的驱动器地址。

逻辑轴号
(表格索引)

通过主通讯的地址 通过串口的地址

0 5 5
1 4 8

Fig. 3-164: P-0-4031 的结构（例如双轴模式）

注释: 这个参数主要是为驱动器和试运行工具之间的通讯被使用的。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3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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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32, 类型板列表异步电机

这个参数被用来调整第三方电机到 IndraDrive。
在 6 行元素中，参数反映了一个异步电机的类型板上的通常的数据。这些
行元素被如下定义。

行  内容 缺省值   单位 注释

1 额定电流 4.000 Aeff
2 额定电压 380.000 Veff 相间电压

3 额定频率 50.000 Hz 电频率

4 额定速度 925.000 1/min
5 功率因数   �
��� 0.760 1
6 额定功率 1.500 kW 机械功率

Fig. 3-165: 列表元素 P-0-4032

所有的列表元素是 32-bit 值，并且有 3 个小数位。该列表参数有一个固定
的长度 6 行。只有在 phase 2 阶段写数据到该参数才是有可能的。

在 P-0-4032 中的数据没有一个对电机控制的直接影响：所有的电机数据
（等价电路图）和电机控制参数只有通过 P-0-4033 启动命令 C3200 被计
算。

注释: 为类型板列表的所有数据必须描述同一个电机工作点。这个工
作点不能在场弱化范围内，并且应该描述 S1 操作（电机的持续
功率）。

注释: 当一个 Rexroth 电机被使用时，通过 P-0-4032 和命令 C3200
输入机械装置是不相关的，因为操作这些电机所需的所有参数
被储存在关于电机数据的数据库中（DriveBase）。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3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250000,000 ---

MPD: 0,000 / 250000,000 ---

MPH: 0,000 / 250000,000 ---



3-616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4033, C3200 命令为异步电机计算数据

这个参数启动命令 C3200，并且只是在 phase 2 阶段被写入。
命令 C3200 求出所有在列表 P-0-4032 中的数据的值，并且用这些数据为
电机控制计算出有效的参数。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33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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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34, 绕组的热时间常数

关于电机绕组的热时间常数的值被输入在这个参数中。这个被完成

• 为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Rexroth 电机，当驱动器的控制电压被接通时

• 手动地或通过 DriveTop 的电机数据库，为不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Rexroth 电机

• 手动地为第三方电机

电机的热时间常数是段时间，在该时间之后，电机护盖，在标准冷却的情
况下，已经达到了它的最终温度的 63%，当它恒流时。

注释: 对于要选择冷却类型的 Rexroth 电机（MSK, MHD, MKD, MKE）
P-0-4034 的值取决于实际已知的冷却类型和在 P-0-0640, 冷却
类型 中对应的设定！

注释: 电机的温度模块用一个关于电机绕组的温度上升的时间常数和
（P-0-4034）和一个关于电机护盖的温度上升的时间常数
（P-0-4035）进行计算！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urrent and Torque Limitation (Closed-Loop)"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3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1 / 3276,7 2,0

MPD: 0,1 / 3276,7 2,0

MPH: 0,1 / 3276,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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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35, 电机的热时间常数

关于电机的热时间常数的值被输入在这个参数中。这个被完成

• 为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Rexroth 电机，当驱动器的控制电压被接通时

• 手动地或通过 DriveTop 的电机数据库，为不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Rexroth 电机

• 手动地为第三方电机

电机的热时间常数是段时间，在该时间之后，电机护盖，在标准冷却（见
下）的情况下，已经达到了它的最终温度的 63%，当电机绕组衡流时。

对于要选择冷却类型的 Rexroth 电机（MSK, MHD, MKD, MKE），在固化
软件内部的电机温度模块中有效的电机的该时间常数被自动地转换到选择
的冷却类型！

P-0-0640, 冷却类型 的用户方面的设定必须符合已知的冷却类型！

注释: Rexroth 电机地标准冷却类型:

• “不通风的”关于 MSK, MHD, MKD, MKE 电机
(P-0-0640 = "0")

• “通风的”关于 2AD, MAD 电机 (P-0-0640 = "0")

• “液冷”关于 ADF, MAF, MBT, MBS, LSF, MLF 电机
 (P-0-0640 = "0")

对于第三方电机，电机的该时间常数必须根据在 P-0-4035 中使
用的冷却类型被输入 (P-0-0640 = "0")!

注释: 电机的温度模块用一个关于电机绕组的温度上升的时间常数
（P-0-4034）和一个关于电机护盖的温度上升的时间常数
（P-0-4035）进行计算！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urrent and Torque Limitation (Closed-Loop)"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3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min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1 / 3276,7 3276,7

MPD: 0,1 / 3276,7 3276,7

MPH: 0,1 / 3276,7 3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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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36, 额定的电机速度

这个参数定义了在场弱化范围之上的速度。当 Rexroth 电机被使用时，该
值从 DriveBase 中获得。对于第三方电机，额定速度通常是被指出的。

注释: 这个参数只是在开环操作中对旋转异步电机起作用。该值是在
场弱化范围以上的速度极限！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etermining the Motor Parameter Valu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3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Rpm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0 / 429496,7295 1000,0000

MPD: 0,0000 / 429496,7295 1000,0000

MPH: 0,0000 / 429496,7295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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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37, 绕组的热短时过载

关于电机绕组的热短时过载因数的值被输入在这个参数中。

这个被完成

• 为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Rexroth 电机，当驱动器的控制电压被接通时

• 手动地或通过 DriveTop 的电机数据库，为不带编码器数据存储器的
Rexroth 电机

• 手动地为第三方电机

该电机绕组的热短时过载因数以一个乘积的方式作用在 S-0-0111, 
停顿时的电机电流 上。它指出就电机绕组的热时间常数，电机电流被限制
到哪个值，除非任何被电机的热时间常数的其它热限制起作用！

注释: 对于 Rexroth 电机，S-0-0111 的值总是对应电机的标准冷却类
型！对于要选择冷却类型的电机 (MSK, MHD, MKD, MKE)，这
个总是不通风的情况！

也可参阅 P-0-0640 的参数描述！

注释: 电机温度模块用一个关于电机绕组温度上升的时间常数
（P-0-4034）和一个关于电机护盖的温度上升的时间常数
（P-0-4035）进行计算！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urrent and Torque Limitation (Closed-Loop)"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3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1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 / 4,5 2,2

MPD: 1,0 / 4,5 2,2

MPH: 1,0 / 4,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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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39, 定子的漏电感

这个参数只是为操作异步电机被使用，并且为电机的电流控制起作用。

对于 Rexroth 电机，这个值被储存在 DriveBase 中。

对于第三方电机，这个参数通过用 P-0-4033 启动的命令 C3200 命令为异
步电机计算数据 被计算出。

技术背景:

定子的漏电感 Ls, Sigma 是，被用来描述一个异步机器的，等价电路图的一
部分。该等价电路图是对异步电机的电机控制的基础。

被指出的值和绕组相位有关，通路意味着一个开始连接。

这没有指出在电机中的绕组是怎样被实际绕成的。

LHUs

 Ls, Sigma  Lr, Sigma

Rr

Rs

Rs: 定子电阻
Ls,Sigma: 定子的漏电感
LH 磁化电感
Lr,Sigma 转子的漏电感
Rr 转子电阻

Fig. 3-166: 异步机器的等效电路图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etermining the Motor Parameter Valu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3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mH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1 / 4294967,295 5,000

MPD: 0,001 / 4294967,295 5,000

MPH: 0,001 / 4294967,295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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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40, 转子的漏电感

这个参数只是为操作异步电机被使用，并且为电机的电流控制起作用。

对于 Rexroth 电机，这个值被储存在 DriveBase 中。

对于第三方电机，这个参数通过用 P-0-4033 启动的命令 C3200 命令为异
步电机计算数据 被计算出。

技术背景:

转子的漏电感 Lr, Sigma 是，被用来描述一个异步机器的等价电路图的，一
部分。该等价电路图是对异步电机的电机控制的基础。

被指出的值和绕组相位有关，通路意味着一个开始连接。

这没有指出在电机中的绕组是怎样被实际绕成的。

LHUs

 Ls, Sigma  Lr, Sigma

Rr

Rs

Rs: 定子电阻
Ls,Sigma: 定子的漏电感
LH 磁化电感
Lr,Sigma 转子的漏电感
Rr 转子电阻

Fig. 3-167: 异步机器的等效电路图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etermining the Motor Parameter Valu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4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mH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1 / 4294967,295 5,000

MPD: 0,001 / 4294967,295 5,000

MPH: 0,001 / 4294967,295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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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41, 电机的漏电感

这个参数只是为操作异步电机被使用，并且为电机的电流控制起作用。

对于 Rexroth 电机，这个值被储存在 DriveBase 中。

对于第三方电机，这个参数通过用 P-0-4033 启动的命令 C3200 命令为异
步电机计算数据 被计算出。

电机的漏电感 LH 是，被用来描述一个异步机器的等价电路图的，一部分。
该等价电路图是对异步电机的电机控制的基础。
被指出的值和绕组相位有关，通路意味着一个开始连接。这没有指出在电
机中的绕组是怎样被实际绕成的。

LHUs

 Ls, Sigma  Lr, Sigma

Rr

Rs

Rs: 定子电阻
Ls,Sigma: 定子的漏电感
LH 磁化电感
Lr,Sigma 转子的漏电感
Rr 转子电阻

Fig. 3-168: 异步机器的等效电路图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etermining the Motor Parameter Value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4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mH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10 / 4294967,295 50,000

MPD: 0,010 / 4294967,295 50,000

MPH: 0,010 / 4294967,295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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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42, 电机磁化电感的特性

这个列表参数只是为异步电机被使用，并且为电机的电流控制起作用。

• 对于 Rexroth 电机，这个值被储存在 DriveBase 中。

• 对于第三方电机，该特征通常是不知道的。通过用 P-0-4033 启动的命
令 C3200 命令为异步电机计算数据，该列表被中立的分配。

技术背景:

在额定的条件操作下的操作中，一个异步机械的电机磁化电感一般显示出
一个饱和行为，也就是说，一个感应系数值的电流决定的行为举止。

该感应系数取决于当前流过，并且随着电流增加而减小的，磁化电流。该
参数 P-0-4042 描述了一个特征 LH(id)，该值必须被视为关于 P-0-0401 的
的因数。该特征的数据点始终等距，并且对应 P-0-4004 中磁化电流的标定
的值。

列表元素的数量将参数 P-0-4004 等距的分割。第一个列表元素总是指出
id=0 处的感应系数值。特性的最后一个点没有被包含在这个列表中，因为
这个点总是精确的对应标定的点 LH(P4004)。

P-0-4042 中的值有一个 1.000 到 2.000 的值的范围，该特征总是必须被单
调递减，也就是说，一个列表元素可以严格的采用上一个元素的值或者它
必须变的更小。

 0,2                   0,4                  0,6                  0,8                  1,0              Id / P-0-4004

 2,0

 1,0

 值的正确范围 元素 1
 元素 2

 元素 3

 元素 4

 元素 5

值的标定点范围

 LH / P4041  Example: 在 P-0-4042 中带 5 个元素的 LH 特性

Fig. 3-169: LH 特性 P-0-4042 的图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Determining the Motor Parameter Values"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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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4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 / 2,000 ---

MPD: 1,000 / 2,000 ---

MPH: 1,000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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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43, 转子时间常数

这个参数只为异步电机被激活。它在电机的扭矩生成方面有一个相当可观
的影响，因为它在负载的情况下，果断地决定了所谓地“滑动”。

注释: “滑动”是，在被电机的电极对分开的定子中的电气旋转区域的
旋转频率和转子的机械转动频率之间的，差额。

关于 P-0-4043 的值是电机特殊的，并且为 Rexroth 的异步电机，通过通
讯工具或通过生产商侧的数据库的企业内部网输出变成可用！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4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100 / 10000,000 100,000

MPD: 0,100 / 10000,000 100,000

MPH: 0,100 / 100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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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45, 最大可能的连续电流

这个参数指出了在现有负载状态下控制器可以连续提供多大的电流。

与此同时，这个电流是连续电流限制将减少到的电流，如果负载状态将持
续的话。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urrent Limit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4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A eff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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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46, 有效的尖峰值

这个参数显示了在有效负载情况下，控制器可以临时支持电机的最大电流。

这是总电流的 rms 值，也就是说，扭矩产生和磁场产生的部分被包括！

当前进到操作模式时，这个参数被驱动控制器计算并且被重新设定。持续
电流限制依照电机或放大器的工作负载减小这个值。

这个限制值考虑到以下参数被确定:

IDN 名称 单位

S-0-0109 电机尖峰电流 A eff

S-0-0110 放大器尖峰电流 A eff

P-0-4058 放大器类型数据

P-0-4004 磁化电流 A eff

Fig. 3-170: 有效的尖峰值, 决定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urrent Limit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4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A eff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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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48, 定子电阻

这个参数指出了在两个终端插脚之间的电机的绕组电阻。

注释:

写正确的值到这个参数:

• 在 MHD, MKD, MKE 的情况下，在初始试运行的时候自动地

• 在 2AD, ADF，直线和无壳电机的情况下，通过用 DriveTop
试运行工具载入电机参数。

• 在其它电机的情况下，根据生产商手册手动的输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otor, Mechanical Axis System, Measuring System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4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Ohm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3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000 / 4294967,295 0,000

MPD: 0,000 / 4294967,295 0,000

MPH: 0,000 / 4294967,29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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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50, 延迟响应 RS-232/485

RS-485 接口（也在总线模式中）工作在半双工模式中。线的同一对被用在
两个方向。数据方向必须在数据交换的过程中被改变。

为了给连接的设备（PS 或 PLC）足够的时间在发送和接收之间交换，驱动
器的响应时间可以依靠这个参数被设定。

P-0-4050 以 ms 为单位定义了最小时间，该最小时间必须在一个报文的最
后一个字符通过串口被接收后，在第一个反应字符可以被发送之前被经过。

要运行 RS-232，这个参数是不需要的。

必需的延迟时间取决于被使用的 master/PC。在提供的条件下，为响应延
迟的值被设定成一个值，用这个值，大多数的 PC 可以没有问题的工作。

注释: 当通讯问题发生时（例如，在 DriveTop 中的 "TIMEOUT" 讯息）
为延迟响应的值必须被一步步的增加，直到该问题不再发生。

出于安全的原因，以该方式建立的限制值必须被给以一个 1.5 的
因数，并且作为响应延迟被输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erial Communic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5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 / 200 1

MPD: 1 / 200 1

MPH: 1 / 2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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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51, 定位块确认

接受的定位块的确认。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5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P-0-4052, 定位块, 上一次接受的

上一次接受的定位块（保持数据）。在顺序定位块链的情况下，这个是第
一个块，顺序块链从它开始。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5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RETAIN_KUNDE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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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53, 定位块, 最后起作用的

最后被接受的定位块（保持数据）。对顺序块链，这个是顺序块链的最后
起作用的块。对于单独的块，P-0-4052 和 P-0-4053 总是相等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5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RETAIN_KUNDE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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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57, 定位块, 输入连接的块

参数 P-0-4057 是顺序块输入的一个镜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5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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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58, 放大器类型数据

为了能确定放大器工作负载，放大器的物理属性必须被固化软件知道。

特征数据:

• 热绝缘数据

• 持续放大功率

•  热容量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5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4Byte var. 存储器: LT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4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214748,3647 / 214748,3647 ---

MPD: -214748,3647 / 214748,3647 ---

MPH: -214748,3647 / 214748,36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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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59, 功率部分的电气类型数据

这个列表参数包含了描述功率部分的电气类型数据。

注释: 该类型参数为每一个功率部分单独地决定，并且在生产过程中
一次输入。
类型数据通过这个参数被显示。变化是不需要地，并且也是不
允许地（写保护参数）！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5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LT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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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60, 定位块控制字

这个参数被用作为定位块模式地控制字，并且有以下结构:

bit 0: 定位块的接受
被选择在 P-0-4026
通过一个 0�1 跳变
(只是对于平行接口和
现场总线 I/O 模式!)

bit 1:

0: 用当前定位块的速度行进

1: 速度的限制到
"S-0-0259, 定位速度"
Bit 0 只和定位块模式有关

Fig. 3-171: P-0-4060, 定位块控制字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6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3 2

MPD: 0 / 3 2

MPH: 0 /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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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61, 定位块状态字

该参数包含了只是对定位块模式有效的状态位。所有其它对定位有效的状
态位被包含在参数 S-0-0437, 定位状态字 中！

P-0-4061 中的比特位有以下意义:

•  Bit 4:
Bit 4 “结束位置被到达”当一个定位块被完成时被设定。对于顺序块
链，该比特在顺序块链的结尾被达到时被设定。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6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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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63, 定位块减速度

参数 P-0-4063 包含了最多到 64 个定位减速度的列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ositioning Block Mode"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6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M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S-0-0160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S-0-0161 / S-0-016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MPD: ---

M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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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64, 密码等级

这个参数允许用户和服务部员工读取当前的密码保护。

所有在表格中提到的密码必须通过 S-0-0267, Password 被输入。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0-4064 的值  0 1 2 3 4

用户密码          有效 - 可用的，
无效的

有效的或

控制密码       - - - 有效
无效的

支配密码        - - - - 有效

参数
S-0-0279 X 0  0  0 0
管理参数    X X  X  X 0
所有其它的参数 0 0  0  0 0

X = 写保护

0 = 没有写保护

Fig. 3-172: 关于密码保护的表格

注释: “管理参数”是电机参数，硬件识别参数，编码器参数，错误
存储器，等等。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ssword"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6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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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65, 非易失性的存储器激活

这个参数包含了关于激活非易失性存储器的信息。该参数值，和在控制电
压出错的情况下，保持数据被存储器在有效的存储器中。

该值的含义:

• 1: MultiMediaCard (MMC) 是有效的，非易失性存储器

• 2: 内部的，非易失性存储器是有效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arameters, Basics"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6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ON_BOARD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2

MPD: --- / --- 2

MPH: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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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66, MMC 标识号 (CID)

这个参数和已经插入的多媒体卡的生产商标识有关。

注释: 这个参数只能被用来为位服务目的，并且和应用方面无关！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缺省值: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6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ON_BOARD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检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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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67, 工程标识

这个参数被 IndraWorks 使用，用来在一个 IndraWorks 工程中，唯一的标
识一个轴。该参数不能被用户修改。在多轴固化软件的情况下，该参数每
个轴可以用一次。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6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ASCII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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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68, 现场总线: 控制字 IO

参数 P-0-4068, 现场总线: 控制字 IO 被用作为结构类型“I/O 模式，带可
配置的实时数据”的控制字。(P-0-4084, 现场总线:结构类型 = 0xFF82)。

当从 phase 2 变化到 3 时，该控制字总是被设定在 P-0-4081, 现场总线: 
循环命令值数据通道的配置列表 中的第一个位置。该参数在这里被复写。

注释: 现场总线控制字不能被配置，并且为 IO 模式根据必需的控制比
特被预先配置。

参数结构:

bit 0 驱动器使能 (P-0-4077, bit14/15)

1: 驱动器使能

0: 驱动器互锁

bit 1 驱动器开始 (P-0-4077, bit13)

1: 驱动器开始

0: 驱动器停止

bit 2 到零点 (S-0-0148)

0->1: 开始回零命令 "C6"

1->0: 完成回零命令 "C6"

bit 3 选通脉冲 (S-0-0346, bit0)

0->1: 改变行进块

bit 4 带限制速度定位 (P-0-4060, bit0)

1: limited velocity with "positioning velocity" (S-0-0259) as limit

bit 5 清楚错误 (S-0-0099)

0->1: 开始错误清除命令 "C5"

1->0: 完成命令 "C5"

bit 6/7 定位/点动 (P-0-0346, bit2 + P-0-0346, bit1) 定位的激活通过:

00: 定位有效，开始于比特 0 的变化，定位取消通过:

01: 在正向的无穷行进 (jog+)

10: 在反向的无穷行进 (jog-)

11: 停止轴（定位停止）

bit 8-13 行进块选择

“定位块选择”(P-0-4026, bit0..5)

该参数也可以被用作在“自由可配置模式”(0xFFFE) 中的控制字，但是在
在这个模式中，不能同时用 P-0-4077, 现场总线: 控制字 进行参数化。

注释: 该参数不能包含任何阶段迁跃的比特，服务通道的操作（例如，
在 phase 2 中写）因此受到限制。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FIBUS-DP"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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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可选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6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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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69, 现场总线: 模块诊断

为读取主通讯设定和状态的参数（用现场总线）。

注释: 这个参数只是和开发部员工有关系，和应用方面无关！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FIBUS-DP" 部分。

硬件  可选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6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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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71, 现场总线: 循环命令值数据通道的长度

这个参数指出了被参数化在 P-0-4081, 现场总线: 循环命令数据通道的配
置列表 的过程数据通道的比特的数量。 

这个长度不包含参数化在一个可能可以用的参数通道的 P-0-4083, 现场总
线: 参数通道的长度 中的长度。

该等级分度发生在字边界，也就是说，可能的值是 2, 4, 6, ... 32。

注释: 为了通过 Interbus 通讯，由于总线结构（移位寄存器），
P-0-0071 = P-0-4082 是必须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FIBUS-DP" 部分。

硬件  可选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7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Byte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32 2

MPD: 0 / 32 2

MPH: 0 / 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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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72, C2900 命令固化软件从 MMC 升级

用这个命令，固化软件从插在控制器内的多媒体卡复制到控制器，和可能
用到的固化软件携带的附加的组件。

该参数可以通过控制面板被启动。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ultiMediaCard (MMC)"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72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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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73, 现场总线: 诊断讯息

这个参数包含了用普通文本表示的现场总线状态机械的状态。

该诊断讯息取决于使用的总线类型，并且符合在标准中使用的标识符。

为 PROFIBUS master 通讯显示文本:

文本 意义

"OFFLINE": 诊断讯息的初始化值

"Power-On": 一个 PROFIBUS 卡已经被视为主通讯，而且
硬件被检查。

"Baud-Search": 硬件是好的；PROFIBUS 被监测，用来确认
被使用的波特率。

"Wait-Prm": 波特率已经被找到，驱动器等待一个 master 
的参数化的报文，该报文包含了它的 IDN 
（包含在装置数据表中）。

"Wait-Cfg": IndraDrive 装置接收到了一个正确的参数报文，
并且现在在等一配置报文，在该报文中，主设
备告诉驱动器为哪一个模块它在等输入/输出
配置。

"Data-Exch WD+": 驱动器接收到一个正确的配置，它同主设备
交换实时数据，并且通讯被一个看门狗监测。

"Data-Exch WD-": 驱动器收到一个正确的配置，它同主设备
交换实时数据，并且通讯没有被一个看门
狗监测。

Fig. 3-173: 普通文本和在参数 P-0-4073 中的目录的意义

注释: 状态 "Data-Exch WD+" 和 "Data-Exch WD-" 通过 H30 的闪烁
被附加的用信号表示！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FIBUS-DP" 部分。

硬件  可选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7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1Byte var. 存储器: no

格式: ASCII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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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74, 现场总线: 数据格式

参数 P-0-4074, 现场总线: 数据格式 描述了该报文中的 32 比特值的安排
（过程数据通道）。

32-bit values (bus)

P-0-4074 = 0

P-0-4074 = 1

16-bit high16-bit low

16-bit high 16-bit low

P-0-4074, 现场总线: 数据格式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FIBUS-DP" 部分。

硬件  可选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7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 0

MPD: 0 / 1 0

MPH: 0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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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75, 现场总线: 看门狗

在这个参数中，在参数化报文中被主设备传输的看门狗时间用 ms 储存。

如果主通讯被超过该时间的中断，一个通讯错误被生成。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FIBUS-DP" 部分。

硬件  可选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7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ms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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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76, 现场总线: 循环时间 (Tcyc)

P-0-4076, 现场总线: 循环时间 (Tcyc) 的内容定义了时间间隔，在此期间，
循环实时数据（命令值和实际值）在现场总线的驱动器内被处理。

在 P-0-4076 中允许的输入值取决于位置环时钟:

• 最小现场总线循环时间 :  Tposition

• 允许输入的时间间隔:           Tposition

在不同的固化软件中的位置环时钟:

• CSH01.1C 用 MPH 固件: T position = 250µs

• CSB01.1x 用 MPB 固件: T position = 500µs

• CDB01.1C 用 MPD 固件: T position = 500µs

下列的输入值作为一个基本控制单元的结果，例如:

500 µs, 1 ms, 2ms, … to 65ms ，间隔是 500µs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ommand Communication via Field Bus" 部分。

硬件  可选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高级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7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us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1000 / 65000 2000

MPD: 1000 / 65000 2000

MPH: 500 / 65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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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77, 现场总线: 控制字

