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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编程指南

软件版本： 1.1x

本编程指南适用于软件版本为 1.1x 的所有 FC 360 变频器。

可以从 15-43 SWversion 查看软件版本号。

符号

本手册使用了下述符号。

警告
表明某种潜在危险情况，如果不避免该情

况，将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小心
表明某种潜在危险情况，如果不避免该情况，将可能导致

轻度或中度伤害。这还用于防范不安全的行为。

小心
表明某种可能仅导致设备或财产损害事故的情况。

注意
表明应注意所强调的信息，以避免错

误或以免设备无法达到 佳性能。

表 1.1 认证

1.1.1 缩略语 

交流电 AC

美国线规 AWG

安培/AMP 安培 /AMP

电机自动整定 AMA

电流极限 ILIM

摄氏度 °C
直流电 DC

取决于变频器 D-TYPE

电磁兼容性 EMC

电子热敏继电器 ETR

变频器 FC

克 g

赫兹 Hz

马力 hp

千赫兹 kHz

本地控制面板 LCP

米 m

毫亨电感 mH

毫安 mA

毫秒 ms

分钟 min

运动控制工具 MCT

毫微法 nF

牛顿米 Nm

额定电机电流 IM,N

额定电机频率 fM,N

额定电机功率 PM,N

额定电机电压 UM,N

永磁电机 PM 电机

保护性超低压 PELV

印刷电路板 PCB

逆变器额定输出电流 IINV

每分钟转数 RPM

反馈端子 再生

秒 秒

电机同步速度 ns

转矩极限 TLIM

伏特 V

大输出电流 IVLT,MAX

变频器提供的额定输出电流 IVLT,N

表 1.2 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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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定义 

变频器

IVLT, MAX

大输出电流。

IVLT ,N

变频器提供的额定输出电流。

UVLT, MAX

大输出电压。

输入

控制命令

可以通过 LCP 和数字输入来启动和停止所连接的电机。

功能分为两组。

第 1 组中的功能比第 2 组中的功能具有更高优先级。

第 1 组 复位、惯性停车、复位和惯性停车、快速停止、

直流制动、停止和 [OFF]（关闭）键。

第 2 组 启动、脉冲启动、反向、启动反转、点动，和锁

定输出锁定

电机

电机正在运行

在输出轴上生成扭矩，电机上的速度从零 rpm 增至 大

速度。

fJOG

激活点动功能（通过数字端子）时的电机频率。

fM

电机频率。

fMAX

电机 大频率。

fMIN

电机 小频率。

fM,N

电机额定频率（铭牌数据）。

IM

电机电流（实际值）。

IM,N

电机额定电流（铭牌数据）。

nM,N

电机额定速度（铭牌数据）。

ns

电机同步速度

n
秒

= 2 × 参数. 1 − 23 × 60 秒
参数. 1 − 39

nslip

电机滑差。

PM,N

电机额定功率（铭牌数据，单位为 kW 或 HP）。

TM,N

额定转矩（电机）。

UM

瞬时电机电压。

UM,N

电机额定电压（铭牌数据）。

起步转矩

17
5Z

A
07

8.
10

Pull-out

rpm

Torque

图 1.1 起步转矩

ηVLT

变频器效率被定义为输出功率和输入功率的比值。

启动 - 禁用命令

启动命令属于第 1 组的控制命令 – 请参阅该组。

停止命令

请参阅控制命令。

参考值

模拟参考值

传输到模拟输入端 53 或 54 的信号，该值可为电压或电

流。

二进制参考值

传输到串行通讯端口的信号。

预置参考值

定义的预置参考值，该值可在参考值的 -100% 到 +100%

范围内设置。可以通过数字端子选择的 8 个预置参考

值。

脉冲参考值

传输到数字输入（端子 29 或 33）的脉冲频率信号。

RefMAX

确定 100% 满额值（通常是 10 V、20 mA）时的参考值

输入和产生的参考值之间的关系。3-03 大参考值中设

置的 大参考值。

RefMIN

确定 0% 值（通常是 0 V、0 mA、4 mA）时的参考值输

入和产生的参考值之间的关系。3-02 小参考值中设置

的 小参考值。

其他

模拟输入

模拟输入可用于控制变频器的各项功能。

模拟输入有两种类型：

电流输入，0-20 mA 和 4-20 mA

电压输入，0 到 +10 V DC。

简介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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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输出

模拟输出可提供 0-20 mA、4-20 mA 的信号。

电机自动调整 (AMA)

AMA 算法可确定相连电机处于静止状态时的电气参数。

制动电阻器

制动电阻器是一个能够吸收再生制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制动

功率的模块。该再生制动功率会使中间电路电压增高，制

动斩波器可确保将该功率传输到制动电阻器。

CT 特性

恒转矩特性，用于所有应用中（如传送带、容积泵和起重

机）。

数字输入

数字输入可用于控制变频器的各项功能。

数字输出

变频器具有两个可提供 24 V 直流信号（ 大 40 mA）

的稳态输出。

DSP

数字信号处理器。

ETR

电热继电器是基于当前负载及时间的热负载计算元件。其

作用是估计电机温度。

Hiperface®

Hiperface® 是 Stegmann 的注册商标。

正在初始化

如果执行初始化 (14-22 工作模式)，变频器将恢复为默

认设置。

间歇工作周期

间歇工作额定值是指一系列工作周期。每个周期包括一个

加载时段和卸载时段。操作可以是定期工作，也可以是非

定期工作。

LCP

本地控制面板 (LCP) 由一个可对变频器进行控制和编程

的全面型接口组成。控制面板可拆卸，另外也可以借助安

装套件将其安装在距变频器 多 3 米远的地方（例如安

装在前面板上）。

低位 (lsb)

小有效位。

高位 (msb)

大有效位。

MCM

Mille Circular Mil 的缩写，是美国测量电缆横截面积

的单位，1 MCM = 0.5067 mm2。

联机/脱机参数

对联机参数而言，在更改了其数据值后，改动将立即生

效。对脱机参数进行更改后，除非您在 LCP 上输入 [OK]

（确认），否则改动不会生效。

过程 PID

PID 控制可调节输出频率，使之与变化的负载相匹配，从

而维持所需的速度、压力、温度等。

PCD

过程控制数据

电源循环

关闭主电源，直到显示屏 (LCP) 熄灭，然后再次打开电

源。

脉冲输入/增量编码器

一种外接式数字脉冲传感器，用于反馈电机转速信息。这

种编码器用于具有较高速度控制精度要求的应用。

RCD

漏电开关。

设置

您可以将参数设置保存在两个菜单中。可在这两个参数菜

单之间切换，并在保持一个菜单有效时编辑另一个菜单。

SFAVM

称为面向定子通量的异步矢量调制 (SFAVM) 的开关模式

（14-00 开关模式）。

滑差补偿

变频器通过提供频率补偿（根据测量的电机负载）对电机

滑差进行补偿，以保持电机速度的基本恒定。

智能逻辑控制 (SLC)

SLC 是一系列用户定义的操作，当这些操作所关联的用户

定义事件被智能逻辑控制器判断为“真”时，这些操作将

执行。（参数组 13-** 智能逻辑控制 (SLC)）。

STW

状态字

FC 标准总线

包括使用 FC 协议或 MC 协议的 RS-485。请参阅

8-30 协议。

热敏电阻

温控电阻器被安装在需要监测温度的地方（变频器或电

机）。

跳闸

当变频器遭遇过热等故障或为了保护电机、过程或机械装

置时所进入的状态。只有当故障原由消失后，才能重新启

动，跳闸状态可通过激活复位来取消，在有些情况下还可

通过编程自动复位来取消。不可因个人安全而使用跳闸。

锁定性跳闸

当变频器在故障状态下进行自我保护并且需要人工干预时

（例如，如果变频器在输出端发生短路）所进入的状态。

只有通过切断主电源、消除故障原因并重新连接变频器，

才可以取消锁定性跳闸。在通过激活复位或自动复位（通

过编程来实现）取消跳闸状态之前，禁止重新启动。不可

因个人安全而使用跳闸。

VT 特性

可变转矩特性用于泵和鼓风机。

VVCplus

与标准电压/频率比控制相比，电压矢量控制 (VVCplus )

可在速度参考值发生改变或与负载转矩相关时提高动力特

性和稳定性。

60° AVM
称为 60° 异步矢量调制 (AVM) 的开关模式（14-00 开关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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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表示 I1 和 IRMS 之间的关系。

功率 因数 =  
3 x U x I1 cosϕ

3 x U x IRMS
三相控制的功率因数：

=  I1 x cosϕ1
IRMS

 =  
I1

IRMS
 因为 cosϕ1 =  1

功率因数表示变频器对主电源施加负载的程度。

功率因数越小，相同功率性能的 IRMS 就越大。

 IRMS =  I1
2 +  I5

2 + I7
2 +  ..  +  In

2

此外，功率因数越高，表明不同的谐波电流越小。

借助该变频器内置的直流线圈可获得较高的功率因数，从

而可将对主电源施加的负载降低到 低程度。

警告
只要变频器与主电源相连，它就会带有危险电压。如果电

机、变频器或现场总线安装不当，则可能导致死亡、严重

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因此，必须遵守本手册中的规定以

及国家和地方的条例和安全规定。

安全规定

1. 在修理变频器前必须断开变频器的主电源。检查

主电源确已断开，等待一段时间后再拔下电机和

主电源电缆。

2. [Off]（停止）键不能断开主电源电压，因此不能

用作安全开关。

3. 必须对设备进行正确接地，防止使用者接触到电

源，必须对电机采取过载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应

符合国家和地方法规的具体规定。

4. 接地泄漏电流超过 3.5 mA。

5. 在出厂设置的参数中未包括对电机的过载保护。

如果需要使用此功能，请将 1-90 电动机热保护
设成与数据值 [4] ETR 跳闸 1 或数据值 [3]
ETR 警告 1 相对应。

6. 在安装负载共享（直流中间电路的连接）后，变

频器的输入电源不止是 L1、L2 和 L3。在开始

修理工作前，确保所有电源输入端均已断开，并

等待一段时间后再开始修理。

意外启动警告

1. 当变频器与主电源相连时，可采用数字命令、总

线命令、参考值或本地停止功能使电机停止。如

果出于人身安全方面（例如在无意启动之后接触

机器部件造成的人身伤害）的考虑而必须保证不

会发生无意启动现象的话，这些停止功能是不够

的。这些情况下，必须断开主电源。

2. 电机可以在设置参数的同时启动。如果这样意味

着人身安全受到影响（例如由于接触正在移动的

机器部件而造成的人身伤害），则必须通过断开

电机连接来防止电机启动。

3. 连接了主电源的电机在停止之后可能会在这些情

况下启动：变频器的电气设施发生故障时、通过

临时过载，或者在供电电网或电机连接得以修

复。如果由于人身安全方面的原因（例如由于接

触正在移动的机器部件而可能导致伤害的危险）

必须防止无意启动的话，变频器的正常停止功能

是不够的。这些情况下，必须断开主电源。

4. 来自变频器，或者变频器内部的控制信号很少会

错误激活、延迟或完全无法启动。在安全非常重

要的情况下（例如控制起重应用的电磁制动功能

时），不得单独依赖于这些控制信号。

警告
高压
即使设备已断开与主电源的连接，触碰电气部件也可能会

导致生命危险。

另外，还需确保所有其他电源输入都已断开，例如负载共

享（直流中间电路的连接），以及用于借能运行的电机连

接。

安装了变频器的系统必须（如果需要的话）根据有效的安

全规范（例如，有关机械工具的法律、防止出现事故的规

范等）配备附加的监控和保护设备。允许通过操作软件的

方式修改变频器。

注意
机器构建商/集成商应确定各种危险情况并负责考虑采取必

要的预防措施。可以包含附加的监控和防护设备，但务必

符合相关的安全规范（例如，有关机械工具的法律以及事

故预防规范）。

保护模式

一旦电机电流或直流回路电压超过硬件的极限，变频器便

会进入“保护模式”。“保护模式”意味着 PWM 调制策

略的改变和较低的开关频率，而这些都是为了尽量减小损

失。保护模式会在发生故障后持续 10 秒钟，这不仅提高

了变频器的可靠性和耐用性，而且还可以重新建立对电机

的全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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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电气接线 - 控制电缆

13
0B

C4
38

.1
2

3 Phase
power
input

Switch Mode
Power Supply

Motor

Analog Output

Interface

(PNP) = Source
(NPN) = Sink

ON=Terminated
OFF=Open

Brake
resistor

91 (L1)
92 (L2)
93 (L3)

PE

50 (+10 V OUT)

53 (A IN)

54 (A IN)

55 (COM A IN)

0/4-20  mA

12 (+24 V OUT)

31 (D IN)

18 (D IN)

20 (COM D IN)

10 V DC
15 mA 100 mA

+ - + -

(U) 96
(V) 97

(W) 98
(PE) 99

(A OUT) 45

(A OUT) 42

(P RS-485)       68

(N RS-485)      69

(COM RS-485) 61

0V

5V

S801

0/4-20 mA

RS-485RS-485

03 

+10 V DC

0/4-20  mA
0-10 V DC

24 V DC

02

01

05

04

240 V AC, 2 A

24 V (NPN)
 0 V (PNP)

 0 V (PNP)
24 V (NPN)

19 (D IN)

24 V (NPN)
 0 V (PNP)27

24 V

 0 V

(D IN/OUT)

 0 V (PNP)
24 V (NPN)

(D IN/OUT)

 0 V

24 V
29

24 V (NPN)
 0 V (PNP)

 0 V (PNP)
24 V (NPN)

33 (D IN)

32 (D IN)

95

P 5-00

2
1 O

N

(+UDC) 82

(BR) 81

24 V (NPN)
 0 V (PNP)

0-10 V DC

(-UDC) 88

RFI

3)

 0 V

240 V AC, 2 A

Relay 1

1)

Relay 2    2)

4)

06

图 1.2 基本接线示意图

A=模拟，D=数字

1) 内置制动斩波器选择范围：0.37-22 kW

2) 对于 J1-J3，继电器 2 为 2 极；对于 J4-J7，继电器 2 为 3 极。对于具备端子 4,5,6 的 J4-J7 的继电器 2，

常开/常闭逻辑与继电器 1 相同。

3) 30-75 kW 带双直流电抗器

4) 开关 S801（总线端子）可用于端接 RS-485 端口（端子 68 和 69）。

过长的控制电缆和模拟信号可能会由于主电源线的噪声而形成 50/60 Hz 的地线回路（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取决于安

装）。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则可能必须要破坏屏蔽或在屏蔽与机架之间插入一个 100 nF 的电容。

数字和模拟的输入输出必须分别连接到变频器的公共输入端（端子 20 及 55），以避免来自这两个组的接地电流影响其

他组。例如，打开数字输入可能会干扰模拟输入信号。

简介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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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端子的输入极性

12 18 19 27 29 31 32 33 20

+
24

 V
D

C

0 
VD

C

13
0B

D
36

7.
10PNP (Source)

Digital input wiring

图 1.3 PNP（源型）

NPN (Sink)
Digital input wiring

12 18 19 27 29 31 32 33 20

+
24

 V
D

C

0 
VD

C

13
0B

D
36

8.
11

图 1.4 NPN（漏型）

注意
控制电缆必须带有屏蔽/铠装。

有关控制电缆的正确端接方法，请参阅设计指南中的“屏

蔽/铠装控制电缆接地”一节。

13
0B

A
68

1.
10

图 1.5 屏蔽/铠装控制电缆的接地

1.1.4 启动/停止

端子 18 = 5-10 端子 18 数字输入 [8] 启动
端子 27 = 5-12 端子 27 数字输入 [0] 无运行（默认
值为反向惯性）

12 18 19 13
0B

D
36

9.
10

322927 31 33 20

P 
5-

12
 [0

]

P 
5-

10
 [8

]

Start/Stop

+
24

V

Speed

Start/Stop
[18]

图 1.6  启动/停止

简介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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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脉冲启动/停止 

端子 18 = 5-10 端子 18 数字输入自锁启动 [9]

端子 27= 5-12 端子 27 数字输入停止反逻辑，[6]

12 18 19

13
0B

D
37

0.
10

322927 31 33 20

P 
5 

- 1
2 

[6
]

P 
5 

- 1
0[

9]

+
24

V

Speed

Start Stop inverse

Start (18)

Start (27)

图 1.7 脉冲启动/停止

1.1.6 加速/减速 

端子 29/32 = 加速/减速

端子 18 = 5-10 端子 18 数字输入启动 [9]

（默认值）

端子 27 ＝ 5-12 端子 27 数字输入 锁定参考

值 [19]

端子 29 ＝ 5-13 端子 29 数字输入 加速 [21]

端子 32 ＝ 5-14 端子 32 数字输入 减速 [22]

FC

+24 V

D IN

D IN

D IN

COM

D IN

D IN

D IN

D IN 

+10 V
A IN 

A IN 

COM

A OUT

12

18

19

20

27

29

32

33

31

50

53

54

55

42

13
0B

D
06

9.
11

45A OUT

图 1.8 加速/减速

1.1.7 电位计参考值 

来自电位计的电压参考值

参考值来源 1 = [1] 模拟输入 53（默认值）

端子 53，低电压 = 0 伏特

端子 53，高电压 = 10 伏特

端子 53，参考值/反馈值下限 = 0

端子 53，参考值/反馈值上限 = 1500

6-19 Terminal 53 mode =[1] 电压

13
0B

D
38

1.
11

555042 53 54
Speed
P 6-15

1 kΩ

+1
0V

/3
0m

A

Ref. voltage
P 6-11 10V

图 1.9 电位计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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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编程

2.1 编程

2.1.1 如何使用数字式本地控制面板
(NLCP) 编程

FC 360 可采用图形和数字式本地控制面板，也可采用盖

板。本章阐释如何通过 NLCP 编程。

注意
安装 MCT-10 设置软件 后，还可以通过 PC 的 RS-485

通讯端口对变频器进行设置。该软件可以使用订购号

130B1000 进行订购，也可以从下述 Danfoss 网站下载：

www.danfoss.com/BusinessAreas/DrivesSolutions/

softwaredownload.

2.1.2 LCP 21

LCP 21 分为四个功能区。

A. 数字显示。

B. 菜单键

C. 导航键和指示灯 (LED)

D. 操作键和指示灯 (LED)

13
0B

C5
06

.1
0

Setup 1
A

B

C

D

5

12

13 14 15

10

11

10

9

6

7

8

4

1

2

3

Menu

Status Quick
Menu

Main
Menu

Hand
On

O�
Reset

Auto
On

Ba
ck

OKOn

Warn

Alarm

图 2.1 LCP 21 视图

A. 数字显示

LCD 背光显示屏，可显示 1 行数字。所有数据显示在

LCP 上。

1 菜单编号显示有效菜单和编辑菜单。如果有效菜单和编辑

菜单是同一个菜单，则仅显示该菜单编号（出厂设置）。

如果有效菜单和编辑菜单不同，则两个编号都显示（菜单

12）。编号在闪烁的菜单为编辑菜单。

2 参数编号。

3 参数值。

4 屏幕左下侧显示了电动机方向，用一个顺时针或逆时针方

向的小箭头表示。

5 三角形表示 LCP 是位于状态、快捷菜单还是主菜单下。

表 2.1  图 2.1 的图例

13
0B

D
13

5.
10

Setup 12

INDEX

AHP
VkW
srpm
Hz%n2n1 n3

p5 p4
p3 p2 p1

图 2.2 显示信息

B. 菜单键

使用菜单键可以在状态、快捷菜单或主菜单之间切换。

C. 导航键和指示灯 (LED)

6 绿色 LED/启动： 控制部分正在工作。

7 黄色 LED/警告： 表明发生警告。

8 闪烁的红色 LED/报警： 表明发生报警。

9 [Back]（后退）： 返回导航结构的上一步或上一层。

10 箭头 [▲] [▼]： 用于选择参数组、参数和参数值，还可

增/减参数值。也用于更改本地参考值。

11 [OK]（确定）： 用于选择参数和接受对参数设置的更改。

12 [►]: 在参数值内从左到右横向移动，更改单个数字。请参

阅 2.1.3 右键功能的说明。

表 2.2  图 2.1 的图例

如何编程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10 MG06C341 - VLT® 是 Danfoss 的注册商标

22

http://www.danfoss.com/BusinessAreas/DrivesSolutions/softwaredownload
http://www.danfoss.com/BusinessAreas/DrivesSolutions/softwaredownload


D. 操作键和指示灯 (LED)

13 [Hand On]（手动启动）： 启动电动机，并允许通过 LCP

控制变频器。

注意
5-12 Terminal 27 Digital Input 使用惯性停车

反逻辑作为默认设置。这意味着，如果端子 27 无

24V 电压，使用 [Hand On]（手动启动）将无法启

动电动机。

14 [Off/Reset]（停止/复位）： 停止电动机（关）。如果在

报警模式下，报警将被复位。

15 [Auto On]（自动启动）： 可以通过控制端子或串行通讯

来控制变频器。

表 2.3  图 2.1 的图例

2.1.3 右键功能

警告
[Off/Reset]（关闭/复位）键不是安全开

关。它不能将变频器与主电源断开。

按 [►] 可对显示屏上所显示的四个数字分别进行编辑。

按一下 [►]，光标移至第一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开始闪

烁，如图 2.3 所示。按 [▲] [▼] 可更改值。按 [►]
不会更改数值，也不会移动小数位。

13
0B

C4
40

.1
0

Setup 1

Setup 1

Setup 1

Setup 1

Setup 1

图 2.3 右键功能

[►] 还可用来在参数组之间移动： 如果当前在主菜单

中，按右键可移至下一个参数组的第一个参数（如从

0-03 区域性设置 [0] 国际移至 1-00 配置模式 [0] 开
环）。

2.2 快捷菜单

借助快捷菜单，可以轻松访问 常用的参数。

1. 要进入快捷菜单，请按 [MENU]（菜单）键，直

到将屏幕中的光标置于快捷菜单 上。

2. 使 用 [▲] [▼] 选 择 QM1 或  QM2 ， 然 后 按

[OK]（确定）。

3. 按 [▲] [▼] 可浏览快捷菜单中的参数。

4. 按 [OK]（确定）选择参数。

5. 按 [▲] [▼] 可更改参数设置的值。

6. 按 [OK]（确定）接受所做的更改。

7. 要退出，请按两下 [Back]（后退）（如果在 QM

和 QM3 内，需按三下）进入状态菜单，或按一

下 [Menu]（菜单）进入主菜单。

如何编程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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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状态菜单

一旦接通电源，状态菜单便进入活动状态。点按 [Menu]

（菜单）可以在状态菜单、快捷菜单和主菜单之间切换。

[▲] 和 [▼] 可以在每个菜单的选项之间切换。

显示器用位于“状态”上方的小箭头表示状态模式。

图 2.5 表示状态模式

2.4 主菜单

通过主菜单可访问所有参数。

1. 要进入主菜单，请按 [MENU]（菜单）键，直到

屏幕光标位于主菜单上。

2. [▲] [▼]: 浏览参数组。

3. 按 [OK]（确定）选择参数组。

4. [▲] [▼]: 浏览特定参数组中的参数。

5. 按 [OK]（确定）选择参数。

6. [►] 和 [▲] [▼]： 设置/更改参数值。

7. 按 [OK]（确定）接受所设置的值。

8. 要退出，请按两下 [Back]（后退）（按三下可

访问数组参数）进入主菜单，或按一下 [Menu]

（菜单）进入状态 菜单。

请参阅图 2.6，了解更改连续参数、枚举参数和数组参数

的原则：

13
0B

C4
46

.1
0

Setup 1

Setup 1

Setup 1

Setup 1

Setup 1

Setup 1

Setup 1

Setup 1

1

2

3

4

5

6

7

10

11

12

OK

OK

Ba
ck

8

Ba
ck

Setup 1

2 x

+ OK

9

OK

图 2.6 使用主菜单 — 连续参数

1 [OK]（确定）： 显示参数组内的第一个参数。

2 反复按 [▼] 可下移至所需的参数。

3 按 [OK]（确定）开始编辑。

4 [►]: 第一位数字闪烁（可以编辑）。

5 [►]: 第二位数字闪烁（可以编辑）。

6 [►]: 第三位数字闪烁（可以编辑）。

7 [▼]: 减小参数值，小数点会自动更改。

8 [▲]: 增大参数值。

9 [Back]（后退）： 取消更改，返回到 2)

[OK]（确定）： 接受更改，返回到 2)

10 [▲][▼]: 选择参数组内的参数。

11 [Back]（后退）： 删除参数值，并显示参数组。

12 [▲][▼]: 选择组。

表 2.4 更改连续参数值

如何编程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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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参数的访问和编辑方式与其它参数类似，但由于 LCP

21 数字限制（4 个大数字），并且枚举值不得大于 99，

参数值显示在括号内。当枚举值大于 99 时，LCP 21 只

能显示括号的第一部分。

13
0B

C4
47

.1
1

Setup 1

Setup 1

Setup 1

1

2

3

4

5

6OK

OK
Ba

ck

7

OKBa
ck

图 2.7 使用主菜单 — 枚举参数

1 [OK]（确定）： 显示参数组内的第一个参数。

2 按 [OK]（确定）开始编辑。

3 [▲][▼]: 更改参数值（闪烁）。

4 按 [Back]（后退）取消更改；按 [OK]（确定）接受更改

（返回第 2 个屏幕）。

5 [▲][▼]: 选择参数组内的参数。

6 [Back]（后退）： 删除参数值，并显示参数组。

7 [▲][▼]: 选择组。

表 2.5 更改枚举参数值

数组参数说明如下：

13
0B

C4
48

.1
0

1

2

4

5

6

7

8

9

10

OK

Ba
ck

Ba
ck

Ba
ck

5 x

Setup 1

Setup 1

Setup 1

Setup 1

%
INDEX

%
INDEX

%
INDEX

Setup 1

INDEX
%

OK

OK

OK

图 2.8 使用主菜单 — 数组参数

1 [OK]（确定）： 显示参数编号和首次索引的值。

2 [OK]（确定）： 可以选择索引。

3 [▲][▼]: 选择索引。

4 [OK]（确定）： 可以编辑值。

5 [▲][▼]: 更改参数值（闪烁）。

6 [Back]（后退）： 取消更改

[OK]（确定）： 接受更改

7 [Back]（后退）： 取消编辑索引，可以选择新参数。

8 [▲][▼]: 选择参数组内的参数。

9 [Back]（后退）： 删除参数索引值并显示参数组。

10 [▲][▼]: 选择组。

表 2.6 更改数组参数值

如何编程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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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数说明