参数 P-0-4077, 现场总线: 控制字 只有可能用“自由的可配置模式”
(0xFFFE) 在 P-0-4084, 现场总线: 结构类型 中。

该比特的分配时固定的，并且不能被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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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结构:

bit 0: 命令值接受
在一个变化时 (S-0-0346, bit 0)
- 一个定位块被激活或
- 预设位置被接受

bit 1: 事先调整操作模式
0->1: 转换到操作模式
1->0: 转换到参数模式

bit 2: 走到零  (S-0-0148)
0->1: 开始回零命令 "C6"
1->0: 完成回零命令 "C6"

bit 3: 绝对 / 相对 (S-0-0346, bit 3)
（只是当使用“定位命令值”[S-0-0282] 时有效）

0: “定位命令值”(S-0-0282) 作为在驱动器中的绝对
目标位置被处理

1: “定位命令值”(S-0-0282) 作为在驱动器中的相对
行进距离被处理

bit 4: 紧接的块变化 (S-0-0346, bit 5)
（只是当使用“定位命令值”[S-0-0282] 时有效）

0: “定位命令值”(S-0-0282) 只有在最后一个有效的
目标位置被达到时被接受

1: “定位命令值”(S-0-0282) 立即被接受，并且
接受时，命令的接受被栓牢

bit 5: 清除错误 (S-0-0099)
0->1: 开始错误清除命令 "C5"
1->0: 完成命令 "C5"

bit 6/7: 定位/点动 (P-0-0346, 2 + P-0-0346,
bit 1)

定位的结构，通用:
00: 定位激活，开始于 bit 0 的变化
定位的失败，通过:
01: 在正向的无限行进 (jog+)
10: 在反向的无限行进 (jog-)
11: 停止轴（定位停止）

bit 7/9: 命令操作模式 (用 SERCOS: S-0-0134, bit 8…9)
00: 主操作模式
01: 第二操作模式 1 (例如 点动)
10: 第二操作模式 2
11: 第二操作模式 3

bit 12: IPOSYNC
插写时钟:（只时为循环定位控制）
当心得命令值被传输时，栓牢

bit 13: 驱动器停止 (用 SERCOS: S-0-0134, bit 13)
1->0: 跳变引起驱动器的关闭

bit 14: 驱动器使能 (用 SERCOS: S-0-0134, bit 14)
1->0: 跳变引起扭矩的复位，无延迟

bit 15: 驱动器工作 (用 SERCOS: S-0-0134, bit 15)
1->0: 根据 P-0-0119 跳变引起最好的可能的减速度

P-0-4077, 现场总线: 控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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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该参数不能在 P-0-4081, 现场总线：循环命令值数据通道的配置
列表 中和 P-0-4068, 现场总线: 控制字 IO 被同时被参数化。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FIBUS-DP" 部分。

硬件  可选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7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MD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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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78, 现场总线: 状态字

在现场总线驱动器被运行在自由可配置结构类型 (P-0-4084 = 0xFFFE) 的
情况下，参数 P-0-4078, 现场总线: 状态字 被用作为驱动器到现场总线
master 的反馈的状态字。

P-0-4078, 现场总线: 状态字 的配置不能被改变，也就是说，比特配置是
固定的，并且不能被参数化。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Current and Torque Limitation (Closed-Loop)" 部分。

注释: 通过 P-0-4084, 现场总线：结构类型 选择的现场总线类型无关，
该参数（总是周期性的）被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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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结构:

bit 0/1: 操作模式确认
10: phase 4 (操作模式)
01: phase 3
00: phase 2 (参数模式)

bit 2: 参考中（参考编码器的状态）
(S-0-0403, bit 0) 实际位置值（编码器 1 或 2）是
0: 相对的
1: 回零的

bit 3: 停止中 (S-0-0331, bit 0)
1: 实际速度 | < 停止窗口 |S-0-0040| < S-0-0124

bit 4: 命令值到达
1: 目标位置达到 (S-0-0342, bit 0)
例外:
速度控制:
1: 命令速度到达 (S-0-0330, bit 0) 实际速度 = 命令值

|(S-0-0040)-(S-0-0036)-(S-0-0037)| ≤ S-0-0157
循环位置控制:
1: In-Position  (S-0-0336, bit 0) 滞后误差 < 定位窗口

|S-0-0189| < S-0-0057

bit 5: 命令变化比特
1: 当命令状态发生变化时
0: 当命令状态还没有改变时

bit 6: 操作模式错误
1: 在传输命令中的错误
0: 在传输命令中没有错误

bit 7: 状态命令值处理
1: 驱动器没有跟随命令值输入（也就是驱动器停止激活）

0: 驱动器跟随命令值输入（例如 "AF" 没有激活）

bit 8/9: 实际操作模式  (P-0-0116 Bit 8…9)
00: 操作的主模式
01: 第二操作模式 1
10: 第二操作模式 2
11: 第二操作模式 3

bit 10: 命令值确认
通过栓牢该比特 (S-0-0419, bit 0) 驱动器确认
“定位命令值”的接受 (S-0-0282)。

bit 11: 讯息类型 3 诊断 (参数 S-0-0011)
该比特被设定，当类型 3 诊断的一个讯息被呈现时。

bit 12: 警告类型 2 诊断 (参数 S-0-0012)
该比特被设定，当类型 2 诊断的一个警告被呈现时。

bit 13: 驱动器错误类型 1 诊断 (参数 S-0-0013)
该比特被设定，当类型 1 诊断的一个错误被呈现时
（驱动器互锁）

bit 14/15: 为操作准备好  (P-0-0116, bit 14/15)
00: 没有准备好上动力
01: 准备好上动力
10: 控制和功率部分为操作和扭矩准备好
11: 在操作中，欠扭矩

P-0-4078, 现场总线: 状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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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FIBUS-DP" 部分。
硬件     可选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78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

MPD: --- / --- 0

MPH: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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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79, 现场总线: 波特率

被现场总线使用的波特率被自动地决定并被输入在这个参数中。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FIBUS-DP" 部分。

硬件  可选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79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4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kBaud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2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00

MPD: --- / --- 0,00

MPH: --- /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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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80, 现场总线: 循环实际值数据通道的列表

用这个参数，过程输入数据通道（slave-master，也就是说，"AT"）和使
用的现场总线无关的被配置。

只有被列在参数 S-0-0187, 在 AT 中的可配置数据的列表 中的那些操作数
可以被输入在参数 P-0-4080 中。否则的话，传输命令错误 C0156 现场
总线: 关于循环实际值的 IDN 不可配置。

为 slave-master 方向的实时数据通道的现场总线特殊配置从参数 P-0-4080
中被生成。通过读取现场总线特殊项目或通过读取 P-0-4080，主轴可以得
知在现场总线的各个实时数据（参数或项目）的位置。

参数 P-0-4080 的变化在驱动器运行到操作模式后起作用。

注释: 在参数 P-0-4084, 现场总线: 结构类型 中的“带可配置的实时
数据的 I/O 模式” (0xFF82) 的情况下，参数 S-0-0144, 信号
状态字 在从 phase 2 切换到 phase 3 的过程中，总是作为在
P-0-4080, 现场总线: 循环实际值数据通道的列表 中第一位上
的状态字被设定。该参数在这个位置被复写。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FIBUS-DP" 部分。

硬件  可选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8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3-660 Product Specific Parameters IndraDrive

DOK-INDRV*-GEN-**VRS**-PA01-EN-P

P-0-4081, 现场总线: 循环命令值数据通道的配置列表

用这个参数，过程输出数据通道（master-slave, 也就是 "MDT"）与被使用
的现场总线无关的被配置。

只有被列在参数 S-0-0187, 在 MDT 中的可配置数据的列表 中的那些操作
数可以被输入在参数 P-0-4081 中。否则的话，传输命令错误 C0154 现场
总线: 关于循环实际值的 IDN 不可配置。

为 slave-master 方向的实时数据通道的现场总线特殊配置从参数 P-0-4081
中被生成。通过读取现场总线特殊项目或通过读取 P-0-4081，主轴可以得
知在现场总线的各个实时数据（参数或项目）的位置。

参数 P-0-4080 中的变化在驱动器运行到操作模式后起作用。

注释: 在参数 P-0-4084, 现场总线: 结构类型 中的“带可配置的实时
数据的 I/O 模式”(0xFF82) 的情况下，参数 P-0-4068, 现场
总线: 控制字 IO 在从 phase 2 切换到 phase 3 的过程中，总
是作为在
P-0-4080, 现场总线: 循环实际值数据通道的列表
中第一位上的状态字被设定。该参数在这个位置被复写。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FIBUS-DP" 部分。

硬件  可选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81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var.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IDN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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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82, 现场总线: 循环实际值数据通道的长度

这个参数指出了参数化在 P-0-4080, 现场总线: 循环实际值数据通道的列表
中的过程数据通道的比特数目。

这个长度不包含参数化在一个可能用到的参数通道通的 P-0-4083, 现场总
线参数通道的长度 中的长度。刻度以字为边界发生，也就是说，可能的值
是 2, 4, 6, ... 32。

注释: 为了通过 Interbus 通讯，根据总线结构（移位寄存器），
P-0-0071 = P-0-4082 是必须的。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FIBUS-DP" 部分。

硬件  可选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82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Byte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32 2

MPD: 0 / 32 2

MPH: 0 / 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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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83, 现场总线: 参数通道的长度

除了实时数据（也称为过程数据）的传输，通过一个现场总线的通讯同样
也需要那些没有连接到一个实时循环上的参数的传输。

在 PROFIBUS 的情况下，为了一些数据，不是所有的控制单元支持非循环
的访问，这些数据可以通过一个参数通道被交换，

该参数通道根据在 PROFIBUS 的配置软件中的 I/O 模块的选择被设定。

参数通道的名称开始于 "ParamCh" 遵循，以字计算的长度，例如 "0 Words
(Off)" 或 "5 Words"。在驱动器达到状态 "Data-Exch" 之后，设定的长度以
字节的为单位被显示在参数 P-0-4083 中，

注释: 模块 "ParamCh 0 Words (Off)" 和 "ParamCh 5 Words" 是被
推荐的。参数通道模块必须总是在第一个插槽上。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FIBUS-DP" 部分。

硬件  可选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83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Byte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16 0

MPD: 0 / 16 0

MPH: 0 / 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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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84, 现场总线: 结构类型

P-0-4084, 现场总线: 结构类型 的设定影响

• 控制和状态字的结构决定的解释

• 操作的主模式的预选设定在驱动器中

• 实时数据通道的配置（除非自由的可配置的）

下列的设定是有可能的:

0xFF82: I/O 模式（用可配置的实时数据）

0xFFFE: 自由的可配置模式（不带结构！）

参数 P-0-4084, 现场总线: 结构类型 只是在切换到操作模式 (phase 4) 之后
有效。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FIBUS-DP" 部分。

硬件  可选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84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HEX 正确性校验:    P2->P3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yes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0xFF82

MPD: --- / --- 0xFF82

MPH: --- / --- 0xFF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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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86, Master 通讯状态

用这个参数，master 通讯给驱动器关于处理通讯阶段迁跃的重要的控制
信息，也包括关于使能硬件输入和驱动器停止。

注释: 用户不能写这个参数，它只是为诊断目的被使用。

参数结构:

bit 0: 通讯阶段的切换
0: 不允许，也就实说，执行

迁跃命令不引起通讯阶段
的切换

1: 允许，也就是说，执行
迁跃命令引起通讯阶段
的切换

bit 1: 源 master 控制
0: 通过硬件输入驱动器使能/

驱动器停止是不允许的

1: 通过在基本型装置硬件输入，
驱动器使能/驱动器停止是允许的

bit 2: 在控制电压接通之后
阶段前进

0: 在接通控制电压后没有阶段前进

1: 在接通控制电压后有阶段前进

bit 3: master 通讯
同步驱动器?

0: 否

1: 是, 可用的主通讯同步驱动器

Fig. 3-174:  P-0-4086, 主通讯状态的各个比特位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Master Communication"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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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86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AT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P-0-4087, 波特率 SERCOS 接口

SERCOS 的接口的波特率的设定被显示在这个参数。

驱动器自动识别出 master 设定的波特率，并且相应的设定它们的波特率。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PROFIBUS-DP" 部分。

硬件  可选的主通讯卡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87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no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Mbaud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2

MPD: --- / --- 2

MPH: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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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90, 关于 C07 载入缺省程序的索引

这个参数定义了在 S-0-0262, C07_x 载入缺省程序命令 之后，要被执行
的载入动作。

P-0-4090
的值

动作 显示  诊断讯息的名称 诊断讯息号

0（缺省） 载入电机特性的控制环参数值 C07_0 C07_0 载入缺省程序命令
（载入控制器参数）

C0700

1 载入为电机参数的基本参数值 C07_1 C07_1 载入缺省程序命令
（载入基本参数）

C0750

165 载入为安全技术参数的缺省值 C07_2 C07_2 载入缺省程序命令 
（为安全技术载入缺省程序）

C0720

Fig. 3-175: 关于 P-0-4090 的值

注释: 在命令 S-0-0262, C07_x 载入缺省程序命令 被完成以后，参数
P-0-4090 总是被重新设定成缺省值。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90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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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91, C2500 从可选存储器复制 IDN 到内部存储器

依靠这个命令，参数值从多媒体卡 (MMC) 复制到内部的，非易失性的存储
器 (flash) 中。

注释: 如果 "flash" 是有效的，非易失性的存储器，在该命令之后，来
自 MMC 的参数值同样在驱动器中变的有效，也就是说，它们
被载入到内部的，易失性的存储器中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91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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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92, C2600 从内部存储器复制 IDN 到可选存储器

依靠这个命令，参数值从内部非易失性存储器（闪存）复制到多媒体卡
（MMC）。

注释: 如果 MMC 是有效的，非易失性存储器，在该命令之后，来自
"flash" 的参数值同样在驱动器中变的有效，也就是说，它们被
载入到内部的，易失性的存储器中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92 - 属性
功能: 命令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no

格式: BIN 正确性校验:    no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no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no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 / --- ---

MPD: --- / --- ---

MP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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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95, RS-232/485 奇偶

依靠这个参数，通过串口为通讯设定几个奇偶校验是有可能的。

奇偶校验 P-0-4095 的内容

无 0

奇校验 1

偶校验 2
Fig. 3-176: P-0-4095 中奇偶的译码

初始设定是没有奇偶校验（缺省值）。

也可参阅功能描述 "Serial Communication" 部分。

硬件  --
功能包:   "open loop" 和 "closed loop"

可用的固化软件: 基本型: MPB02

双轴型: MPD02

高级型: MPH02

P-0-4095 - 属性
功能: 参数 可编辑性: P234

数据长度: 2Byte 存储器: PARAM_SP

格式: DEC_OV 正确性校验:    P3->P4

单位: -- 极端值校验:   yes

小数位: 0 联合校验:

循环可传输性:  no

输入 最小/最大: 缺省值:
MPB: 0 / 2 0

MPD: 0 / 2 0

MPH: 0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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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dex

A
Absolute encoder buffer 1 (motor encoder)  3-150
Absolute encoder buffer 2 (optional encoder)  3-151
Absolute encoder buffer 3 (measuring encoder)  3-152
Absolute encoder monitoring window for measuring encoder  3-89
Absolute encoder monitoring window for motor encoder  3-87
Absolute encoder monitoring window for opt. encoder  3-88
Absolute encoder offset 1, encoder memory  3-378
Absolute encoder offset 2, encoder memory  3-383
Absolute encoder offset 3, encoder memory  3-388
Absolute encoder range of measuring encoder  3-214
Absolute encoder range of motor encoder  2-241
Absolute encoder range of optional encoder  2-242
Absolute offset 1  2-160
Absolute offset 2  2-161
Absolute voltage value, actual value  3-57
Acceleration data scaling exponent  2-149
Acceleration data scaling factor  2-148
Acceleration data scaling type  2-146
Acceleration factors for velocity masking window  3-405
Acceleration feedback value 1  2-150
Acceleration feedback value 2  2-173
Acceleration feedforward actual value  3-268
Acceleration feedforward gain  2-236
Acceleration feedforward smoothing time constant  3-153
Activation E-Stop function  3-3
Activation of NC reaction on error  3-105
Active functional packages  3-480
Active position feedback value  2-245
Active safety technology signals  3-546
Actual acceleration torque/force value  3-265
Actual output current value (absolute value)  3-259
Actual pos. smoothing time constant for hybrid pos. control  3-192
Actual position value difference encoder1 - encoder2  3-224
Actual position value of measuring encoder  3-46
Actual position value offset of measuring encoder  3-78
Actual position value, channel 2  3-586
Actual process torque/force value  3-266
Actual value peak torque limit  3-263
Actual value torque limit negative (stationary)  3-262
Actual value torque limit positive (stationary)  3-261
Actual velocity value of measuring encoder  3-213
Actual velocity value, channel 2  3-587
Additive master axis position  3-48
Additive position command value  2-49
Additive torque/force command value  2-71
Additive velocity command value  2-39
Adjust values analog I/O interface  3-592
Adjust values of control section  3-589
Adjust values of power section  3-591
All device drive addresses (master comm. and serial comm.)  3-614
Allocation of real-time control bit 1  2-211
Allocation of real-time control bit 2  2-212
Allocation of real-time status bit 1  2-213
Allocation of real-time status bit 2  2-214
Amplifier nominal current  2-104
Amplifier peak current  2-102
Amplifier temperature  2-245
Amplifier temperature 2  3-360
Amplifier type data  3-634
Amplitude for angle acquisition  3-285
Analog input 1  3-166
Analog input 1, time constant input filter  3-172
Analog input 3  3-183
Analog input 3, time constant input filter  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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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og input 4  3-184
Analog input 4, time constant input filter  3-186
Analog input, assignment A, dead zone  3-171
Analog input, assignment A, scaling per 10V full scale  3-169
Analog input, assignment A, signal value at 0V  3-170
Analog input, assignment A, target parameter  3-168
Analog input, assignment B, dead zone  3-190
Analog input, assignment B, scaling per 10V full scale  3-188
Analog input, assignment B, signal value at 0V  3-189
Analog input, assignment B, target parameter  3-187
Analog input, control parameter  3-172
Analog input, list of assignable parameters  3-167
Analog input, maximum value for adjust  3-175
Analog output 1  3-118
Analog output 2  3-118
Analog Output 3  3-242
Analog Output 4  3-243
Analog output IDN list of assignable parameters  3-250
Analog output, assignment A, scaling [1/V]  3-247
Analog output, assignment A, signal selection  3-246
Analog output, assignment A, signal value at 0V  3-244
Analog output, assignment B, scaling [1/V]  3-249
Analog output, assignment B, signal selection  3-248
Analog output, assignment B, signal value at 0V  3-245
Angle offset begin of profile  3-54
Angle offset change rate  3-138
Application for autom. controller adjust  3-142
Application type  2-128
Assign list signal control word  2-220
Assign list signal status word  2-219
Assignment IDN -> parallel output 1  3-334
Assignment measuring encoder ->optional slot  3-72
Assignment motor encoder->optional slot  3-68
Assignment optional encoder ->optional slot  3-70
Assignment parallel input 1 -> IDN  3-335
AT Transmission starting time (T1)  2-6
Average value filter for display

signal selection  3-227
signal selection list  3-228
time constant  3-229

Axis correction active correction value  3-231
Axis correction actual temperature pos.-dependent  3-233
Axis correction actual temperature pos.-independent  3-233
Axis correction control word  3-241
Axis correction end position  3-237
Axis correction external correction value  3-230
Axis correction reference position for temp. corr.  3-232
Axis correction reference temperature  3-232
Axis correction start position  3-236
Axis correction support point distance  3-238
Axis correction temperature factor pos.-dependent  3-234
Axis correction temperature factor pos.-independent  3-235
Axis correction, correction table negative  3-240
Axis correction, correction table positive  3-239

B
Backup of safety techn. data channel 2  3-537
Baud rate RS-232/485  3-606
Baud rate SERCOS interface  3-665
Best possible deceleration  3-108
Bipolar acceleration limit value  2-125
Bipolar torque/force limit value  2-83
Bipolar velocity limit value  2-82
Bit number allocation of real-time control bit 1  2-263
Bit number allocation of real-time control bit 2  2-264
Bit number allocation of real-time status bit 1  2-265
Bit number allocation of real-time status bit 2  2-266
Braking resistor load  3-362
Braking resistor threshold  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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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date and time  3-161

C
C0100 Communication phase 3 transition check  2-115
C0200 Communication phase 4 transition check  2-116
C0300 Command Set absolute measuring  3-7
C0400 Communication phase 2 transition  3-608
C0500 Reset class 1 diagnostics  2-90
C0600 Drive-controlled homing procedure command  2-134
C07_x Load defaults procedure command  2-190
C0900 Position spindle command  2-138
C1200 Commutation offset setting command  3-301
C1300 Positive stop drive procedure command  2-135
C1400 Command Get marker position  3-9
C1700 Command measuring wheel mode  3-191
C1800 Command Automatic control loop adjust  3-140
C2000 Command Release motor holding brake  3-316
C2100 Brake check command  3-315
C2200 Backup working memory procedure command  2-192
C2300 Load working memory procedure command  2-191
C2400 Selectively backup working memory procedure command  2-207
C2500 Copy IDN from optional memory to internal memory  3-667
C2600 Copy IDN from internal memory to optional memory  3-668
C2800 Analog input adjust command  3-176
C2900 Command Firmware update from MMC  3-647
C3000 Synchronize and store safety technology IDN command  3-533
C3100 Recalculate actual value cycle  3-58
C3200 Command Calculate data for asynchronous motor  3-616
C3300 Set coordinate system procedure command  2-174
C3400 Shift coordinate system procedure command  2-176
C3500 Command Determine encoder correction values  3-215
C3700 Manually unlocking the safety door  3-548
C3800 Command Apply motor holding brake  3-317
C3900 Command Abrasion of brake  3-318
C4000 Homing procedure command channel 2  3-556
Cam shaft distance  3-85
Cam shaft distance 2  3-61
Cam shaft distance switch angle  3-122
Cam shaft profile 2  3-84
Cam shaft profile 3  3-352
Cam shaft profile 4  3-354
Cam shaft profile, access angle  3-182
Cam shaft profile1  3-59
Cam shaft switch angle  3-86
Change counter of safety technology memory  3-530
Change history time interval of forced dynamization  3-96
Charact. of quadrature-axis induct. of motor, inductances  3-593
Charact. of quadrature-axis inductance of motor, currents  3-594
Charact. quadr.-axis induct. of motor, currents, enc. Memory  3-510
Charact. quadr.-axis induct. of motor, induct., enc. Memory  3-509
Characteristic of motor magnetizing inductance  3-624
Characteristic of motor magnetizing inductance, encoder mem.  3-525
Circuit board code control section  3-473
Circuit board code master communication  3-471
Circuit board code optional module 1  3-468
Circuit board code optional module 1 for safety technology  3-474
Circuit board code optional module 2  3-469
Circuit board code optional module 3  3-470
Circuit board code power section  3-472
Class 1 diagnostics  2-11
Class 2 diagnostics  2-13
Class 3 diagnostics  2-15
Coarse position window  2-189
Command value cycle  3-340
Command value mode  2-248
Command value proceeding time (TMTSG)  2-81
Command value valid time (T3)  2-8
Command values for control section adjust  3-588
Command values for power section adjust  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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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tation
required harmonics component  3-294

Commutation offset  3-287
Commutation offset, encoder memory  3-500
Commutation setting measured value  3-300
Config. list of the master data telegram  2-27
Configuration for starting lockout selector  3-93
Configuration list of AT  2-21
Configuration list signal control word  2-30
Configuration list signal status word  2-29
Control parameter of analog output  3-251
Control section type  3-477
Control word for commutation setting  3-297
Control word for encoder correction  3-216
Control word for safety related motion 1  3-566
Control word for safety related motion 2  3-572
Control word for safety related motion 3  3-578
Control word for safety related motion 4  3-582
Control word for setting absolute measuring  3-332
Control word for synchronous operation modes  3-79
Control word of axis controller  3-323
Control word of current controller  3-38
Control word of encoder 2 (optional encoder)  3-154
Control word of measuring encoder  3-211
Control word of position controller  3-254
Control word of power section  3-365
Control word of velocity control mode  3-397
Controller type  2-126
Cooling type  3-333
Coordinates of offset value  2-198
Correction value table for encoder correction  3-217
Current actual slip value in %  3-193
Current coordinate offset  2-204
Current limit value of demagnetization  3-600
Current limit value of demagnetization, encoder memory  3-514
Current loop integral action time 1  2-99
Current loop integral-action time 1, encoder memory  3-485
Current loop proportional gain 1  2-97
Current loop proportional gain 1, encoder memory  3-484
Current mains voltage crest value  3-356
Current position command average value filter order  3-35