3.1 参数： 0-** 操作/显示

这些参数与变频器的基本功能、LCP 按键的功能以及 LCP

显示器的配置有关。

3.1.1 0-0* 基本设置

0-03  区域性设置

选项: 功能:

注意
该参数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无法调整。

[0] 国

际

激活 1-20 电动机功率 [kW] ，以便用 [kW] 为单位

设置电机功率，并将 1-23 电动机频率 的默认值设

为 50 Hz。

[1] 美

国

激活 1-20 电动机功率 [kW]，以便用 HP 为单位设

置电机功率，并将 1-23 电动机频率 的默认值设为

60 Hz。

0-04  上电工作状态

选项: 功能:

选择在手动（本地）运行模式下断电后重新将变

频器连接到主电源时的运行模式。

[0] 继续 使用变频器关闭之前的启动/停止设置（通过

[Hand On/Off]（手动启动/停止）键应用）来重

新启动变频器。

[1] 停止并保

存给定值

当主电源恢复供电并且按了 [Hand On]（手动启

动）键后，将使用保存的本地参考值来重新启动

变频器。

[2] 强制停

止,参考

值 = 0

在重新启动变频器时将本地参考值归零。

0-06  电网类型

选项: 功能:

选择供电电压/频率的电网类型。

注意
某些功率不支持一些选项。

采用 IT 电网作为供电主电源

时，变压器输助侧的中性点不接

地。

采用三角形连接作为供电主电源

时，变压器辅助侧为三角形连

接，一相接地。

[10] 380-440V/50Hz/IT-

grid

[11] 380-440V/50Hz/Delta

[12] 380-440V/50Hz

[20] 440-480V/50Hz/IT-

grid

[21] 440-480V/50Hz/Delta

[22] 440-480V/50Hz

[110] 380-440V/60Hz/IT-

grid

[111] 380-440V/60Hz/Delta

[112] 380-440V/60Hz

[120] 440-480V/60Hz/IT-

grid

[121] 440-480V/60Hz/Delta

[122] 440-480V/60Hz

0-07  自动直流制动

选项: 功能:

防止惯性停车时出现过压。

警告
惯性停车时可能导致 PWM。

[0] 关 未激活功能。

[1] 开 启用此功能。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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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0-1* 菜单操作

定义和控制各个参数菜单。

变频器有 2 个参数菜单，可单独对它们进行设置。这不

仅使变频器拥有非常大的灵活性，而且还可以解决高级控

制功能方面的问题，因此往往能省下购买外部控制设备的

成本。例如，可以用这些参数来设置变频器，使其按照两

个菜单中的控制方案来工作。菜单 1 包括一个控制方案

（如负责水平运动的电机 1），菜单 2 包括另一个控制

方案（如负责垂直运动的电机 2）。再比如，OEM 机器构

建商可以用这些参数对其装配的并且用于某一范围内的不

同类型机器的所有变频器进行相同设置，让它们拥有相同

参数。这样一来，在生产/调试期间只需根据变频器安装在

哪种机器上而选择特定的菜单。

有效菜单（即变频器当前使用的菜单）可以在 0-10 有效

设置 中选择，并且可显示在 LCP 中。使用“多重菜

单”，可以在变频器运行或停止时通过数字输入或串行通

讯命令实现菜单之间的切换。如果需要在运行期间更换菜

单，请确保已根据需要对 0-12 此菜单连接到进行设置。

使用 0-11 编辑设置可以编辑任何菜单中的参数，同时继

续变频器在其有效菜单中的操作，这里的有效菜单可以和

编辑中的菜单不同。使用 0-51 菜单复制可以在菜单之间

复制参数设置，这有助于加快调试过程，比如当不同菜单

要求使用类似的参数设置时。

0-10  有效设置

选项: 功能:

选择变频器的工作菜单。使用 0-51 菜单复制可将某

个菜单复制到一个或所有菜单上。为了防止同一参数

在两个不同菜单中的设置发生冲突，请使用 0-12 此

菜单连接到 将这两个菜单关联起来。在切换菜单

前，如果被标有运行期间无法更改的参数具有不同的

值，请将变频器停止。在 4 参数列表的参数列表

中，那些操作期间无法更改的参数被标明为“假”。

[1] 菜单

1

菜单 1 有效。

[2] 菜单

2

菜单 2 有效。

[9] 多重

菜单

用于借助数字输入和串行通讯端口从远程进行菜单选

择。此菜单采用 0-12 此菜单连接到的设置。

0-11  编辑设置

选项: 功能:

选择在运行期间编辑（设置）的菜单， 可以是有

效菜单或非有效菜单。正在编辑的菜单编号在 LCP

中显示为闪烁。

[1] 菜单

1

[1] 菜单 1 到 [2] 菜单 2 在运行期间可以自由

编辑，不论它们是不是有效菜单。

[2] 菜单

2

[9] 有效

菜单

（即，变频器的工作菜单）也可以在运行期间进行

编辑。

0-12  此菜单连接到

选项: 功能:

这种联接确保在操作期间无法更改的参数值可以实现

同步，这样，即可在操作期间从一个菜单切换到另一

个菜单。

如果菜单未联接，则不能在电机运行时切换菜单。因

此，只有在电机惯性停车之后才能切换菜单。

[0] 未

链

接

两个菜单中的参数均不变，无法在电机运行时更改这

些参数。

[20] 链

接

将在运行期间无法更改的参数从一个菜单复制到另一

个菜单，这样在两个菜单中是相同的。

0-16  应用选择

选项: 功能:

[0] 无

[1] 简单过程闭环

[2] 本地/远程

[3] 速度开环

[4] 简单速度闭环

[5] 多段速

0-20  显示行 1.1(小)

选项: 功能:

[0] 无

[37] 显示文字 1

[38] 显示文字 2

[39] 显示文字 3

[748] PCD 前馈

[953] Profibus 警告字

[1501] 运转时间

[1502] 千瓦时计数器

[1600] 控制字

[1601] 参考值 [单位]

[1602] 参考值 %

[1603] 状态字 [二进制]

[1605] 实际转速值 [%]

[1609] 自定义读数

[1610] 功率 [kW]

[1611] 功率 [hp]

[1612] 电动机电压

[1613] 频率

[1614] 电动机电流

[1615] 频率 [%]

[1618] 电动机发热

[1630] 直流回路电压

[1633] 制动能量/2 分钟

[1634] 散热片温度

[1635] 逆变器热保护

[1636] 逆变器额定电流

[1637] 逆变器最大电流

[1638] 条件控制器状态

[1639] 控制卡温度

[1650] 外部参考值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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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显示行 1.1(小)

选项: 功能:

[1652] 反馈 [单位]

[1657] 反馈 [RPM]

[1660] 数字输入

[1661] 53 端切换设置

[1662] 模拟输入端 53

[1663] 54 端切换设置

[1664] 模拟输入端 54

[1665] 模拟输出端 42 [mA]

[1666] 数字输出

[1667] 端子 29 频率

[1668] 端子 33 频率

[1669] 端子 27 脉冲输出

[1670] 端子 29 脉冲输出

[1671] 继电器输出 [二进制]

[1672] 计数器 A

[1673] 计数器 B

[1679] 模拟量输出

[1680] 控制字 1信号

[1682] 总线设定 A信号

[1684] 通讯卡状态字

[1685] FC 口控制字 1

[1686] FC 速度给定 A

[1690] 报警字

[1691] 报警字 2

[1692] 警告字

[1693] 警告字 2

[1694] 扩展状态字

[1695] 扩展状态字 2

[1890] 过程 PID 错误

[1891] 过程 PID 输出

[1892] 过程 PID 箝位输出

[1893] 过程 PID 增益标定输出

[3450] 实际位置

0-21  显示行 1.2(小)

选项: 功能:

[0] 无

[37] 显示文字 1

[38] 显示文字 2

[39] 显示文字 3

[748] PCD 前馈 

[953] Profibus 警告字

[1501] 运转时间

[1502] 千瓦时计数器

[1600] 控制字

[1601] 参考值 [单位]

[1602] 参考值 %

[1603] 状态字 [二进制]

[1605] 实际转速值 [%]

[1609] 自定义读数

[1610] 功率 [kW]

[1611] 功率 [hp]

0-21  显示行 1.2(小)

选项: 功能:

[1612] 电动机电压

[1613] 频率

[1614] 电动机电流

[1615] 频率 [%]

[1618] 电动机发热

[1630] 直流回路电压

[1633] 制动能量/2 分钟

[1634] 散热片温度

[1635] 逆变器热保护

[1636] 逆变器额定电流

[1637] 逆变器最大电流

[1638] 条件控制器状态

[1639] 控制卡温度

[1650] 外部参考值

[1652] 反馈 [单位]

[1657] 反馈 [RPM]

[1660] 数字输入

[1661] 53 端切换设置

[1662] 模拟输入端 53

[1663] 54 端切换设置

[1664] 模拟输入端 54

[1665] 模拟输出端 42 [mA]

[1666] 数字输出

[1667] 端子 29 频率

[1668] 端子 33 频率

[1669] 端子 27 脉冲输出

[1670] 端子 29 脉冲输出

[1671] 继电器输出 [二进制]

[1672] 计数器 A

[1673] 计数器 B

[1679] 模拟量输出 AO45

[1680] 控制字 1信号

[1682] 总线设定 A信号

[1684] 通讯卡状态字

[1685] FC 口控制字 1

[1686] FC 速度给定 A

[1690] 报警字

[1691] 报警字 2

[1692] 警告字

[1693] 警告字 2

[1694] 扩展状态字

[1695] 扩展状态字 2

[1890] 过程 PID 错误

[1891] 过程 PID 输出

[1892] 过程 PID 箝位输出

[1893] 过程 PID 增益标定输出

[3450] 实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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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  显示行 1.3(小)

选项: 功能:

[0] 无

[37] 显示文字 1

[38] 显示文字 2

[39] 显示文字 3

[748] PCD 前馈

[953] Profibus 警告字

[1501] 运转时间

[1502] 千瓦时计数器

[1600] 控制字

[1601] 参考值 [单位]

[1602] 参考值 %

[1603] 状态字 [二进制]

[1605] 实际转速值 [%]

[1609] 自定义读数

[1610] 功率 [kW]

[1611] 功率 [hp]

[1612] 电动机电压

[1613] 频率

[1614] 电动机电流

[1615] 频率 [%]

[1618] 电动机发热

[1630] 直流回路电压

[1633] 制动能量/2 分钟

[1634] 散热片温度

[1635] 逆变器热保护

[1636] 逆变器额定电流

[1637] 逆变器最大电流

[1638] 条件控制器状态

[1639] 控制卡温度

[1650] 外部参考值

[1652] 反馈 [单位]

[1657] 反馈 [RPM]

[1660] 数字输入

[1661] 53 端切换设置

[1662] 模拟输入端 53

[1663] 54 端切换设置

[1664] 模拟输入端 54

[1665] 模拟输出端 42 [mA]

[1666] 数字输出

[1667] 端子 29 频率

[1668] 端子 33 频率

[1669] 端子 27 脉冲输出

[1670] 端子 29 脉冲输出

[1671] 继电器输出 [二进制]

[1672] 计数器 A

[1673] 计数器 B

[1679] 模拟量输出 AO45

[1680] 控制字 1信号

[1682] 总线设定 A信号

[1684] 通讯卡状态字

[1685] FC 口控制字 1

[1686] FC 速度给定 A

0-22  显示行 1.3(小)

选项: 功能:

[1690] 报警字

[1691] 报警字 2

[1692] 警告字

[1693] 警告字 2

[1694] 扩展状态字

[1695] 扩展状态字 2

[1890] 过程 PID 错误

[1891] 过程 PID 输出

[1892] 过程 PID 箝位输出

[1893] 过程 PID 增益标定输出

[3450] 实际位置

0-23  显示行 2(大)

选项: 功能:

[0] 无

[37] 显示文字 1

[38] 显示文字 2

[39] 显示文字 3

[748] PCD 前馈

[953] Profibus 警告字

[1501] 运转时间

[1502] 千瓦时计数器

[1600] 控制字

[1601] 参考值 [单位]

[1602] 参考值 %

[1603] 状态字 [二进制]

[1605] 实际转速值 [%]

[1609] 自定义读数

[1610] 功率 [kW]

[1611] 功率 [hp]

[1612] 电动机电压

[1613] 频率

[1614] 电动机电流

[1615] 频率 [%]

[1618] 电动机发热

[1630] 直流回路电压

[1633] 制动能量/2 分钟

[1634] 散热片温度

[1635] 逆变器热保护

[1636] 逆变器额定电流

[1637] 逆变器最大电流

[1638] 条件控制器状态

[1639] 控制卡温度

[1650] 外部参考值

[1652] 反馈 [单位]