D
Damping factor for autom. controller adjust  3-141
Data of external braking resistor  3-363
Data of internal braking resistor  3-364
DC bus power  2-243
DC bus voltage  2-243
Deceleration ramp 1  3-408
Deceleration ramp 2  3-409
Delay answer RS-232/485  3-630
Device control

control word  3-104
status word  3-102

Device control word  3-612
Diagnostic message  2-86
Diagnostic message number  2-246
Diagnostic report SCSB module  3-613
Diagnostic safety technology message  3-549
Difference probe values 1  3-162
Difference probe values 2  3-163
Digital I/Os, assignment list  3-196
Digital I/Os, bit numbers  3-202
Digital I/Os, direction  3-203
Digital I/Os, status display  3-204
Direct-axis inductance of motor  3-603
Direct-axis inductance of motor, encoder memory  3-507
Distance-coded reference offset A  2-151
Distance-coded reference offset B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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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 address of master communication  3-609
Drive address of serial interface  3-607
Drive Halt acceleration bipolar  2-239
Drive off delay time  2-180
Drive Off delay time, encoder memory  3-492
Drive on delay time  2-179
Drive On delay time, encoder memory  3-491
Drive status word  2-123
Duration of dynamization pulse of safety function selection  3-554
Dynamic angle offset  3-77

E
Effective commutation offset  3-296
Effective master axis position  3-347
Effective master axis velocity  3-348
Effective peak current  3-628
Effective target position  2-273
Effective torque/force command value  3-44
Effective velocity command value  3-43
Electric type data of power section  3-635
Encoder 1 resolution, encoder memory  3-377
Encoder 1, cosine signal  3-218
Encoder 1, sine signal  3-219
Encoder 2 resolution, encoder memory  3-382
Encoder 2, cosine signal  3-220
Encoder 2, sine signal  3-221
Encoder 3 resolution, encoder memory  3-387
Encoder 3, cosine signal  3-222
Encoder 3, sine signal  3-223
Encoder emulation control parameter  3-370
Encoder emulation resolution  3-372
Encoder emulation signal selection  3-370
Encoder emulation signal selection list  3-369
Encoder emulation zero pulse distance  3-375
Encoder emulation zero pulse offset  3-374
Encoder resolution of measuring encoder  3-208
Encoder type 1 (motor encoder)  3-62
Encoder type 1 (motor encoder), encoder memory  3-494
Encoder type 2 (optional encoder)  3-64
Encoder type 3 (measuring encoder)  3-66
End position for active probe  3-165
Error memory of diagnostic numbers  3-158
Error memory operating hours of control section  3-159
Error number  3-4
Error threshold for encoder monitoring  3-295
E-Stop input  3-178
Excessive position command value  3-5

F
Feed constant  2-112
Feed constant 2 (optional encoder)  3-112
Feedback 1 Resolution  2-108
Feedback 2 Resolution  2-109
Feedback acquisition starting time (T4)  2-7
Feedrate override  2-100
Field bus

baud rate  3-658
config. list of cyclic actual value data ch.  3-659
config. list of cyclic command value data ch.  3-660
control word  3-652
control word IO  3-643
cycle time (Tcyc)  3-651
data format  3-649
diagnostic message  3-648
length of cyclic actual value data channel  3-661
length of cyclic command value data channel  3-646
length of parameter channel  3-662
module diagnosis  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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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 type  3-663
status word  3-655
watchdog  3-650

Filter time constant additional pos. Command  3-53
Final speed ramp 1  3-400
firmware variants  1-4
Flux control loop proportional gain  3-303
Flux loop proportional gain, encoder memory  3-515
Flux-generating current, actual value  3-37
Flux-generating current, command value  3-32
Flux-generating current, limit value  3-596
Flux-generating current, limit value, encoder memory  3-506
Flux-generating voltage, actual value  3-56
Following distance  2-170
Friction compensation  2-142

G
Gear 1 encoder-side (motor encoder)  3-111
Gear 1 motor-side (motor encoder)  3-110
Gear 2 encoder-side (optional encoder)  3-114
Gear 2 load-side (optional encoder)  3-113
Gear ratio fine adjust  3-76
Gear reduction  3-342

H
Holding brake control word  3-302
Holding brake control word, encoder memory  3-501
Holding brake current, encoder memory  3-503
Holding brake status word  3-313
Home switch  2-252
Home switch offset  2-210
Homing acceleration  2-42
Homing parameter  2-132
Homing velocity  2-41

I
I/O status channel 2 (optional safety technology module)  3-547
IDN groups

control word  3-225
list  3-226

IDN list of checksum parameter  2-218
IDN list of configurable data in signal status word  2-250
IDN list of configurable data in the signal control word  2-251
IDN list of invalid operating data for communication phase 2  2-25
IDN list of invalid operating data for communication phase 3  2-26
IDN list of operating data for communication phase 2  2-23
IDN list of operating data for communication phase 3  2-24
IDN list of retain data (replacement of devices)  3-160
IDN-list of all operation data  2-22
IDN-list of all procedure commands  2-28
IDN-list of backup operation data  2-171
IDN-list of password-protected operation data  2-202
Index for C07 Load defaults procedure  3-666
Initial coordinate value  2-175
Initial position value  3-11
Input revolutions of load gear  2-110
Input revolutions of measuring gear  3-115
Integral-action component velocity loop  3-266
Interface status  2-17
Internal position data format  3-117
IxR boost factor  3-328

J
Jerk limit bipolar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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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ind of encoder 1, encoder memory  3-376
Kind of encoder 2, encoder memory  3-381
Kind of encoder 3, encoder memory  3-386

L
Language selection  2-193
Last valid position command value  3-6
Length of master data telegram  2-10
Length of the configurable data record in the AT  2-166
Length of the configurable data record in the MDT  2-167
Linear position data scaling exponent  2-68
Linear position data scaling factor  2-67
List of all IDNs not corresponding to default value  3-8
List of all operating modes  2-205
List of configurable data in the AT  2-168
List of configurable data in the MDT  2-169
List of diagnostic numbers  2-240
Load inertia  3-599
Load revolutions per actual value cycle slave axis  3-338
Logbook event  3-273
Logbook time stamp  3-274
Lower limit for autom. control loop adjust  3-145
Lower limit of velocity masking window  3-403

M
Magnetizing current  3-595
Magnetizing current, encoder memory  3-505
Manufacturer version  2-33
Marker position A  2-156
Marker position B  2-157
Mask class 2 diagnostics  2-88
Mask class 3 diagnostics  2-89
Master axis position  3-47
Master axis revolutions per master axis cycle  3-336
Master axis Velocity  3-344
Master communication status  3-664
Master control word  2-121
Master drive gear input revolutions  3-136
Master drive gear output revolutions  3-137
Master drive polarity  3-98
Max. activation time of enabling control  3-552
Max. model deviation  3-90
Max. tolerance time for different channel states  3-551
Maximum acceleration to be parameterized  3-147
Maximum drive off delay time  2-197
Maximum motor speed  2-105
Maximum motor voltage  3-312
Maximum motor voltage, encoder memory  3-521
Maximum occurred actual slip value in %  3-194
Maximum possible continuous current  3-627
Maximum stator frequency change  3-326
Maximum travel range  2-201
Maximum velocity of motor, encoder memory  3-488
MDT error counter  2-32
MDT Transmit starting time (T2)  2-80
Memory image of safety technology memory  3-532
Memory of velocity command values  3-402
Message In position  2-227
Message In target position  2-229
Message ’n command > n limit’  2-226
Message ’n_actual = n_command’  2-221
Message ’nactual < nx’  2-223
Message ’P >= Px’  2-228
Message ’T >= Tlimit’  2-225
Message ’T >= Tx’  2-224
Minimum AT transmit starting time (T1min)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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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um feedback acquisition time (T4min)  2-5
Minimum mains crest value  3-358
MMC identification number (CID)  3-641
Module code of control section  3-475
Module code of motor, encoder memory  3-493
Module code of power section  3-476
Module group, control word  3-269
Module group, status word  3-271
Modulo factor measuring encoder  3-345
Modulo value  2-95
Monitoring window  2-145
Monitoring window feedback 2  2-247
Monitoring window for safety related direction of motion  3-560
Monitoring window for safety related operational stop  3-558
Monitoring window of slip in %  3-195
Motor current at standstill  2-103
Motor current at standstill, encoder memory  3-487
Motor inductance, encoder memory  3-527
Motor magnetizing inductance  3-623
Motor magnetizing inductance, encoder memory  3-524
Motor peak current  2-101
Motor peak current, encoder memory  3-486
Motor shutdown temperature  2-178
Motor shutdown temperature, encoder memory  3-490
Motor temperature  2-244
Motor type  2-127
Motor type, encoder memory  3-489
Motor voltage at no load  3-311
Motor voltage at no load, encoder memory  3-520
Motor warning temperature  2-177
MST error counter  2-31
Multiplication 1  2-184
Multiplication 2  2-185
Multiplication of measuring encoder  3-207

N
NC cycle time (TNcyc)  2-1
Negative position limit value  2-51
Nominal mains voltage crest value  3-359
Non-volatile memory active  3-640
Number of pole pairs/pole pair distance  3-10
Number of pole pairs/pole pair distance, encoder memory  3-495

O
Offset parameter 1  2-158
Offset parameter 2  2-159
Oper. hours of contr. sect. at change of functional packages  3-478
Oper. hours power section at last activat. of start. lockout  3-94
Operating hours at last change of memory  3-531
Operating hours control section  3-156
Operating hours power section  3-157
Optimum distance home switch-reference mark  3-131
Oscillation damping factor  3-328
Oscilloscope

control offset  3-28
control word  3-20
external trigger signal  3-29
internal trigger signal  3-30
list of measured values 1  3-13
list of measured values 2  3-14
list of measured values 3  3-123
list of measured values 4  3-124
number of measured values after trigger event  3-26
number of valid measured values  3-128
operating mode  3-12
signal selection 1  3-15
signal selection 2  3-16
signal selection 3  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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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 selection 4  3-126
signal selection list  3-127
size of memory  3-25
status word  3-21
time resolution  3-24
trigger edge  3-23
trigger level  3-19
trigger mask  3-17
trigger signal selection  3-18

Output revolutions of load gear  2-111
Output revolutions of measuring gear  3-116
Overload warning  3-260