[1657] 反馈 [RPM]

[1660] 数字输入

[1661] 53 端切换设置

[1662] 模拟输入端 53

[1663] 54 端切换设置

[1664] 模拟输入端 54

[1665] 模拟输出端 42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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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  显示行 2(大)

选项: 功能:

[1666] 数字输出

[1667] 端子 29 频率

[1668] 端子 33 频率

[1669] 端子 27 脉冲输出

[1670] 端子 29 脉冲输出

[1671] 继电器输出 [二进制]

[1672] 计数器 A

[1673] 计数器 B

[1679] 模拟量输出 AO45

[1680] 控制字 1信号

[1682] 总线设定 A 信号

[1684] 通讯卡状态字

[1685] FC 口控制字 1

[1686] FC 速度给定 A

[1690] 报警字

[1691] 报警字 2

[1692] 警告字

[1693] 警告字 2

[1694] 扩展状态字

[1695] 扩展状态字 2

[1890] 过程 PID 错误

[1891] 过程 PID 输出

[1892] 过程 PID 箝位输出

[1893] 过程 PID 增益标定输出

[3450] 实际位置

0-24  显示行 3(大)

选项: 功能:

[0] 无

[37] 显示文字 1

[38] 显示文字 2

[39] 显示文字 3

[748] PCD 前馈

[953] Profibus 警告字

[1501] 运转时间

[1502] 千瓦时计数器

[1600] 控制字

[1601] 参考值 [单位]

[1602] 参考值 %

[1603] 状态字 [二进制]

[1605] 实际转速值 [%]

[1609] 自定义读数

[1610] 功率 [kW]

[1611] 功率 [hp]

[1612] 电动机电压

[1613] 频率

[1614] 电动机电流

[1615] 频率 [%]

[1618] 电动机发热

[1630] 直流回路电压

[1633] 制动能量/2 分钟

[1634] 散热片温度

0-24  显示行 3(大)

选项: 功能:

[1635] 逆变器热保护

[1636] 逆变器额定电流

[1637] 逆变器最大电流

[1638] 条件控制器状态

[1639] 控制卡温度

[1650] 外部参考值

[1652] 反馈 [单位]

[1657] 反馈 [RPM]

[1660] 数字输入

[1661] 53 端切换设置

[1662] 模拟输入端 53

[1663] 54 端切换设置

[1664] 模拟输入端 54

[1665] 模拟输出端 42 [mA]

[1666] 数字输出

[1667] 端子 29 频率

[1668] 端子 33 频率

[1669] 端子 27 脉冲输出

[1670] 端子 29 脉冲输出

[1671] 继电器输出 [二进制]

[1672] 计数器 A

[1673] 计数器 B

[1679] 模拟量输出 AO45

[1680] 控制字 1信号

[1682] 总线设定 A信号

[1684] 通讯卡状态字

[1685] FC 口控制字 1

[1686] FC 速度给定 A

[1690] 报警字

[1691] 报警字 2

[1692] 警告字

[1693] 警告字 2

[1694] 扩展状态字

[1695] 扩展状态字 2

[1890] 过程 PID 错误

[1891] 过程 PID 输出

[1892] 过程 PID 箝位输出

[1893] 过程 PID 增益标定输出

[3450] 实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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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0-3* LCP 自定义读数

可以出于不同要求而对显示元素进行自定义： *自定义读

数。与速度成比例的值（线性、平方或立方，具体要取决

于在 0-30 自定义读数单位 中选择的单位）*显示文字。

存储在某个参数中的文本字符串。

自定义读数

显示的计算值基于 0-30 自定义读数单位、0-31 自定义读
数 小值（仅线性）、0-32 自定义读数 大值、4-14 电
动机速度上限 [Hz]中的设置以及实际速度。

13
0B

D
38

0.
10

0

Custom Readout (Value)
P 16-09
Custom Readout
Unit P 0-30
Max value
P 0-32

Min value

P 0-31

Motor Speed

Motor Speed
High limit
P 4-14 (Hz)

Linear U
nit (e

.g. Speed and flow)

Quadratic
 Unit (

Pressu
re)

Cubic U
nit (

Power)

Liniar
units only

图 3.1 自定义读数

与速度的关系取决于在 0-30 自定义读数单位 中选择的

单位类型：

单位类型 与速度的关系

无量纲

线性

速度

体积流量

质量流量

速度

长度

温度

压力 平方

功率 立方

表 3.1 单位类型与速度的关系

0-30  用户定义读数的单位

选项: 功能:

设置在 LCP 中显示的值。这些值与速度成线

性、平方或立方关系。这里的关系取决于所选的

单位，请参阅表 3.1。计算出的实际值可以被

16-09 自定义读数读入。

[0] None

[1] %

[5] PPM

[10] 1/min

[11] RPM

[12] Pulse/s

[20] l/s

[21] l/min

[22] l/h

[23] m³/s
[24] m³/min
[25] m³/h
[30] kg/s

[31] kg/min

[32] kg/h

[33] t/min

[34] t/h

[40] m/s

[41] m/min

[45] m

[60] °C

[70] mbar

[71] bar

[72] Pa

[73] kPa

[74] m WG

[80] kW

[120] GPM

[121] gal/s

[122] gal/min

[123] gal/h

[124] CFM

[127] ft³/h
[140] ft/s

[141] ft/min

[160] °F

[170] psi

[171] lb/in2

[172] in WG

[173] ft WG

[180] HP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20 MG06C341 - VLT® 是 Danfoss 的注册商标

33



0-31  自定义读数 小值

范围: 功能:

0 CustomRea‐

doutUnit*

  [ 0 -

999999.99

CustomRea‐

doutUnit]

通过该参数可选择自定义读

数的 小值（发生在零速

时）。仅当在 0-30 用户定

义读数的单位 中选择了线

性单位时，才能选择一个非

0 值。对于平方和立方单

位， 小值为 0。

0-32  自定义读数 大值

范围: 功能:

100 CustomRea‐

doutUnit*

  [ 0.0 -

999999.99

CustomRea‐

doutUnit]

该参数用于设置当电机速

度达到 4-14 电动机速

度上限 [Hz] 所设的值

时，应显示的 大值。

3.1.4 0-4* LCP 键盘

启用、禁用 LCP 上的各个键以及设置保护密码。

0-40  LCP 的手动启动键

选项: 功能:

[0] 禁用 请避免变频器在手动模式下意外启动。

[1] 启用 [Hand On]（手动启动）被启用。

0-42  LCP 的自动启动键

选项: 功能:

[0] 禁用 避免从 LCP 意外启动变频器。

[1] 启用 [Hand On]（手动启动） 被启用。

0-44  LCP 的 [Off/Reset](停止/复位)键

选项: 功能:

[0] 禁用

[1] 启用

[7] 复位

3.1.5 0-5* 复制/保存

在菜单和 LCP 之间复制参数设置。

0-50  LCP 复制

选项: 功能:

[0] 不复制 不操作

[1] 所有参数

到 LCP

将所有菜单中的所有参数从变频器的寄存器复

制到 LCP 的寄存器。为便于维护，建议您在调

试之后将所有参数都复制到 LCP 中。

[2] 从 LCP 传

所有参数

将所有菜单中的所有参数从 LCP 的寄存器复制

到变频器的寄存器。

[3] 传电机无

关参数

仅复制与电机规格无关的参数。若要在不影响

已设置的电机数据的情况下为多台变频器设置

相同功能，可以使用 后一个选项。

0-51  菜单复制

选项: 功能:

[0] 不复制 不操作

[1] 从菜单 1复制 从菜单 1 复制到菜单 2。

[2] 从菜单 2复制 从菜单 2 复制到菜单 1。

[9] 从出厂菜单复制 将出厂设置复制到在 0-11 编辑设置中所

选的编程菜单中。

3.1.6 0-6* 密码 

0-60  扩展菜单密码

范围: 功能:

0 *   [0 -

999 ]

定义通过 [Main Menu]（主菜单）键访问主菜

单时的密码。设为 0 值可禁用密码功能。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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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数： 1-** 负载和电机

3.2.1 1-0* 一般设置

1-00  配置模式

选项: 功能:

选择当远程参考值激活时（即，通过模

拟输入或现场总线）要使用的应用控制

原则。

[0] 开环 启用速度控制（不使用来自电机的反馈

信号），通过自动滑差补偿在变化的负

载情况下保持基本恒速。补偿功能被启

用，但您可以在参数组 1-0* 负载和电

机中禁用它。速度控制参数在参数组

7-0* 速度 PID 控制中设置。

[1] 闭环速度 启用带反馈的闭环速度控制。为提高速

度精度，请提供反馈信号，并设置速度

PID 控制。速度控制参数在参数组

7-0* 速度 PID 控制中设置。

[3] 过程 启用使用变频器中的过程控制。过程控

制参数在参数组 7-2* 过程控制 反馈

和 7-3* 过程 PID 控制中设置。

[4] 转矩控制开环

[6] 表面卷绕机

[7] 扩展 PID 速度

开环

[9] 中心卷绕

[10] 定位

[11] 同步

1-01  

选项: 功能:

[0] U/f 用于并联电机和/或特殊电机。U/f 设置需在

1-55 V/f 特性 - U 和 1-56 V/f 特性 - F 中

进行设置。

注意
运行 U/f 控制时，不包括

滑差补偿和负载补偿。

[1] * VVC+ 正常运行模式，包括滑差补偿和负载补偿。

注意
如果 1-10 = [1] PM，则

仅可以使用 VVC+ 选项。

1-03  转矩特性

选项: 功能:

选择所需的转矩特性。VT 和 AEO 都属

于节能运行方式。

[0] 恒转矩

[1] 可变转矩

[2] 自动能量优化 CT

1-06  顺时针方向

选项: 功能:

注意
该参数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无法更改。

该参数定义了“顺时针”一词对于 LCP 方向键

的含义。借此可在不交换电机接线的情况下轻松

改变轴的旋转方向。

[0]

*

正常 当变频器按下述方式与电机连接时，电机轴将沿

顺时针方向旋转：U -> U， V -> V，W -> W

至电机。

[1] 反向 当变频器按下述方式与电机连接时，电机轴将沿

逆时针方向旋转：U -> U， V -> V，W -> W

至电机。

3.2.2 1-10 - 1-13 电机选择

注意
电机运行过程中，无法调整此参数组。

根据 1-10 电动机结构 中的设置，以下参数可能被激活

(x)

1-10 电机结构
[0]

异步

[1] PM 电机，

非突出

1-00 配置模式 x x

1-03 转矩特性 x  

1-06 顺时针方向 x x

1-14 衰减增益  x

1-15 高通滤波器低速衰减时间  x

1-16 高通滤波器高速衰减时间  x

1-17 设备电压滤波时间  x

1-20 电机功率 [KW] x  

1-21 电机功率 [HP] x  

1-22 电机电压 x  

1-23 电机频率 x  

1-24 电机电流 x x

1-25 电机额定速度 x x

1-26 电机额定转矩  x

1-29 AMA x  

1-30 RS x x

1-35 Xh x  

1-37 Ld  x

1-39 电机极数 x x

1-40 反电动势  x

1-50 零速时的电机磁化 x  

1-52 正常磁化的最小速度 [Hz] x  

1-60 低速负载补偿 x  

1-61 高速负载补偿 x  

1-62 滑差补偿 x  

1-63 滑差补偿时间 x  

1-64 共振衰减 x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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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电机结构
[0]

异步

[1] PM 电机，

非突出

1-65 共振衰减时间 x  

1-66 低速最小电流  x

1-71 启动延迟 x x

1-72 启动功能 x x

1-73 飞车启动 x x

1-77 压缩机最大启动速度 [rpm] x  

1-78 压缩机最大启动速度 [Hz] x  

1-79 压缩机启动到跳闸的最长时间 x  

1-80 停止功能 x x

1-81 停止功能最低速 [rpm] x x

1-82 停止功能最低速 [Hz] x x

1-86 跳闸速度下限 [rpm] x x

1-87 跳闸速度下限 [Hz] x x

1-90 电机热保护 x x

1-93 热敏电阻源 x x

2-00 直流夹持电流 x  

2-01 直流制动电流 x x

2-02 直流制动时间 x  

2-04 直流制动切入速度 [Hz] x  

2-06 停车电流  x

2-07 停车时间  x

2-10 制动功能 x x

2-11 制动电阻器 x x

2-12 制动功率极限 x x

2-16 交流制动最大电流 x  

2-17 过压控制 x  

4-10 电机速度方向 x x

4-12 电机速度下限 [Hz] x x

4-14 电机速度上限 [Hz] x x

4-16 电动时转矩极限 x x

4-17 发电时转矩极限 x x

4-18 电流极限 x x

4-19 最大输出频率 x x

4-58 电机缺相 x  

14-40 VT 级别 x  

14-41 AEO 最小磁化 x  

表 3.2

1-10  电机结构

选择电机结构类型。其他参数会在更改电机类型选择时才被更改

选项: 功能:

[0] * 异步 用于异步电机。

[1] 永磁同步，
非突出

用于平面装有磁铁（不突出）的永磁

(PM) 电机。请参考组 1-14 中的参数以

优化电机操作

注意
电机结构可以是异步的或永磁 (PM) 电机。

1-14  衰减增益

范围: 功能:

120

%*

 

[ 0

-

250

%]

衰减增益将使 PM 设备保持稳定，以便 PM 设备

能平稳工作。衰减增益值将控制 PM 设备的动态

性能。高衰减增益值将导致高动态性能，而低衰

减增益值将导致低动态性能。动态性能与设备数

据和负载类型有关。如果衰减增益过高或过低，

将导致控制过程变得不稳定。

1-15  低速滤波时间常量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01 -

20 s]

此时间常量用于当速度低于额定水平

的 10% 时。通过较小的衰减时间常

量可以实现快速控制。但是，如果该

时间过短，控制过程可能变得不稳

定。

1-16  高速滤波时间常量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01 -

20 s]

此时间常量用于当速度高于额定水平

的 10% 时。通过较小的衰减时间常

量可以实现快速控制。但是，如果该

时间过短，控制过程可能变得不稳

定。

1-17  电压滤波时间常量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01 -

1 s]

在计算供电电压时，减小高频脉动和

系统谐振的影响。如果没有此滤波

器，电流中的波动成分可能扭曲计算

得到的电压，并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3.2.3 1-2* 电机数据

此参数组包含来自相连电机铭牌的输入数据。

注意
更改这些参数的值会影响其他参数的设置。

1-20  电动机功率 [kW]

选项: 功能:

[2] 0.12 kW - 0.16 hp

[3] 0.18 kW - 0.25 hp

[4] 0.25 kW - 0.33 hp

[5] 0.37 kW - 0.5 hp

[6] 0.55 kW - 0.75 hp

[7] 0.75 kW - 1 hp

[8] 1.1 kW - 1 hp

[9] 1.5 kW - 2 hp

[10] 2.2 kW - 3 hp

[11] 3 kW - 4 hp

[12] 3.7 kW - 5 hp

[13] 4 kW - 5.4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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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电动机功率 [kW]

选项: 功能:

[14] 5.5 kW - 7.5 hp

[15] 7.5 kW - 10 hp

[16] 11 kW - 15 hp

[17] 15 kW - 20 hp

[18] 18.5 kW - 25 hp

[19] 22 kW - 30 hp

[20] 30 kW - 40 hp

[21] 37 kW - 50 hp

[22] 45 kW - 60 hp

[23] 55 kW - 75 hp

[24] 75 kW - 100 hp

[25] 90 kW - 120 hp

[26] 110 kW - 150 hp

1-22  电机电压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50.0

- 1000.0

V]

根据电机铭牌数据输入电机额定电

压。其默认值对应于设备的标称额

定输出。

1-23  电动机频率

范围: 功能:

注意
该参数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无法更改。

Size

related*

 

[ 20

- 500

Hz]

从电机的铭牌选择电机的频率值。对于以

87 Hz 运行的 230/440 V 电机，请根据

230 V/50 Hz 时的情况来设置铭牌数据。

根据 87 Hz 应用来调整 4-14 电动机速

度上限 [Hz] 和 3-03 最大参考值。

1-24  电机电流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01

- 26.0 A]

根据电机的铭牌数据输入电机额定电

流值。这个数据用于计算电机转矩、

电机热保护等等。

1-25  电机额定速度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100 -

60000

RPM]

根据电机的铭牌数据输入电机额定

转速值。这个数据用于计算自动电

机补偿。

1-26  电动机持续额定转矩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1

-

10000

Nm]

根据电机铭牌数据输入值。默认值对应

于额定输出。该参数在 1-10 Motor

Construction 设为 [1] PM，非突出

SPM 时可用，即该参数仅适用于 PM

和非突出 SPM 电机。

1-29  自动电机优化 (AMA)

选项: 功能:

注意
该参数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无法调整。

AMA 功能通过在电机静止时自动优化高级电

机参数（1-30 Stator Resistance (Rs)到 

1-35 Main Reactance (Xh)）来优化电机的

动态性能。

[0]

*

Off 无功能

[1] Enable

Complete

AMA

对定子电阻 RS、定子漏抗 X1 和主电抗 Xh

执行 AMA。

注意
端子 27 数字输入 ()5-12 Terminal

27 Digital Input 的默认设置是惯性

停车反逻辑。这意味着，如果端子 27

无 24 V 电压，则无法执行 AMA。

[2] Enable

Reduced

AMA

仅对系统的定子电阻 Rs 执行精简 AMA。如

果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使用了 LC 滤波器，

请选择此选项。

注意
当 1-10 电动机结构设置为 [1] PM，非突出

SPM，只能选择 [2] 启用精简 AMA。

选择 [1] 或 [2] 后按下 [Hand On]（手动启动）即可

激活 AMA 功能。在经过一段正常运行后，显示器会显

示： “按 [OK]（确定）完成 AMA”。按下 [OK]（确

定）后，即可开始运行变频器。

注意

• 为实现对变频器的最佳识别，请在冷态电机上运

行 AMA

• 当电机正在运行时无法执行 AMA

• 如果电机的额定功率高于变频器的额定功率（例

如，将 5.5 kW 电机连接到 4 kW 变频器），

则无法执行 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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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执行 AMA 期间要避免生成外加转矩。

注意
如果更改了参数组 1-2* 电机数据中的某一项设置，高级

电机参数 1-30 Stator Resistance (Rs) 至 

1-39 Motor Poles，将恢复为默认设置。

注意
完整 AMA 应在没有滤波器的情况下执行，而

精简 AMA 应在有滤波器的情况下执行。

1-30  定子阻抗 (Rs)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0

- 99.99

Ohm]

设置定子阻抗值。请使用来自电机数

据表的值，或在冷态电机上执行

AMA。该参数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无法调

整。

1-33 (X1)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0 - 999.9

Ohm]

设置电机的定子漏抗。

1-35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0

-

999.9

Ohm]

可通过以下任一方式设置电机的主电抗：

1. 在冷态电机上运行 AMA。由变频

器从电机测量该值。

2. 手动输入 Xh 值。从电机供应商

处获得该数值。

3. 使用 Xh 默认设置。由变频器根

据电机铭牌数据来确定该设置。

1-37  d 轴电感 (Ld)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 - 1000 ]

1-39  电机极数

范围: 功能:

4*   [2 -

100 ]

输入电机极数。

电机极数值始终为偶数，因为它指的是总极数，

而不是成对的极数。

该参数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无法调整。

1-40  1000 RPM 时的后 EMF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0

-

9000

V]

为以 1000 RPM 的速度运行的电机设置额定

后 EMF。

反电动势是在未连接变频器并且用外力使机

轴旋转时 PM 电机所生成的电压。反电动势

通常是电机运行在额定转速或在 1000RPM 时

测得的线电压。如果无法在 1000 RPM 的电

机速度下获得此值，则可以用下述方式计算

正确的值。如果反电动势在 1800 RPM 下为

320 V，则可以 用下述方式计算 1000 RPM

下的反电动势：

示例

1800 RPM 时的反电动势 320 V。反电动势

= （电压/RPM）*1000 = (320/1800)*1000

= 178。

该参数仅在 1-10 电动机结构 设为 [1]

PM 电机（永磁电机）时才能被激活。

仅限 。

注意
对于 PM 电机，建议使用制动电阻器。

1-42  电机电缆长度

范围: 功能:

50 m*   [0 - 100 m]

1-43  电机电缆长度英寸

范围: 功能:

164 ft*   [0 - 328 ft]

1-50  零速时电机磁化

范围: 功能:

100

%*

  [ 0

-

300.0

%]

同 1-52 Min Speed Normal Magnetising [Hz]

一起使用该参数，可以在电机低速运行时获得不

同的热负载。

输入额定磁化电流的百分比值。设置过低可能导

致电机主轴上的转矩减小。

Magn. current

13
0B

B7
80

.1
0

Hz

Par.1-50
 90%

Par.1-52

图 3.2

1-52  正常磁化的最小速度 [Hz]

范围: 功能:

1 Hz*   [ 0.1

- 10.0

Hz]

设置正常磁化电流所需的频率。请将该参数

与 1-50 Motor Magnetisation at Zero

Speed 一起使用，另请参见图 3.2。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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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V/f 特性 - U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0

- 500

V]

输入每个频率点上的电压，以手动形成

适合电机的 U/f 特性。频率点在 

1-56 U/f 特性 - F 中定义。

1-56  U/f 特性 - F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

-

400.0

Hz]

输入频率点，以手动形成适合电机的 U/f

特性。每点电压在 1-55 V/f 特性 - U 中定

义。

根据 6 个可定义的电压和频率设置 U/f 特

性，请参阅图 3.3。

Motor Voltage
Par 1-55 [x] 

Output Frequency
Par 1-56 [x]

1-55[5]

1-55[4]

1-55[3]

1-55[2]

1-55[1]
1-55[0]

1-56
[0]

1-56
[1]

1-56
[2]

1-56
[3]

1-56
[4]

1-56
[5]

13
0B

A
16

6.
10

图 3.3 U/f 特性示例

1-60  低速负载补偿

范围: 功能:

100 %*   [0

- 300

%]

输入用百分比表示的低速电压补偿值。该参数

用于优化低速负载性能。该参数仅在 

1-10 Motor Construction = [0] 异步时有

效。

1-61  高速负载补偿

范围: 功能:

100 %*   [0

- 300

%]

输入用百分比表示的高速负载电压补偿值。该

参数用于优化高速负载性能。该参数仅在 

1-10 Motor Construction = [0] 异步时有效

1-62  滑差补偿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400

- 399.0

%]

输入滑差补偿的百分比值，以补偿

值 nM,N 的误差。根据电机额定速度

nM,N 可自动计算滑差补偿。

1-63  滑差补偿时间常数

范围: 功能:

0.1 s*   [ 0.05

- 5.00

s]

输入滑差补偿的反应速度。值较大，反应将

较慢；值较小，反应将较快。如果遇到低频

共振问题，请将该时间设置得长一些。

1-64  共振衰减

范围: 功能:

100 %*   [0

- 500

%]

输入共振衰减值。设置 1-64 共振衰减 和 

1-65 共振衰减时间 将有助于避免高频共振问

题。要减少谐振，请提高 1-64 共振衰减 的

值。

1-65  共振衰减时间

范围: 功能:

0.005 s*   [ 0.001

- 0.05 s]

设置 1-64 共振衰减和 1-65 共振衰减

时间将有助于避免高频共振问题。请输

入能实现最佳衰减效果的时间常量。

1-66  低速最小电流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1

-

200

%]

输入低速下的最小电机电流，请参阅

1-53 模型切换频率。增加此电流有助于提高

低速下的电机转矩。

仅在 1-66 低速最小电流 = [0] 开环速度

时，才能启用 1-00 配置模式。如果电机速

度低于 10 Hz，变频器将在恒定电流下运

行。

4-16 电动时转矩极限和/或 4-17 发电时转

矩极限会自动调整 1-66 低速最小电流。该

参数将使用最高的值调整 1-66 低速最小电

流。1-66 低速最小电流中的电流设置包括转

矩生成电流和励磁电流。

示例： 将 4-16 电动时转矩极限 设为

100%，并将 4-17 发电时转矩极限设为

60%。1-66 低速最小电流将自动调整为

127% 左右，具体取决于电机规格。

仅限 。

1-71  启动延迟

范围: 功能:

0 s*   [0

- 10

s]

通过此参数，可以将启动时间延迟。变频器首先执

行在 1-72 Start Function 中选择的启动功能。

设置开始加速之前的启动延迟时间。

1-72  启动功能

选项: 功能:

选择启动延迟期间的启动功能。该参数

与 1-71 Start Delay 关联在一起。

[0] 直流夹持/延迟时间

[2] 惯性停车/延迟

[3] 顺时针启动速度

[4] 水平运行

[5] VVC+/顺时针矢量 启动速度将自动计算。此功能仅在启动

延迟时间内使用启动速度。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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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飞车启动

选项: 功能:

注意
该参数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无法更改。

注意
为了达到 佳飞车启动性能，高级电机

数据 1-30 定子阻抗 (Rs) 至
1-35 主电抗 (Xh) 必须正确。

“捕获”因主电源断开而自由旋转的电机。

[0] 禁用 无功能

[1] 启用 使变频器能够“捕获”和控制旋转中的电

机。如果启用了 1-73 飞车启动，

1-71 Start Delay 和 1-72 启动功能 将

不起作用。

[2] 总是启用

[3] Enabled

Ref. Dir.

[4] Enab.

Always Ref.

Dir.