P
Parallel input 1  3-75
Parallel output 1  3-74
Parameter checksum  2-217
Password  2-194
Password level  3-639
Patch function 1, attribute  3-276
Patch function 1, bit mask  3-277
Patch function 1, display  3-279
Patch function 1, exponent  3-278
Patch function 1, source pointer  3-275
Patch function 2, attribute  3-281
Patch function 2, bit mask  3-282
Patch function 2, display  3-284
Patch function 2, exponent  3-283
Patch function 2, source pointer  3-280
PLC configuration  3-420
PLC control word  3-410
PLC Deceleration ramp 2  3-465
PLC display format Global Register  3-438
PLC Global Register G0  3-422
PLC Global Register G1  3-423
PLC Global Register G10  3-432
PLC Global Register G11  3-433
PLC Global Register G12  3-434
PLC Global Register G13  3-435
PLC Global Register G14  3-436
PLC Global Register G15  3-437
PLC Global Register G2  3-424
PLC Global Register G3  3-425
PLC Global Register G4  3-426
PLC Global Register G5  3-427
PLC Global Register G6  3-428
PLC Global Register G7  3-429
PLC Global Register G8  3-430
PLC Global Register G9  3-431
PLC Global text register GT0  3-439
PLC Global text register GT1  3-440
PLC input %IW0  3-441
PLC input %IW1  3-442
PLC input %IW2  3-443
PLC input %IW3  3-444
PLC input %IW4  3-445
PLC input %IW5  3-446
PLC input %IW6  3-447
PLC input %IW7  3-448
PLC internally reserved  3-421
PLC output %QW0  3-449
PLC output %QW1  3-450
PLC output %QW2  3-451
PLC output %QW3  3-452
PLC output %QW4  3-453
PLC output %QW5  3-454
PLC output %QW6  3-455
PLC output %QW7  3-456
PLC Positioning acceleration  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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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Positioning command value  3-457
PLC positioning command value acknowledge  3-462
PLC Positioning control word  3-461
PLC Positioning deceleration  3-460
PLC Positioning velocity  3-458
PLC program identifier  3-418
PLC program name  3-419
PLC Ramp 2 pitch  3-464
PLC retain data on-board  3-467
PLC status word  3-412
PLC Torque/force command value  3-466
PLC user program administration data  3-413
PLC user program area 0  3-414
PLC user program area 1  3-415
PLC user program area 2  3-416
PLC user program area 3  3-417
PLC Velocity command value  3-463
Position actual value in actual value cycle  3-339
Position command additional actual value  3-27
Position command average value filter time constant  3-34
Position command processing mode  3-155
Position command smoothing time constant  3-91
Position command value  2-48
Position command value control  3-42
Position command value extension  3-92
Position command value of controller  3-253
Position data scaling type  2-65
Position feedback 1 type  2-199
Position feedback 1 value  2-52
Position feedback 2 type  2-106
Position feedback 2 value  2-55
Position feedback value status  2-255
Position loop Kv-factor  2-96
Position loop Kv-factor, encoder memory  3-483
Position of data record in MDT  2-9
Position polarities  2-58
Position switch flag parameter  2-63
Position switch point 1  2-64, 2-276
Position synchronization window  2-183
Position window  2-60
Positioning acceleration  2-188
Positioning block acceleration  3-598
Positioning block acknowledgment  3-631
Positioning block control word  3-636
Positioning block deceleration  3-638
Positioning block jerk  3-598
Positioning block mode  3-605
Positioning block selection  3-610
Positioning block status word  3-637
Positioning block target position  3-597
Positioning block velocity  3-597
Positioning block, input linked blocks  3-633
Positioning block, last accepted  3-631
Positioning block, last active  3-632
Positioning command acknowledge  2-269
Positioning command value  2-203
Positioning control word  2-233
Positioning deceleration  2-238
Positioning Jerk  2-172
Positioning status word  2-274
Positioning velocity  2-187
Positioning velocity > nLimit  2-215
Positioning velocity threshold in modulo mode  2-267
Positive position limit value  2-50
Power supply, configuration  3-106
Power threshold Px  2-144
Premagnetization factor  3-307
Premagnetization factor, encoder memory  3-517
Primary mode of operation  2-34
Probe 1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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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1 enable  2-257
Probe 1 negative latched  2-260
Probe 1 positive latched  2-259
Probe 2  2-254
Probe 2 enable  2-258
Probe 2 negative latched  2-262
Probe 2 positive latched  2-261
Probe control parameter  2-153
probe function  2-153
Probe status  2-162
Probe value 1 negative edge  2-118
Probe value 1 positive edge  2-117
Probe value 2 negative edge  2-120
Probe value 2 positive edge  2-119
Probe, extended control word  3-180
Probe, IDN list signal selection  2-272
Probe, number of marker failures  3-179
Probing cycle procedure command  2-155
Project identification  3-642
Properties of charging circuit  3-357
Pulse wire encoder offset 1, encoder memory  3-379
Pulse wire encoder offset 2, encoder memory  3-384
Pulse wire encoder status 1, encoder memory  3-380
Pulse wire encoder status 2, encoder memory  3-385

Q
Quadrature-axis inductance of motor  3-604
Quadrature-axis inductance of motor, encoder memory  3-508

R
Ramp 1 pitch  3-399
Ramp 2 pitch  3-401
Ramp reference velocity for acceleration data  2-275
Rated motor speed  3-619
Receive to receive recovery time (TMTSY)  2-79
Reference cam shift  2-208
Reference distance 1  2-53
Reference distance 2  2-56
Reference offset 1  2-136
Reference offset 2  2-137
Reference radius for quadrant error correction  3-255
Resulting master axis position  3-346
Return acceleration  3-51
Return distance  3-49
Return jerk  3-52
Return velocity  3-50
Reversal clearance  2-61
Rotational position resolution  2-69
Rotor inertia  3-289
Rotor inertia, encoder memory  3-496
Rotor leakage inductance  3-622
Rotor leakage inductance, encoder memory  3-523
Rotor time constant  3-626
Rotor time constant, encoder memory  3-526
RS-232/485 Parity  3-669

S
Safety related deceleration/acceleration ramp 1  3-571
Safety related deceleration/acceleration ramp 2  3-577
Safety related deceleration/acceleration ramp 3  3-581
Safety related deceleration/acceleration ramp 4  3-585
Safety related end position, negative  3-564
Safety related end position, positive  3-563
Safety related limited absolute position 1, negative  3-568
Safety related limited absolute position 1, positive  3-567
Safety related limited absolute position 2, negative  3-574
Safety related limited absolute position 2, positive  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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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related limited increment 1  3-569
Safety related limited increment 2  3-575
Safety related limited increment 3  3-579
Safety related limited increment 4  3-583
Safety related maximum velocity  3-562
Safety related reduced speed 1  3-570
Safety related reduced speed 2  3-576
Safety related reduced speed 3  3-580
Safety related reduced speed 4  3-584
Safety related reference position channel 2  3-559
Safety technology absolute offset  3-565
Safety technology commissioning identifier  3-538
Safety technology control word  3-539
Safety technology device identifier  3-534
Safety technology firmware code  3-529
Safety technology I/O control word, channel 2  3-541
Safety technology password  3-534
Safety technology password level  3-536
Safety technology signal control word, channel 1  3-542
Safety technology signal status word, channel 1  3-544
Safety technology status  3-543
Scaling of stall current limit  3-305
Scaling of stall current limit, encoder memory  3-516
Search mode

finding point slip factor  3-330
search current factor  3-329

Secondary operation mode 1  2-35
Secondary operation mode 2  2-36
Secondary operation mode 3  2-37
Selected IDN list of operation data to backup  2-196
Selected safety technology mode  3-545
Selection for autom. controller adjust  3-143
Selection of functional packages  3-479
SERCOS cycle time (TScyc)  2-2
Sercos interface version  2-129
Signal control word  2-131
Signal select probe 1  2-270
Signal select probe 2  2-271
Signal status word  2-130
Slave arrangement (SLKN)  2-87
Slave drive feed travel  3-139
Slip compensation factor  3-327
Slip increase  3-306
Smoothing of actual position value 3 of measuring encoder  3-210
Speed controller smoothing time constant, encoder memory  3-497
Spindle angle position  2-139
Spindle position parameter  2-140
Spindle positioning speed  2-182
Spindle relative offset  2-164
Square characteristic

lowering factor  3-331
Stall protection loop integral action time  3-327
Stall protection loop proportional gain  3-326
Standstill window  2-113
Start position for active probe  3-164
Starting torque for releasing motor holding brake  3-320
Stator leakage inductance  3-621
Stator leakage inductance, encoder memory  3-522
Stator resistance  3-629
Stator resistance, encoder memory  3-499
Status  2-230, 2-231, 2-232
Status ’n_feedback = 0’  2-222
Status of measuring encoder  3-212
Status word for synchronous operating modes  3-81
Status word of axis controller  3-322
Status word of current controller  3-40
Status word of power section  3-367
Status word of velocity control mode  3-406
Status word torque/current limit  3-264
Storage mode  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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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ing frequency of the power output stage  3-1
Synchronization acceleration  3-120
Synchronization completed  3-130
Synchronization direction  3-132
Synchronization divisions per command cycle slave axis  3-337
Synchronization init window for modulo format  3-129
Synchronization mode  3-133
Synchronization velocity  3-121
Synchronous position command value  3-349
Synchronous velocity  3-351

T
Table of path velocities for quadrant error correction  3-257
Table of velocity pulse for quadrant error correction  3-258
Target position  2-186
Target position outside of travel range  2-216
Target position window in modulo mode  2-268
Telegram type parameter  2-19
Temperature data scaling type  2-181
Temperature sensor  3-290
Temperature sensor characteristic  3-292
Temperature sensor, encoder memory  3-504
Test frequency for angle acquisition  3-286
Test torque for releasing motor holding brake  3-319
Test torque with holding brake applied  3-321
Thermal drive load  3-119
Thermal short time over load of windings  3-620
Thermal short-time overload of winding, encoder memory  3-513
Thermal time constant of motor  3-618
Thermal time constant of motor, encoder memory  3-512
Thermal time constant of winding  3-617
Thermal time constant of winding, encoder memory  3-511
Time interval for dynamization of safety function selection  3-553
Time interval of forced dynamization  3-95
Time stamp for list of diagnostic message numbers  3-97
Tolerance time transition from normal operation  3-550
Tolerance time transition from safety rel. oper.  3-555
Tolerance window for safety related homing procedure  3-557
Torque of motor holding brake  3-314
Torque of motor holding brake, encoder memory  3-502
Torque threshold Tx  2-114
Torque/Force command smoothing time constant  3-149
Torque/force command value  2-70
Torque/force constant  3-45
Torque/force constant, encoder memory  3-498
Torque/force data scaling exponent  2-85
Torque/force data scaling factor  2-84
Torque/force data scaling type  2-76
Torque/force feedback value  2-74
Torque/force limit value negative  2-73
Torque/force limit value positive  2-72
Torque/force peak limit  3-99
Torque/force polarity parameter  2-75
Torque-generating current, actual value  3-36
Torque-generating current, command value  3-31
Torque-generating voltage, actual value  3-55
Transmission length SERCOS interface  3-611
Transmit to transmit recovery time (TATAT)  2-78
Transmit/receive transition time (TATMT)  2-4
Travel distance for autom. controller adjust  3-148
Travel range limit parameter  3-83
Travel range limit switch inputs  3-177
Type of construction of motor  3-601
Type of position encoder for measuring encoder  3-209
Type plate list asynchronous motor  3-615

U
Undervoltage threshold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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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per limit for autom. control loop adjust  3-146
Upper limit of velocity masking window  3-404

V
Vel. cont. loop filter

center frequency of band-stop filter  3-394
Velocity command filter  3-410
Velocity command value  2-38
Velocity control loop

acceleration feedforward  3-396
average value filter clock  3-395

Velocity control loop filter
bandwidth of band-stop filter  3-393
filter type  3-390
limit frequency of low pass  3-392

Velocity data scaling exponent  2-47
Velocity data scaling factor  2-46
Velocity data scaling type  2-44
Velocity error  2-235
Velocity feedback value  2-40
Velocity feedforward actual value  3-267
Velocity feedforward evaluation  3-33
Velocity loop integral action time  2-93
Velocity loop integral-action time, encoder memory  3-482
Velocity loop proportional gain  2-91
Velocity loop proportional gain, encoder memory  3-481
Velocity loop smoothing time constant  3-2
Velocity mix factor feedback 1 & 2  3-389
Velocity polarity parameter  2-43
Velocity synchronization window  2-165
Velocity threshold for safety related stopping process  3-561
Velocity threshold nx  2-114
Velocity time range for quadrant error correction  3-256
Velocity window  2-143
Version of data structure in encoder memory  3-528
Voltage boost  3-325
Voltage loop integral action time  3-310
Voltage loop intergral action time, encoder memory  3-519
Voltage loop proportional gain  3-309
Voltage loop proportional gain, encoder memory  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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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ervice & Support

5.1 Helpdesk

Unser Kundendienst-Helpdesk im Hauptwerk Lohr
am Main steht Ihnen mit Rat und Tat zur Seite.
Sie erreichen uns

Our service helpdesk at our headquarters in Lohr am
Main, Germany can assist you in all kinds of inquiries.
Contact us

- telefonisch - by phone: 49 (0) 9352 40 50 60
über Service Call Entry Center Mo-Fr   07:00-18:00
- via Service Call Entry Center Mo-Fr 7:00 am - 6:00 pm

- per Fax - by fax: +49 (0) 9352 40 49 41

- per e-Mail - by e-mail: service.svc@boschrexroth.de

5.2 Service-Hotline

Außerhalb der Helpdesk-Zeiten ist der Service
direkt ansprechbar unter

After helpdesk hours, contact our service
department directly at

+49 (0) 171 333 88 26

oder - or +49 (0) 172 660 04 06

5.3 Internet

Unter www.boschrexroth.com finden Sie
ergänzende Hinweise zu Service, Reparatur und
Training sowie die aktuellen Adressen *) unserer
auf den folgenden Seiten aufgeführten Vertriebs-
und Servicebüros.

Verkaufsniederlassungen

Niederlassungen mit Kundendienst

Außerhalb Deutschlands nehmen Sie bitte zuerst Kontakt mit
unserem für Sie nächstgelegenen Ansprechpartner auf.

*) Die Angaben in der vorliegenden Dokumentation können
seit Drucklegung überholt sein.

At www.boschrexroth.com you may find
additional notes about service, repairs and training
in the Internet, as well as the actual addresses *)
of our sales- and service facilities figuring on the
following pages.

sales agencies

offices providing service

Please contact our sales / service office in your area first.