1-75  启动速度 [Hz]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

- 10

Hz]

该参数可用于起重应用（锥形转子）。设置

电机启动速度。输出速度将在启动信号之后

跳跃至设定值。将 1-72 启动功能中的启动

功能设为 [3] 顺时针启动速度，[4] 水平

运行或 [5] VVCplus 顺时针，并 

1-71 Start Delay 设置一个启动延迟时

间。

1-76  启动电流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

-

10000

A]

某些电机（如锥形转子电机）需要额外的

电流/启动速度来释放转子。要获得这种增

强效果，请在此参数中设置所需的电流。

1-72 启动功能设为 [3] 顺时针启动速度

或 [4] 水平运行，并 1-71 Start

Delay 设置一个启动延迟时间。

1-78  压缩机 大启动速度 [Hz]

范围: 功能:

0 Hz*  

[ 0

-

650

Hz]

该参数启用高启动转矩。这项功能在电机启动期间

忽略电流极限和转矩极限。从给出启动信号到速度

超过在此参数中设置速度的时间变成一个“启动区

间”，在此期间，电流极限和电机转矩极限将被设

为变频器/电机组合所允许的 大值。无电流极限

和转矩极限保护的时间不得超过 1-79 压缩机启动

到跳闸的 长时间设定值。否则，变频器将跳闸，

并给出报警 18，启动失败。

1-79  压缩机启动到跳闸的 长时间

范围: 功能:

5 s*  

[0

-

10

s]

从给出启动信号到速度超过 1-78 压缩机 大启动

速度 [Hz] 所设速度的时间不得超过在本参数中设

置的时间。否则，变频器将跳闸，并给出报警 18，

启动失败。在 1-71 Start Delay 中设置的任何用

于启动功能的时间都必须符合这个时限。

1-80  停止功能

选项: 功能:

选择当启动了停止命令后，或者当速度下降到 

1-82 Min Speed for Function at Stop [Hz]的设

置以下时变频器的功能。

可用选项取决于 1-10 电动机结构。

[0] 异步

[0] 惯性停车

[1] 直流夹持

[2] 电机检查警告

[6] 电机检查报警

PM，非突出

[0] 惯性停车

[0] 惯性

停车

电机保持自由运动模式。

[1] 直流

夹

持/

电动

机预

热

通过直流夹持电流为电机供电（请参阅 2-00 直流

夹持电流）。

[3] 预励

磁

在电机尚处于停止状态时便形成一个磁场。这样，电

机即可在发出命令时快速产生转矩（仅适用异步电

机）。此类预磁化功能对第一启动命令不起什么作

用。如果要在发出第一个启动命令时对电机进行预励

磁，可采用以下两种解决办法.

1. 在启动变频器时采用 0 RPM 参考值并等待

2 至 4 个转子时间常数（参见以下信

息），然后再增大速度参考值。

2. 将 1-71 Start Delay 设为所需的预励磁时

间（2 至 4 个转子时间常数）。

3. 将 1-72 启动功能设为 [0] 直流夹持或

[1] 直流制动。

4. 设置直流夹持或直流制动的电流（2-00 直

流夹持电流或 2-01 直流制动电流），使

其等于预励磁电流，即 Ipre-mag = Unom/

(1.73 x Xh)

转子时间常数示例 =

(Xh+X2)/(6.3*额定频率*Rr)

1 kW = 0.2 s

10 kW = 0.5 s

100 kW = 1.7 s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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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停止功能最小速度 [Hz]

范围: 功能:

0 Hz*   [0 - 20

Hz]

设置激活 1-80 Function at Stop 的输

出频率。

1-90  电动机热保护

选项: 功能:

[0] 无保护 如果电机持续过载时不需要变频器发出警告或跳

闸。

[1] 热敏电

阻警告

当电机中连接的热敏电阻或 KTY 传感器因电机温

度过高而作出反应时激活警告。

[2] 热敏电

阻跳闸

当电机中连接的热敏电阻或 KTY 传感器因电机温

度过高而作出反应时，停止（跳闸）变频器。

热敏电阻在阻值大于 3 kΩ 时自动断开。

在电机内部放置一个热敏电阻（PTC 传感器）可以

实现绕组保护。

[3] ETR 警

告 1

当菜单 1 活动时，计算负载，并在电机过载时在

屏幕上激活一条警告。可以通过某个数字输出来设

置警告信号。

[4] ETR 跳

闸 1

当菜单 1 活动时，计算负载，并在电机过载时停

止变频器（使其跳闸）。可以通过某个数字输出来

设置警告信号。一旦发生警告或变频器跳闸（热警

告），就会产生相应信号。

1-93  热敏电阻源

选项: 功能:

注意
该参数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无法更改。

注意
应在 5-00 数字 I/O 模式中将数字输

入设为 [0] PNP - 在 24V 时激活。

选择与热敏电阻（PTC 传感器）连接的输

入。如果已将某个模拟输入用作参考源

（在 3-15 参考值来源 1、3-16 参考值

来源 2 或 3-17 参考值来源 3 中选

择），则不能选择模拟输入选项 [1] 或

[2]。

[0] 无

[1] 模拟输入端 53

[2] 模拟输入端 54

[3] 数字输入 18

[4] 数字输入 19

[5] 数字输入 32

[6] 数字输入 33

[7] 数字输入 31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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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数： 2-** 制动

2-00  直流夹持电流

范围: 功能:

50 %*   [0

-

160

%]

请用相对于电机额定电流 IM,N 1-24 电动机电流

的百分比形式来设置夹持电流。该参数可保持电机

功能（保持转矩）或预热电机。如果在 1-72 启

动功能中选择了 [0] 直流夹持或在 1-80 停止功

能中选择了 [1] 直流夹持/预热，则该参数有

效。

注意
最大值取决于额定电机电流。避免 100%

的电流持续太久。否则可能损坏电机。

2-01  直流制动电流

范围: 功能:

50

%*

  [0

-

150

%]

以相对于电机额定电流 (1-24 Motor Current)

的百分比方式设置电流。当速度低于 2-04 DC

Brake Cut In Speed 中设置的极限时，将在发出

停止命令时施加直流制动电流； 激活了直流制动

反逻辑功能时； 或通过串行端口发出停止命令

时。请参阅 2-02 DC Braking Time 了解持续时

间。

注意
最大值由电机额定电流决定。避免 100%

的电流持续太久。否则可能损坏电机。

2-02  直流制动时间

范围: 功能:

10 s*   [0 -

60 s]

设置直流制动电流（在 2-01 DC Brake

Current 中设置）激活后的持续时间。

2-04  直流制动切入速度

范围: 功能:

0 Hz*   [ 0

- 400

Hz]

用该参数可设置使用停止命令后，可以激活直

流制动电流(2-01 DC Brake Current) 的制动

切入速度。

注意
当 1-10 电动机结构 = [1] PM，非突出

SPM 时，2-01、2-02 和 2-04 无效。

2-06  停车电流

范围: 功能:

50 %*   [ 0 -

1000 %]

用相对于电机额定电流 1-24 电动机电流的

百分比形式来设置此电流。

2-07  停车时间

范围: 功能:

3 s*   [0.1 -

60 s]

设置停车电流（在 2-06 Parking Current

中设置）激活后的持续时间。

3.3.1 2-1* 制动能量功能

该参数组用于选择动态制动参数。仅针对带有制动斩波器

的变频器。

2-10  制动功能

选项: 功能:

[0] 关 未安装制动电阻器。

[1] 电

阻

器

制

动

为了以热量形式耗散多余的制动能量，系统中集成了

一个制动电阻器。连接了制动电阻器后，在制动期间

（发电操作）允许存在较高的直流回路电压。制动电

阻功能仅在带有集成动态制动的变频器中有效。

[2] 交

流

制

动

在不使用制动电阻的情况下改进制动。该参数可以控

制电机在发电性负载下工作时的过磁化。该功能可以

使 OVC 功能增强。通过增加电机中的电力损耗，OVC

功能将可以在不超出电压极限的情况下增加制动转

矩。

注意
交流制动的效果不如使用电

阻器情况下的动态制动。

交流制动使用开环和闭环中

的 VVCplus 模式。

2-11  制动电阻(欧姆)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

-

65535

Ohm]

设置制动电阻器的阻值（单位为 Ω）。

该值用于监测制动电阻器的功率。

2-11 制动电阻(欧姆)仅在带有集成动

态制动的变频器中有效。请将这个参数

用于不带小数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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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制动功率极限 (kW)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0.001

- 2000

kW]

2-12 制动功率极限 (kW) 是在 120 秒的

时间内预计耗散到制动电阻器上的平均功

率。它用作 16-33 制动能量/2 分钟 的监

控限制，指定何时发出警告/报警。

计算 2-12 制动功率极限 (kW) 的公式如

下。

Pbr,avg W =
Ubr

2 V × tbr 秒

Rbr Ω × Tbr 秒

Pbr,avg 是耗散到制动电阻器上的平均功

率，Rbr 是制动电阻器的阻抗。tbr 是在

120 秒内的活动制动时间，Tbr。

Ubr 是制动电阻器处于活动状态时的直流电

压。它因型号而异：

T4 机型： 778 V

注意
如果不知道 Rbr，或者 Tbr 不是 120

秒，可行方法是运行制动应用，然后查

看 16-33 制动能量/2 分钟 的值，然

后将该值加上 20% 后输入到 2-12 制
动功率极限 (kW) 中。

2-14  制动电压衰减

范围: 功能:

0 V*   [ 0 - 0 V]

2-16  交流制动 大电流

范围: 功能:

100 %*   [0

- 160

%]

输入使用交流制动时所允许的 大电流，以避

免电机绕组过热。

注意
当 1-10 电动机结构设为 [1] PM，非突
出 SPM 时，2-16 交流制动 大电流将不

起作用。

2-17  过压控制

选项: 功能:

过压控制 (OVC) 可降低因负载生电导致直流回

路过压而使变频器发生跳闸的风险。

[0] 禁用 不需要 OVC。

[1] 启用(未

停止时)

激活 OVC，使用停止信号停止变频器时除外。

[2] 启用 激活 OVC

注意
在起重应用中不得启用 OVC。

2-19  过压增益

范围: 功能:

100 %*   [0 - 200 %] 选择过压增益。

3.3.2 2-2* 机械制动

2-20  抱闸释放电流

范围: 功能:

0 A*   [0

-

100

A]

设置电机电流，以便在符合启动条件时释放机械制

动。默认值是逆变器在特定功率规格下可以提供的

大电流。上限在参数 16-37 逆变器 大电流 中

指定。

注意
当选择了机械制动控制输出但没有连接机械

制动装置时，由于电机电流过低，该功能不

会在默认设置下工作。

2-22  激活制动速度 [Hz]

范围: 功能:

0 Hz*   [0 -

400 Hz]

设置电机频率，以便在符合停止条件时激活

机械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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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数： 3-** 参考值/加减速

3.4.1 3-0* 参考值极限

这些参数用于设置参考值的单位、极限和范围。

3-00  参考值范围

选项: 功能:

[0] 小 -

大

选择参考信号和反馈信号的范围。信号值可以

仅为正值，也可以一正一负。

[1] - 大 -

+ 大

值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两个方向），和

4-10 电动机速度方向有关。

3-01  参考值/反馈单位

选项: 功能:

[0] None

[1] %

[2] RPM

[3] Hz

[4] Nm

[5] PPM

[10] 1/min

[12] Pulse/s

[20] l/s

[21] l/min

[22] l/h

[23] m³/s
[24] m³/min
[25] m³/h
[30] kg/s

[31] kg/min

[32] kg/h

[33] t/min

[34] t/h

[40] m/s

[41] m/min

[45] m

[60] °C

[70] mbar

[71] bar

[72] Pa

[73] kPa

[74] m WG

[80] kW

[120] GPM

[121] gal/s

[122] gal/min

[123] gal/h

[124] CFM

[125] ft³/s
[126] ft³/min
[127] ft³/h
[130] lb/s

[131] lb/min

3-01  参考值/反馈单位

选项: 功能:

[132] lb/h

[140] ft/s

[141] ft/min

[145] ft

[150] lb ft

[160] °F

[170] psi

[171] lb/in2

[172] in WG

[173] ft WG

[180] HP

3-02  小参考值

范围: 功能:

0 Reference‐

FeedbackUnit*

  [ 0 - 4999

ReferenceFeed‐

backUnit]

输入 小参考值。 小参

考值是通过汇总所有参考

值获得的 小值。

仅当 3-00 参考值范围

设置为 [0] 小 - 

大 时， 小参考值才有

效。

小参考值单位取决于：

• 在 1-00 配置模

式 配置模式中

选择的配置：

对于 [1] 闭环

速度

• 在 3-01 参考

值/反馈单位中

选择的单位

3-03  大参考值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4999.0 -

4999

ReferenceFeed‐

backUnit]

输入 大参考值。 大参考值是

通过汇总所有参考值获得的 大

值。

大参考值单位取决于：

• 1-00 配置模式 中的

配置选项： 对于 [1]

闭环速度

• 在 3-00 参考值范围

中选择的单位

3-04  参考功能

选项: 功能:

[0] 总和 对外部参考源和预置参考源进行汇总。

[1] 外部/预

置

使用外部参考源或预置参考源。通过命令或数字

输入在外部和预置参考之间切换。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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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3-1* 参考值

选择预置参考值。请在参数组 5-1* 数字输入中为相应的

数字输入选择预置参考数位 0/1/2（ [16]、[17] 或

[18]）。

3-10  预置参考值

范围: 功能:

0 %*  

[-100 -

100 %]

使用数组方法，在此参数中最多可以输入 8 个

不同的预置参考值 (0-7)。为选择专用参考值，

为参数组 5.1* 数字输入中的对应数字输入选择

预置参考值位 0/1/2（[16]、[17] 或

[18]）。另请参阅 

3-11  点动速度 [Hz]