*) Data in the present documentation may have become
obsolete since printing.

5.4 Vor der Kontaktaufnahme... - Before contacting us...

Wir können Ihnen schnell und effizient helfen wenn
Sie folgende Informationen bereithalten:

1. detaillierte Beschreibung der Störung und der
Umstände.

2. Angaben auf dem Typenschild der
betreffenden Produkte, insbesondere
Typenschlüssel und Seriennummern.

3. Tel.-/Faxnummern und e-Mail-Adresse, unter
denen Sie für Rückfragen zu erreichen sind.

For quick and efficient help, please hav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ready:

1.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failure and
circumstances.

2. Information on the type plate of the affected
products, especially type codes and serial
numbers.

3. Your phone/fax numbers and e-mail address,
so we can contact you in case of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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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Kundenbetreuungsstellen - Sales & Service Facilities

Deutschland – Germany vom Ausland: (0) nach Landeskennziffer weglassen!
from abroad: don’t dial (0) after country code!

Vertriebsgebiet Mitte
 Germany Centre

Rexroth Indramat GmbH
Bgm.-Dr.-Nebel-Str. 2 / Postf. 1357
97816 Lohr am Main / 97803 Lohr

Kompetenz-Zentrum Europa

Tel.: +49 (0)9352 40-0
Fax: +49 (0)9352 40-4885

S E R V I C E

C A L L  E N T R Y  C E N T E R
MO – FR

von 07:00 - 18:00 Uhr

from 7 am – 6 pm

Tel. +49 (0) 9352 40 50 60
service.svc@boschrexroth.de

S E R V I C E

H O T L IN E
MO – FR

von 17:00 - 07:00 Uhr
from 5 pm - 7 am

+ SA / SO
Tel.: +49 (0)172 660 04 06

o d er  /  o r
Tel.: +49 (0)171 333 88 26

S E R V I C E

ERSATZTEILE / SPARES
verlängerte Ansprechzeit
- extended office time -

♦  nur an Werktagen
- only on working days -

♦  von 07:00 - 18:00 Uhr
- from 7 am - 6 pm  -

Tel. +49 (0) 9352 40 42 22

Vertriebsgebiet Süd
 Germany South

Bosch Rexroth AG
Landshuter Allee 8-10
80637 München

Tel.: +49 (0)89 127 14-0
Fax: +49 (0)89 127 14-490

Vertriebsgebiet West
 Germany West

Bosch Rexroth AG
Regionalzentrum West
Borsigstrasse 15
40880 Ratingen

Tel.: +49 (0)2102 409-0
Fax: +49 (0)2102 409-406

+49 (0)2102 409-430

Gebiet Südwest
 Germany South-West

Bosch Rexroth AG
Service-Regionalzentrum Süd-West
Siemensstr.1
70736 Fellbach

Tel.: +49 (0)711 51046–0
Fax: +49 (0)711 51046–248

Vertriebsgebiet Nord
 Germany North

Bosch Rexroth AG
Walsroder Str. 93
30853 Langenhagen

Tel.: +49 (0) 511 72 66 57-0
Service: +49 (0) 511 72 66 57-256
Fax: +49 (0) 511 72 66 57-93
Service: +49 (0) 511 72 66 57-783

Vertriebsgebiet Mitte
 Germany Centre

Bosch Rexroth AG
Regionalzentrum Mitte
Waldecker Straße 13
64546 Mörfelden-Walldorf

Tel.: +49 (0) 61 05 702-3
Fax: +49 (0) 61 05 702-444

Vertriebsgebiet Ost
 Germany East

Bosch Rexroth AG
Beckerstraße 31
09120 Chemnitz

Tel.: +49 (0)371 35 55-0
Fax: +49 (0)371 35 55-333

Vertriebsgebiet Ost
 Germany East

Bosch Rexroth AG
Regionalzentrum Ost
Walter-Köhn-Str. 4d
04356 Leipzig

Tel.: +49 (0)341 25 61-0
Fax: +49 (0)341 25 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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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a (West) - Europe (West)

vom Ausland: (0) nach Landeskennziffer weglassen, Italien: 0 nach Landeskennziffer mitwählen
from abroad:    don’t dial (0) after country code, Italy:    dial 0 after country code

Austria - Österreich

Bosch Rexroth GmbH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Stachegasse 13
1120 Wien
Tel.: +43 (0)1 985 25 40
Fax: +43 (0)1 985 25 40-93

Austria – Österreich

Bosch Rexroth GmbH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Industriepark 18
4061 Pasching
Tel.: +43 (0)7221 605-0
Fax: +43 (0)7221 605-21

Belgium - Belgien

Bosch Rexroth NV/SA
Henri Genessestraat 1
1070 Bruxelles

Tel: +32 (0) 2 582 31 80
Fax: +32 (0) 2 582 43 10
 info@boschrexroth.be
 service@boschrexroth.be

Denmark - Dänemark

BEC A/S
Zinkvej 6
8900 Randers

Tel.: +45 (0)87 11 90 60
Fax: +45 (0)87 11 90 61

Great Britain – Großbritannien

Bosch Rexroth Ltd.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Broadway Lane, South Cerney
Cirencester, Glos GL7 5UH

Tel.: +44 (0)1285 863000
Fax: +44 (0)1285 863030
 sales@boschrexroth.co.uk
 service@boschrexroth.co.uk

Finland - Finnland

Bosch Rexroth Oy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Ansatie 6
017 40 Vantaa

Tel.: +358 (0)9 84 91-11
Fax: +358 (0)9 84 91-13 60

France - Frankreich

Bosch Rexroth SAS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Avenue de la Trentaine
(BP. 74)
77503 Chelles Cedex
Tel.: +33 (0)164 72-70 00
Fax: +33 (0)164 72-63 00
Hotline: +33 (0)608 33 43 28

France - Frankreich

Bosch Rexroth SAS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ZI de Thibaud, 20 bd. Thibaud
(BP. 1751)
31084 Toulouse
Tel.: +33 (0)5 61 43 61 87
Fax: +33 (0)5 61 43 94 12

France – Frankreich

Bosch Rexroth SAS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91, Bd. Irène Joliot-Curie
69634 Vénissieux – Cedex
Tel.: +33 (0)4 78 78 53 65
Fax: +33 (0)4 78 78 53 62

Italy - Italien

Bosch Rexroth S.p.A.
Via G. Di Vittorio, 1
20063 Cernusco S/N.MI
Hotline: +39 02 92 365 563
Tel.: +39 02 92 365 1
Service: +39 02 92 365 326
Fax: +39 02 92 365 500
Service: +39 02 92 365 503

Italy - Italien

Bosch Rexroth S.p.A.
Via Paolo Veronesi, 250
10148 Torino

Tel.: +39 011 224 88 11
Fax: +39 011 224 88 30

Italy - Italien

Bosch Rexroth S.p.A.
Via Mascia, 1
80053 Castellamare di Stabia NA

Tel.: +39 081 8 71 57 00
Fax: +39 081 8 71 68 85

Italy - Italien

Bosch Rexroth S.p.A.
Via del Progresso, 16 (Zona Ind.)
35020 Padova

Tel.: +39 049 8 70 13 70
Fax: +39 049 8 70 13 77

Italy - Italien

Bosch Rexroth S.p.A.
Via Isonzo, 61
40033 Casalecchio di Reno (Bo)

Tel.: +39 051 29 86 430
Fax: +39 051 29 86 490

Netherlands - Niederlande/Holland

Bosch Rexroth Services B.V.
Technical Services
Kruisbroeksestraat 1
(P.O. Box 32)
5281 RV Boxtel
Tel.: +31 (0) 411 65 16 40

+31 (0) 411 65 17 27
Fax: +31 (0) 411 67 78 14

+31 (0) 411 68 28 60
services@boschrexroth.nl

Netherlands – Niederlande/Holland

Bosch Rexroth B.V.
Kruisbroeksestraat 1
(P.O. Box 32)
5281 RV Boxtel

Tel.: +31 (0) 411 65 19 51
Fax: +31 (0) 411 65 14 83
 www.boschrexroth.nl

Norway - Norwegen

Bosch Rexroth AS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Berghagan 1          or: Box 3007
1405 Ski-Langhus     1402 Ski

Tel.: +47 (0) 64 86 41 00

Fax: +47 (0) 64 86 90 62

Hotline: +47 (0)64 86 94 82
 jul.ruud@rexroth.no

Spain - Spanien

Bosch Rexroth S.A.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Centro Industrial Santiga
Obradors s/n
08130 Santa Perpetua de Mogoda
Barcelona
Tel.: +34 9 37 47 94 00
Fax: +34 9 37 47 94 01

Spain – Spanien

Goimendi S.A.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Parque Empresarial Zuatzu
C/ Francisco Grandmontagne no.2
20018 San Sebastian

Tel.: +34 9 43 31 84 21
- service: +34 9 43 31 84 56
Fax: +34 9 43 31 84 27
- service: +34 9 43 31 84 60
 sat.indramat@goimendi.es

Sweden - Schweden

Bosch Rexroth AB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 Varuvägen 7
(Service: Konsumentvägen 4, Älfsjö)
125 81 Stockholm

Tel.: +46 (0)8 727 92 00
Fax: +46 (0)8 647 32 77

Sweden - Schweden

Bosch Rexroth AB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Ekvändan 7
254 67 Helsingborg
Tel.: +46 (0) 42 38 88 -50
Fax: +46 (0) 42 38 88 -74

Switzerland East - Schweiz Ost

Bosch Rexroth Schweiz AG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Hemrietstrasse 2
8863 Buttikon
Tel. +41 (0) 55 46 46 111
Fax +41 (0) 55 46 46 222

Switzerland West - Schweiz West

Bosch Rexroth Suisse SA
Av. Général Guisan 26
1800 Vevey 1

Tel.: +41 (0)21 632 84 20
Fax: +41 (0)21 632 8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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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a (Ost) - Europe (East)

vom Ausland: (0) nach Landeskennziffer weglassen  
from abroad:    don’t dial (0) after country code

Czech Republic - Tschechien

Bosch -Rexroth, spol.s.r.o.
Hviezdoslavova 5
627 00 Brno
Tel.: +420 (0)5 48 126 358
Fax: +420 (0)5 48 126 112

Czech Republic - Tschechien

DEL a.s.
Strojírenská 38
591 01 Zdar nad Sázavou
Tel.: +420 566 64 3144
Fax: +420 566 62 1657

Hungary - Ungarn

Bosch Rexroth Kft.
Angol utca 34
1149 Budapest
Tel.: +36 (1) 422 3200
Fax: +36 (1) 422 3201

Poland – Polen

Bosch Rexroth Sp.zo.o.
ul. Staszica 1
05-800 Pruszków
Tel.: +48 22 738 18 00
– service: +48 22 738 18 46
Fax: +48 22 758 87 35
– service: +48 22 738 18 42

Poland – Polen

Bosch Rexroth Sp.zo.o.
Biuro Poznan
ul. Dabrowskiego 81/85
60-529 Poznan
Tel.: +48 061 847 64 62 /-63
Fax: +48 061 847 64 02

Romania - Rumänien

East Electric S.R.L.
Bdul Basarabia no.250, sector 3
73429 Bucuresti
Tel./Fax:: +40 (0)21 255 35 07

+40 (0)21 255 77 13
Fax: +40 (0)21 725 61 21
 eastel@rdsnet.ro

Romania - Rumänien

Bosch Rexroth Sp.zo.o.
Str. Drobety nr. 4-10, app. 14
70258 Bucuresti, Sector 2
Tel.: +40 (0)1 210 48 25

+40 (0)1 210 29 50
Fax: +40 (0)1 210 29 52

Russia - Russland

Bosch Rexroth OOO
Wjatskaja ul. 27/15
127015 Moskau
Tel.: +7-095-785 74 78

+7-095 785 74 79
Fax: +7 095 785 74 77
 laura.kanina@boschrexroth.ru

Russia - Russland

ELMIS
10, Internationalnaya
246640 Gomel, Belarus
Tel.: +375/ 232 53 42 70

+375/ 232 53 21 69
Fax: +375/ 232 53 37 69
 elmis_ltd@yahoo.com

Turkey - Türkei

Bosch Rexroth Otomasyon
San & Tic. A..S.
Fevzi Cakmak Cad No. 3
34630 Sefaköy Istanbul