范围: 功能:

5 Hz*   [ 0 -

400.0

Hz]

点动速度是一个恒定输出速度，点动功能激活

后，变频器将以该速度运行。另请参阅 

3-80 点动加减速时间。

3-12  加速/减速值

范围: 功能:

0 %*  

[0 -

100

%]

输入一个要添加到实际升速或减速参考值中或从中

减去的相对百分比值。如果通过某个数字输入

（5-10 端子 18 数字输入 到 5-15 端子 33 数

字输入）选择了升速，所输入的相对百分比值将被

添加到总参考值中。如果通过某个数字输入

（5-10 端子 18 数字输入 到 5-15 端子 33 数

字输入）选择了减速，则将从总参考值中减去所输

入的相对百分比值。

3-14  预置相对参考值

范围: 功能:

0 %*  

[-100

- 100

%]

实际参考值 X 按照在 3-14 预置相对参考值

中设置的百分比 Y 增大或减小。所得结果即为

实际参考值 Z。实际参考值 (X) 是在下述参数

中所选输入的和：3-15 参照值 1 来源、

3-16 参照值 2 来源、3-17 参照值 3 来源 和

8-02 控制源。

Relative
Z=X+X*Y/100

Resulting
actual
reference

Y

X

13
0B

A
05

9.
12

Z

图 3.4 预置相对参考值

X

100 %0-100

Z

Y

X+X*Y/100

P 3-14

13
0B

A
27

8.
10

图 3.5 实际参考值

3-15  参考值来源 1

选项: 功能:

选择用于第一个参考信号的参考值输入。

3-15 参考值来源 1、3-16 参考值来源

2 和 3-17 参考值来源 3 最多可定义

3 个不同的参考信号。这些参考信号的

和将构成实际参考值。

[0] 无功能

[1] 模拟输入端 53

[2] 模拟输入端 54

[7] 端子 29 频率

[8] 端子 33 频率

[11] 本地总线参考值

[32] PCD 总线

3-16  参考值来源 2

选项: 功能:

选择用于第一个参考信号的参考值输入。

3-15 参考值来源 1、3-16 参考值来源

2 和 3-17 参考值来源 3 最多可定义 3

个不同的参考信号。这些参考信号的和将

构成实际参考值。

[0] 无功能

[1] 模拟输入端 53

[2] 模拟输入端 54

[7] 端子 29 频率

[8] 端子 33 频率

[11] 本地总线参考值

[32] PCD 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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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参考值来源 3

选项: 功能:

选择用于第一个参考信号的参考值输入。

3-15 参考值来源 1、3-16 参考值来源

2 和 3-17 参考值来源 3 多可定义 3

个不同的参考信号。这些参考信号的和将

构成实际参考值。

[0] 无功能

[1] 模拟输入端 53

[2] 模拟输入端 54

[7] 端子 29 频率

[8] 端子 33 频率

[11] 本地总线参考值

[32] PCD 总线

3-18  相对标定参考值源

选项: 功能:

注意
该参数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无法调整。

选择将同在 3-14 预置相对参考值 中定义的固定

值相加的变量值。此固定值和变量值（图 3.6 中

标为的“Y”的值）的和同实际参考值（图 3.6

中标为的“X”的值）相乘。然后将乘积同实际参

考值相加 (X+X*Y/100)，即可得到 终的实际参

考值。

Relative
Z=X+X*Y/100

Resulting
actual
reference

Y

X

13
0B

A
05

9.
12

Z

图 3.6 所得到的的实际参考值

[0] 无功能

[1] 模拟输

入端

53

[2] 模拟输

入端

54

[7] 端子

29 频

率

[8] 端子

33 频

率

[11] 本地总

线参考

值

3.4.3 3-4* 斜坡 1

分别为 2 个斜坡（参数组 3-4* 加减速 1 和参数组

3-5* 加减速 2）配置加减速参数和加减速时间。

tacc tdec

13
0B

D
37

9.
10

P 3-*2
Ramp (X)
Down
Time (Dec)

P 4-14
High-limit

Hz

Reference
P 1-23
Motor
frequency

P 4-12
Low limit

TimeP 3-*1
Ramp (X)Up
Time (Acc)

图 3.7 斜坡 1 示例

3-40  加减速 1 的类型

选项: 功能:

根据加速/减速要求来选择斜坡类型。线性斜坡将

在加减速期间保持恒定的加速度。S 曲线斜坡将进

行非线性加减速。

[0] 线性

[2] S 加减

速恒定

时间

S 曲线斜坡基于在 3-41 斜坡 1加速时间 和 

3-42 斜坡 1减速时间 中设置的值。

3-41  斜坡 1加速时间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0.05

-

3600

s]

输入加速时间，即从 0 RPM 加速到电机同

步速度 ns 的加速时间。所选的加速时间应

该使加速期间的输出电流不会超过 4-18 电

流极限 中的电流极限。值 0.00 对应于速

度模式中的 0.01 秒。请参阅 3-42 斜坡 1

减速时间 中的减速时间。

参数. 3 − 41 =  
tacc 秒  x n

秒
 RPM

 ref RPM

3-42  斜坡 1减速时间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0.05

-

3600

s]

输入减速时间，即从电机同步速度 ns 减速

到 0 RPM 的时间。所选择的减速时间不应

使逆变器因为电机的发电运行而发生过压，

也不应使所生成的电流超过在 4-18 电流极

限设置的电流极限。值 0.00 对应于速度模

式中的 0.01 秒。请参阅 3-41 斜坡 1加速

时间中的加速时间。

参数. 3 − 42 =  
tdec 秒  x n

秒
 RPM

 ref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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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3-5* 斜坡 2

选择斜坡参数，请参阅参数组 3-4* 斜坡 1。

3-50  加减速 2 的类型

选项: 功能:

根据加速/减速要求来选择斜坡类型。线性斜坡将

在加减速期间保持恒定的加速度。S 曲线斜坡将进

行非线性加减速。

[0] 线性

[2] S 加减

速恒定

时间

S 曲线斜坡基于在 3-41 斜坡 1加速时间和

3-42 斜坡 1减速时间 中设置的值。

3-51  斜坡 2加速时间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0.05

-

3600

s]

输入加速时间，即从 0 RPM 加速到电机额

定速度 ns 的加速时间。所选的加速时间应

该使加速期间的输出电流不会超过 4-18 电

流极限中的电流极限。值 0.00 对应于速度

模式中的 0.01 秒。请参阅 3-52 斜坡 2减

速时间中的减速时间。

参数. 3 − 51 =  
tacc 秒  x n

秒
 RPM

 ref RPM

3-52  斜坡 2减速时间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01

- 3600

s]

输入减速时间，即从电机额定速度 ns 减速

到 0 RPM 的时间。所选择的减速时间不应

使逆变器因为电机的发电运行而发生过压，

也不应使所生成的电流超过在 4-18 电流极

限中设置的电流极限。值 0.00 对应于速度

模式中的 0.01 秒。请参阅 3-51 斜坡 2

加速时间中的加速时间。

参数. 3 − 52 =  
tdec 秒  x n

秒
 RPM

 ref RPM

3-60  加减速3的类型

选项: 功能:

根据加速/减速要求来选择斜坡类型。线性斜坡将

在加减速期间保持恒定的加速度。S 曲线斜坡将进

行非线性加减速。

[0] 线性

[2] S 加减

速恒定

时间

S 曲线斜坡基于在 3-61 斜坡 3加速时间 和 

3-62 斜坡 3减速时间 中设置的值

3-61  斜坡 3加速时间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01

- 3600

s]

输入加速时间，即从 0 RPM 加速到电

机额定速度 ns 的加速时间。所选的加

速时间应该使加速期间的输出电流不会

超过 4-18 电流极限中的电流极限。值

0.00 对应于速度模式中的 0.01 秒。

请参阅 3-62 斜坡 3减速时间中的减速

时间。

3-62  斜坡 3减速时间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01

- 3600

s]

输入减速时间，即从电机额定速度 ns 减速

到 0 RPM 的时间。所选择的减速时间不应

使逆变器因为电机的发电运行而发生过压，

也不应使所生成的电流超过在 4-18 电流极

限设置的电流极限。值 0.00 对应于速度模

式中的 0.01 秒。请参阅 3-61 斜坡 3加

速时间中的加速时间。

参数. 3 − 62 =  
tdec 秒  x n

秒
 RPM

 ref RPM

3-70  加减速4的类型

选项: 功能:

根据加速/减速要求来选择斜坡类型。线性斜坡将

在加减速期间保持恒定的加速度。S 曲线斜坡将进

行非线性加减速。

[0] 线性

[2] S 加减

速恒定

时间

S 曲线斜坡基于在 3-71 斜坡 4加速时间 和 

3-72 斜坡 4减速时间 中设置的值。

3-71  斜坡 4加速时间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01

- 3600

s]

输入加速时间，即从 0 RPM 加速到电机额

定速度 ns 的加速时间。所选的加速时间应

该使加速期间的输出电流不会超过

4-18 电流极限中的电流极限。值 0.00 对

应于速度模式中的 0.01 秒。请参阅 

3-72 斜坡 4减速时间中的减速时间。

参数. 3 − 71 =  
tacc 秒  x n

秒
 RPM

 ref RPM

3-72  斜坡 4减速时间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01

- 3600

s]

输入减速时间，即从电机额定速度 ns 减速

到 0 RPM 的时间。所选择的减速时间不应

使逆变器因为电机的发电运行而发生过压，

也不应使所生成的电流超过在 4-18 电流极

限设置的电流极限。值 0.00 对应于速度模

式中的 0.01 秒。请参阅 3-71 斜坡 4加

速时间中的加速时间。

参数. 3 − 72 =  
tdec 秒  x n

秒
 RPM

 ref RPM

3.4.5 3-8* 其他加减速

3-80  点动加减速时间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0.05

-

3600

s]

输入点动加减速时间，即从 0 RPM 到电

机额定频率 ns 之间的加速/减速时间。确

保在给定的点动加减速时间内，所产生的

最终输出电流不会超过 4-18 电流极限中

的电流极限。通过 LCP、所选的数字输入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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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点动加减速时间

范围: 功能:

或串行通讯端口激活点动信号后，该点动

加减速时间即开始计时。当点动状态被禁

用时，正常加减速时间将有效。

13
0B

D
37

5.
10

Time

P 3-80

Hz

P 4-14 Hz
high limit

P 1-25
Motor speed

Jog speed
P 3-19

P 3-80
Ramp up
(acc)

Ramp down
(dec)

t jog t jog

P 4-12 Hz
low limit

图 3.8 点动加斜坡时间

参数. 3 − 80 =  
tjog 秒  x n

秒
 RPM

 Δ 点为 速度 (参数. 3 −  19) RPM

3-81  快停减速时间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0.05

-

3600

s]

输入快速停止减速时间，即从电机额定速

度下降到 0 RPM 所需的时间。确保不会

因为电机的发电运行（为了实现给定的减

速时间）而导致逆变器发生过载。同时确

保所产生的电流（为了获得给定的减速时

间）不会超过在 4-18 电流极限 中设置的

电流极限。通过所选数字输入上的信号或

串行通讯端口可以激活快速停止功能。

13
0B

D
37

6.
10

Time

Hz

P 4-14 Hz
high limit

Reference

P 1-25
Motor speed

low limit
P 4-12 Hz

P 3-81
Qramp

Qstop

图 3.9 快速停止减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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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参数： 4-** 极限/警告

3.5.1 4-1* 电动机极限

定义电动机的转矩、电流和速度极限，以及在超过极限时

的变频器反应。

超过极限将会在显示屏上显示相关的消息。如果是警告，

则始终会在显示屏或现场总线上显示消息。监测功能可能

会激活警告或跳闸。此时，变频器会停止并产生报警消

息。

4-10  电机速度方向

选项: 功能:

[0] 顺时针 只允许顺时针方向。 

[2] * 双向 允许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

注意
4-10 Motor Speed Direction 中的设置对

1-73 Flying Start 有影响。

4-12  电动机速度下限 [Hz]

范围: 功能:

0 Hz*   [ 0 -

400.0

Hz]

输入电机的速度下限。可以根据电机主轴的最

小输出频率设置电机速度下限。电机速度下限

不得超过 4-14 电动机速度上限 [Hz]中的设

置。

4-14  电动机速度上限 [Hz]

范围: 功能:

65 Hz*  

[ 0.1

- 500

Hz]

注意
最大输出频率不能超过逆变器开关频率

(14-01 Switching Frequency) 的

10%。

输入电机的速度上限。可以根据厂商建议的电

机主轴最大频率来设置电机速度上限。电机速

度上限必须大于 4-12 电动机速度下限 [Hz]

中的设置。

4-16  电动时转矩极限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 -

1000 %]

该功能旨在通过限制轴上转矩来保

护机械系统。

4-17  发电时转矩极限

范围: 功能:

100 %*   [ 0 -

1000 %]

该功能旨在通过限制轴上转矩来保护机械

系统。

4-18  电流极限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

-

1000

%]