Tel.:  +90 212 413 34 00
Fax:  +90 212 413 34 17
 www.boschrexroth.com.tr

Turkey - Türkei

Servo Kontrol Ltd. Sti.
Perpa Ticaret Merkezi B Blok
Kat: 11 No: 1609
80270 Okmeydani-Istanbul

Tel: +90 212 320 30 80
Fax: +90 212 320 30 81
 remzi.sali@servokontrol.com
 www.servokontrol.com

Slowenia - Slowenien

DOMEL
Otoki 21
64 228 Zelezniki

Tel.: +386 5 5117 152
Fax: +386 5 5117 225
 brane.ozebek@domel.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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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 Asia, Australia – incl. Pacific Rim

Australia - Australien

AIMS - Australian Industrial
Machinery Services Pty. Ltd.
28 Westside Drive
Laverton North Vic 3026
Melbourne

Tel.: +61 3 93 14 3321
Fax: +61 3 93 14 3329
Hotlines: +61 3 93 14 3321

+61 4 19 369 195
 enquires@aimservices.com.au

Australia - Australien

Bosch Rexroth Pty. Ltd.
No. 7, Endeavour Way
Braeside Victoria, 31 95
Melbourne

Tel.: +61 3 95 80 39 33
Fax: +61 3 95 80 17 33
 mel@rexroth.com.au

China

Shanghai Bosch Rexroth
Hydraulics & Automation Ltd.
Waigaoqiao, Free Trade Zone
No.122, Fu Te Dong Yi Road
Shanghai 200131 - P.R.China

Tel.: +86 21 58 66 30 30
Fax: +86 21 58 66 55 23
richard.yang_sh@boschrexroth.com.cn
gf.zhu_sh@boschrexroth.com.cn

China

Shanghai Bosch Rexroth
Hydraulics & Automation Ltd.
4/f, Marine Tower
No.1, Pudong Avenue
Shanghai 200120 - P.R.China

Tel: +86 21 68 86 15 88
Fax: +86 21 58 40 65 77

China

Bosch Rexroth China Ltd.
15/F China World Trade Center
1, Jianguomenwai Avenue
Beijing 100004, P.R.China

Tel.: +86 10 65 05 03 80
Fax: +86 10 65 05 03 79

China

Bosch Rexroth China Ltd.
Guangzhou Repres. Office
Room 1014-1016, Metro Plaza,
Tian He District, 183 Tian He Bei Rd
Guangzhou 510075, P.R.China

Tel.: +86 20 8755-0030
+86 20 8755-0011

Fax: +86 20 8755-2387

China

Bosch Rexroth (China) Ltd.
A-5F., 123 Lian Shan Street
Sha He Kou District
Dalian 116 023, P.R.China

Tel.: +86 411 46 78 930
Fax: +86 411 46 78 932

China

Melchers GmbH
BRC-SE, Tightening & Press-fit
13 Floor Est Ocean Centre
No.588 Yanan Rd. East
65 Yanan Rd. West
Shanghai 200001

Tel.: +86 21 6352 8848
Fax: +86 21 6351 3138

Hongkong

Bosch Rexroth (China) Ltd.
6th Floor,
Yeung Yiu Chung No.6 Ind Bldg.
19 Cheung Shun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kong

Tel.: +852 22 62 51 00
Fax: +852 27 41 33 44

alexis.siu@boschrexroth.com.hk

India - Indien

Bosch Rexroth (India) Ltd.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Plot. No.96, Phase III
Peenya Industrial Area
Bangalore – 560058

Tel.: +91 80 51 17 0-211...-218
Fax: +91 80 83 94 345

+91 80 83 97 374

 mohanvelu.t@boschrexroth.co.in

India - Indien

Bosch Rexroth (India) Ltd.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Advance House, II Floor
Ark Industrial Compound
Narol Naka, Makwana Road
Andheri (East), Mumbai - 400 059

Tel.: +91 22 28 56 32 90
+91 22 28 56 33 18

Fax: +91 22 28 56 32 93

singh.op@boschrexroth.co.in

India - Indien

Bosch Rexroth (India) Ltd.
S-10, Green Park Extension
New Delhi – 110016

Tel.: +91 11 26 56 65 25
+91 11 26 56 65 27

Fax: +91 11 26 56 68 87

koul.rp@boschrexroth.co.in

Indonesia - Indonesien

PT. Bosch Rexroth
Building # 202, Cilandak
Commercial Estate
Jl. Cilandak KKO, Jakarta 12560

Tel.: +62 21 7891169 (5 lines)
Fax: +62 21 7891170 - 71
rudy.karimun@boschrexroth.co.id

Japan

Bosch Rexroth Automation Corp.
Service Center Japan
Yutakagaoka 1810, Meito-ku,
NAGOYA 465-0035, Japan

Tel.: +81 52 777 88 41
+81 52 777 88 53
+81 52 777 88 79

Fax: +81 52 777 89 01

Japan

Bosch Rexroth Automation Corp.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2F, I.R. Building
Nakamachidai 4-26-44, Tsuzuki-ku
YOKOHAMA 224-0041, Japan

Tel.: +81 45 942 72 10
Fax: +81 45 942 03 41

Korea

Bosch Rexroth-Korea Ltd.
Electric Drives and Controls
Bongwoo Bldg. 7FL, 31-7, 1Ga
Jangchoong-dong, Jung-gu
Seoul, 100-391

Tel.: +82 234 061 813
Fax: +82 222 641 295

Korea

Bosch Rexroth-Korea Ltd.
1515-14 Dadae-Dong, Saha-gu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Pusan Metropolitan City, 604-050

Tel.: +82 51 26 00 741
Fax: +82 51 26 00 747
 eunkyong.kim@boschrexroth.co.kr

Malaysia

Bosch Rexroth Sdn.Bhd.
11, Jalan U8/82, Seksyen U8
40150 Shah Alam
Selangor, Malaysia

Tel.: +60  3 78 44 80 00
Fax: +60  3 78 45 48 00
 hockhwa@hotmail.com
 rexroth1@tm.net.my

Singapore - Singapur

Bosch Rexroth Pte Ltd
15D Tuas Road
Singapore 638520

Tel.: +65  68 61 87 33
Fax: +65  68 61 18 25
 sanjay.nemade

@boschrexroth.com.sg

South Africa - Südafrika

TECTRA Automation (Pty) Ltd.
71 Watt Street, Meadowdale
Edenvale 1609

Tel.: +27 11 971 94 00
Fax: +27 11 971 94 40
Hotline: +27 82 903 29 23
 georgv@tectra.co.za

Taiwan

Bosch Rexroth Co., Ltd.
Taichung Branch
1F., No. 29, Fu-Ann 5th Street,
Xi-Tun Area, Taichung City
Taiwan, R.O.C.

Tel : +886 - 4 -23580400
Fax: +886 - 4 -23580402
 jim.lin@boschrexroth.com.tw
 david.lai@boschrexroth.com.tw

Taiwan

Bosch Rexroth Co., Ltd.
Tainan Branch
No. 17, Alley 24, Lane 737
Chung Cheng N.Rd. Yungkang
Tainan Hsien, Taiwan, R.O.C.

Tel : +886 - 6 –253 6565
Fax: +886 - 6 –253 4754
 charlie.chen@boschrexroth.com.tw

Thailand

NC Advance Technology Co. Ltd.
59/76 Moo 9
Ramintra road 34
Tharang, Bangkhen,
Bangkok 10230

Tel.: +66 2 943 70 62
        +66 2 943 71 21
Fax: +66 2 509 23 62
Hotline +66 1 984 61 52
 sonkawin@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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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damerika – North America
USA
Headquarters - Hauptniederlassung

Bosch Rexroth Corporation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5150 Prairie Stone Parkway
Hoffman Estates, IL 60192-3707

Tel.: +1 847 6 45 36 00
Fax: +1 847 6 45 62 01
servicebrc@boschrexroth-us.com
 repairbrc@boschrexroth-us.com

USA Central Region - Mitte

Bosch Rexroth Corporation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Central Region Technical Center
1701 Harmon Road
Auburn Hills, MI 48326

Tel.: +1 248 3 93 33 30
Fax: +1 248 3 93 29 06

USA Southeast Region - Südwest

Bosch Rexroth Corporation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Southeastern Technical Center
3625 Swiftwater Park Drive
Suwanee, Georgia 30124

Tel.: +1 770 9 32 32 00
Fax: +1 770 9 32 19 03

USA SERVICE-HOTLINE

- 7 days x 24hrs -

+1-800-REX-ROTH
+1 800 739 7684

USA East Region – Ost

Bosch Rexroth Corporation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Charlotte Regional  Sales Office
14001 South Lakes Drive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28273

Tel.: +1 704 5 83 97 62
+1 704 5 83 14 86

USA Northeast Region – Nordost

Bosch Rexroth Corporation
Electric Drives & Controls
Northeastern Technical Center
99 Rainbow Road
East Granby, Connecticut 06026

Tel.: +1 860 8 44 83 77
Fax: +1 860 8 44 85 95

USA West Region – West

Bosch Rexroth Corporation
7901 Stoneridge Drive, Suite 220
Pleasant Hill, California 94588

Tel.: +1 925 227 10 84
Fax: +1 925 227 10 81

Canada East - Kanada Ost

Bosch Rexroth Canada Corporation
Burlington Division
3426 Mainway Drive
Burlington, Ontario
Canada L7M 1A8

Tel.: +1 905 335 5511
Fax: +1 905 335 4184
Hotline: +1 905 335 5511
 michael.moro@boschrexroth.ca

Canada West - Kanada West

Bosch Rexroth Canada Corporation
5345 Goring St.
Burnaby,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V7J 1R1

Tel. +1 604   205 5777
Fax +1 604   205 6944
Hotline: +1 604   205 5777
 david.gunby@boschrexroth.ca

Mexico

Bosch Rexroth Mexico S.A. de C.V.
Calle Neptuno 72
Unidad Ind. Vallejo
07700 Mexico, D.F.

Tel.: +52 55 57 54 17 11
Fax: +52 55 57 54 50 73
mariofelipe.hernandez@boschrexroth.com.mx

Mexico

Bosch Rexroth S.A. de C.V.
Calle Argentina No 3913
Fracc. las Torres
64930 Monterrey, N.L.

Tel.: +52 81 83 65 22 53
+52 81 83 65 89 11
+52 81 83 49 80 91

Fax: +52 81 83 65 52 80
mario.quiroga@boschrexroth.com.mx

Südamerika –  South America
Argentina - Argentinien

Bosch Rexroth S.A.I.C.
"The Drive & Control Company"
Rosario 2302
B1606DLD Carapachay
Provincia de Buenos Aires

Tel.: +54 11 4756 01 40
+54 11 4756 02 40
+54 11 4756 03 40
+54 11 4756 04 40

Fax: +54 11 4756 01 36
+54 11 4721 91 53

victor.jabif@boschrexroth.com.ar

Argentina - Argentinien

NAKASE
Servicio Tecnico CNC
Calle 49, No. 5764/66
B1653AOX Villa Balester
Provincia de Buenos Aires

Tel.: +54 11 4768 36 43
Fax: +54 11 4768 24 13
Hotline: +54 11 155 307 6781
 nakase@usa.net
 nakase@nakase.com
 gerencia@nakase.com (Service)

Brazil - Brasilien

Bosch Rexroth Ltda.
Av. Tégula, 888
Ponte Alta, Atibaia SP
CEP 12942-440

Tel.: +55 11  4414 56 92
+55 11  4414 56 84

Fax sales: +55 11  4414 57 07
Fax serv.: +55 11  4414 56 86
 alexandre.wittwer@rexroth.com.br

Brazil - Brasilien

Bosch Rexroth  Ltda.
R. Dr.Humberto Pinheiro Vieira, 100
Distrito Industrial    [Caixa Postal 1273]
89220-390 Joinville - SC

Tel./Fax: +55 47 473 58 33
Mobil: +55 47 9974 6645
 prochnow@zaz.com.br

Columbia - Kolumbien

Reflutec de Colombia Ltda.
Calle 37 No. 22-31
Santafé de Bogotá, D.C.
Colombia

Tel.: +57 1 368 82 67
+57 1 368 02 59

Fax: +57 1 268 97 37
reflutec@neutel.com.co
reflutec@007mund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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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ch Rexroth AG
Electric Drives and Controls
P.O. Box 13 57
97803 Lohr, Germany
Bgm.-Dr.-Nebel-Str. 2
97816 Lohr, Germany
Phone   +49 93 52-40-50 60
Fax        +49 93 52-40-49 41
service.svc@boschrexroth.de
www.boschrexro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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