注意
如果在 1-90 电动机热保护中选择了

[20] ATEX ETR，4-18 电流极限电流

极限必须设为 150%。

这是可以延续到过同步范围内的实际电流

限制功能，但由于磁场弱化，当电压在电

机同步速度之上停止增加时，电流极限下

的电机转矩会相应地下降。

4-19  最大输出频率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

-

500

Hz]

注意
该参数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无法调整。

注意
最大输出频率不能超过逆变器开关频率

(14-01 Switching Frequency) 的

10%。

规定了输出频率的最大极限，目的是在那些

需要避免意外过速的应用中增强安全性。该

极限在所有配置中具有最高优先性（与 

1-00 配置模式 的设置无关）。

4-22  Break Away Boost

选项: 功能:

[0] 关

[1] 开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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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电动机反馈丢失功能

选项: 功能:

注意
一旦 4-31 电动机反馈速度错误的值被超

过，便会激活警告 90，而不论 4-32 电动

机反馈丢失超时中的设置如何。警告/报警

61“反馈错误"与电机反馈丢失功能有关。

此功能用于监测反馈信号是否一致，即，反馈信

号是否可用。选择当检测到反馈故障时变频器应

做出的响应。如果反馈信号和输出速度之间的偏

差超过在 4-31 电动机反馈速度错误中指定的水

平，这种情形若持续时间超过 4-32 电动机反馈

丢失超时中设置的时间，则会执行所选择的操

作。

[0] 禁用

[1] 警告

[2] 跳闸

[3] 点动

[4] 锁定输出

[5] 最大速度

[6] 切换为开

环

4-31  电动机反馈速度错误

范围: 功能:

20 Hz*   [0 -

50 Hz]

选择所允许的最大速度误差（输出速度与反

馈的差异）。

图 3.10 电机反馈速度错误

4-32  电动机反馈丢失超时

范围: 功能:

0.05 s*   [0

- 60

s]

设置一个超时值。这段时间内，在 4-31 电动

机反馈速度错误 中设置的速度误差可以被超

过，但之后便会激活在 4-30 电动机反馈损耗

功能 中选择的功能。

3.5.2 4-4* 调整警告 2

4-40  警告频率过低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

-

400

Hz]

使用此参数可设置频率范围的下限。当电机

速度低于此极限时，显示屏将显示速度过

低。警告位 10 在 16-94 扩展状态字中设

置。可以配置输出继电器指示此警告。在达

到设置的极限时，LCP 警告灯不会亮。

4-41  警告频率过高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

-

400

Hz]

使用此参数可设置频率范围的上限。当电机

速度超过该极限时，显示器将显示速度过

高。警告位 9 在 16-94 扩展状态字中设

置。可以配置输出继电器指示此警告。在达

到设置的极限时，LCP 警告灯不会亮。

4-42  可调节温度警告

范围: 功能:

0 *   [ 0 - 255 ]

3.5.3 4-5* 调整警告

使用这些参数可调整电流、速度、参考值和反馈的警告极

限。

4-50  警告电流过低

范围: 功能:

0 A*   [ 0 -

194.0 A]

输入 ILOW 值。 当电动机的电流低于该极限

时，将在变频器状态字中设置 1 位。 可对该

值进行设置，让它在数字输出或继电器输出上

产生信号。 

4-51  警告电流过高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 0.0

- 194.0

A]

输入 IHIGH 值。 如果电动机电流超过

所设置的极限，将在变频器状态字中设

置 1 位。 可对该值进行设置，让它在

数字输出或继电器输出上产生信号。 

4-54  警告参考值过低

范围: 功能:

-4999 *   [-4999

-

4999 ]

输入参考值下限。当实际参考值低于该极限

时，显示屏将显示参考值低.。可将信号输出

设置为在端子 27 或 29 以及继电器输出

01 或 02 上产生状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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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警告参考值过高

范围: 功能:

4999 *   [-4999

-

4999 ]

输入参考值上限。当实际参考值超出该极限

时，显示屏将显示参考值高。可将信号输出

设置为在端子 27 或 29 以及继电器输出

01 或 02 上产生状态信号。

4-56  警告反馈过低

范围: 功能:

-4999

ProcessCtrlUnit*

  [-4999 - 4999

ProcessCtrlUnit]

输入反馈下限。当反

馈低于该极限时，显

示器将显示反馈过

低。可将信号输出设

置为在端子 27 或

29 以及继电器输出

01 或 02 上产生状

态信号。

4-57  警告反馈过高

范围: 功能:

4999

ProcessCtrlUnit*

  [-4999 - 4999

ProcessCtrlUnit]

输入反馈上限。当反

馈超出该极限时，显

示屏将显示反馈过

高。。可将信号输出

设置为在端子 27 或

29 以及继电器输出

01 或 02 上产生状

态信号。

4-58  电机缺相功能

选项: 功能:

注意
该参数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无法调整。对于

PM 电机，电机缺相功能将始终被禁用。

如果选择“开”，在电机缺相时会显示报警。如果

选择“关”，在电机缺相时将不显示报警。但为了

避免损坏电机，强烈建议将本参数设为“开”。

[0] Off 出现电机缺相时不显示报警。

[1] * On 出现电机缺相时显示报警。

4-61  跳频始速 [Hz]

范围: 功能:

0 Hz*   [ 0

- 500

Hz]

一些系统因系统内部可能产生共振问题而要求

避开某些输出速度。输入要避开的速度下限。

4-63  跳频终速 [Hz]

范围: 功能:

0 Hz*   [ 0

- 500

Hz]

一些系统因系统内部可能产生共振问题而要求

避开某些输出速度。输入要避开的速度上限。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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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数： 5-** 数字输入/输出

3.6.1 5-0* 数字 I/O 模式

这些参数通过 NPN 和 PNP 配置输入和输出。

注意
这些参数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无法修改。

5-00  数字输入模式

选项: 功能:

设置数字输入 18、19 和 27 的 NPN 或 PNP 模

式。数字输入模式

[0] * PNP 正向脉冲 (0) 阶段的操作。PNP 系统的电压下降到

同大地相等。

[1] NPN 发生在负向脉冲 (1) 阶段的操作。NPN 系统的电压

被提升到 +24 V（变频器的内部电压）。

5-01  端子 27 的模式

选项: 功能:

注意
该参数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无法调整。

[0] 输入 将端子 27 定义为数字输入。

[1] 输出 将端子 27 定义为数字输出。

5-02  端子 29 的模式

选项: 功能:

注意
该参数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无法调整。

[0] 输入 将端子 29 定义为数字输入。

[1] 输出 将端子 29 定义为数字输出。

3.6.2 5-1* 数字输入

数字输入可用于选择变频器的各项功能。

5-10 到 5-16 数字输入

[0] 无功能 对传输到端子的信号不产生响应。

[1] 复位 在跳闸/报警后将变频器复位。并不是所有报警

都能被复位。

[2] 惯性停车

反逻辑

（数字输入 27 的默认功能）： 惯性停车，反

向输入（常闭）。变频器任由电机进入自由模

式。逻辑“0”⇒ 惯性停车。

[3] 惯性/复

位反逻辑

复位和惯性停车，反向输入 (NC)。听任电机以

自由模式运动，并将变频器复位。逻辑 ‘0’

⇒ 惯性停车和复位。

[4] 快停反逻

辑

反向输入（常闭）。根据在 3-81 快停减速时

间 中设置的快停减速时间生成停止信号。当电

机停止时，其主轴将处于自由模式。逻辑

“0”=> 快速停止。

[5] 直流制动

反逻辑

直流制动反向输入（常闭）。在一定时间内持

续向电机施加直流电流，使其停止。请参阅

2-01 直流制动电流到 2-04 直流制动切入速度

[Hz]。该功能仅在 2-02 直流制动时间 中的值

不为 0 时有效。逻辑‘0’=> 直流制动。

[6] 停止反逻

辑

停止反向功能。当所选择的端子从逻辑水平

“1” 变为 “0” 时，将激活停止功能。根据

所选的加减速时间（3-42 斜坡 1减速时间，

3-52 斜坡 2减速时间）完成停止。

注意
如果变频器在达到转矩极限时收到停止命

令，它可能无法自动停止。为确保变频器

能停止，请将某个数字输出配置为转矩极

限和停止 [27]，并将该数字输出连接到

被配置为惯性停车的数字输入。

[8] 启动时） （数字输入 18 的默认功能）： 针对启动/停

止命令选择启动。逻辑“1”= 启动，逻辑

“0”= 停止。

[9] 自锁启动 如果脉冲持续时间不小于 2 毫秒，电机将启

动。当激活了反向停止或给出复位命令（通过

数字输入）时，电机停止。

[10] 反向 （数字输入 19 的默认功能）。更改电机主轴

的旋转方向。选择逻辑“1”执行反向。反向信

号只更改旋转方向。它并不激活启动功能。请

在 4-10 电动机速度方向 中选择双向。该功能

在闭环过程中无效。

[11] 启动反转 用于启动/停止，以及实现同一线路上的反转。

使用反向功能时，不允许同时存在启动信号。

[12] 启用正向

启动

停止逆时针运动，从而允许变为顺时针。

[13] 启用反向

启动

停止顺时针运动，从而允许变为逆时针。

[14] 点动 （数字输入 29 的默认功能）： 用于激活点动

速度。请参阅 3-11 点动速度 [Hz]。

[15] 预置参考

值开

在外部参考值和预置参考值之间切换。前提是

已在 3-04 参考功能 中选择了 [1] 外部/预

置。逻辑“0”= 外部参考值有效； 逻辑

“1”= 四个预置参考值之一有效。

[16] 预置参考

值位 0

借助预置参考值位 0、1 和 2，可以根据

表 3.3 选择八个预置参考值之一。

[17] 预置参考

值位 1

与“预置参考值位 0 [16]”相同。

[18] 预置参考

值位 2

与“预置参考值位 0 [16]”相同。

预置参考值位 2 1 0

预置参考值 0 0 0 0

预置参考值 1 0 0 1

预置参考值 2 0 1 0

预置参考值 3 0 1 1

预置参考值 4 1 0 0

预置参考值 5 1 0 1

预置参考值 6 1 1 0

预置参考值 7 1 1 1

表 3.3 预置参考值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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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锁

定

参

考

值

锁定实际参考值，该值现在成为开始使用加速和减速

功能的启用点/条件。如果使用加速/减速，则速度总

是按加减速 2（3-51 斜坡 2加速时间 和 3-52 斜

坡 2减速时间）在 0 – 3-03 大参考值 的范围

内变化。

[20] 锁

定

输

出

锁定实际的电机频率 (Hz)，该值现在成为开始使用

加速和减速功能的启用点/条件。如果使用加速/减

速，则速度总是按加减速 2（3-51 斜坡 2加速时间

和 3-52 斜坡 2减速时间）在 0 – 1-23 电动机频

率的范围内变化。

注意
如果锁定输出有效，则不能通过低位的“启动

[8]”信号来停止变频器。此时需要通过设置为

“惯性停车 [2]”或“惯性/复位反逻辑”的端

子来停止变频器。

[21] 加

速

如果要对加速/减速进行数字控制（电机电位计），

请选择“加速”和“减速”。该功能可通过选择“锁

定参考值”或“锁定输出”来激活。当“加速/减

速”的激活时间短于 400 毫秒时，结果参考值将增

加/降低 0.1%。如果“加速/减速”的激活时间长于

400 毫秒，结果参考值将遵循在斜坡加速/减速参数

3-x1/3-x2 中的设置。

关闭 升速

速度无变化 0 0

按百分比减少 1 0

按百分比增加 0 1

按百分比减少 1 1

表 3.4 关闭/升速

[22] 减速 与 [21] 加速相同。

[23] 菜单选择

位 0

选择“菜单选择位 0”或“菜单选择位 1”可

以选择 2 个菜单中的一个。将 0-10 有效设

置 设为多重菜单。

[24] 菜单选择

位 1

（数字输入 32 的默认功能）： 与 [23] 菜

单选择位 0 相同。

[26] 精确停车

反逻辑

精确停车反逻辑功能可用于端子 18 或 19。

[28] 升速 按百分比（相对）增大 3-12 加速/减速值

中设置的参考值。

[29] 减速 按百分比（相对）减小 3-12 加速/减速值

中设置的参考值。

[34] 加减速位

0

允许根据 表 3.5 选择 4 个加减速之一。

预置加减速位 1 0

斜坡 1 0 0

斜坡 2 0 1

斜坡 3 1 0

斜坡 4 1 1

表 3.5 预置加减速位

[51] 外部互锁 使用该参数可以将外部故障转移到变频器中。

这种故障将被当作在内部生成的报警来对待。

[60] 计数器 A （仅对于端子 29 或 33）SLC 计数器中增量

计数的输入。

[61] 计数器 A （仅对于端子 29 或 33）SLC 计数器中减量

计数的输入。

[62] 复位计数

器 A

计数器 A 复位的输入。

[63] 计数器 B （仅对于端子 29 或 33）SLC 计数器中增量

计数的输入。

[64] 计数器 B （仅对于端子 29 或 33）SLC 计数器中减量

计数的输入。

[65] 复位计数

器 B

计数器 B 复位的输入。

[72] PID 错误

反向

启用后，它将反转来自过程 PID 控制器的错

误结果。仅在“配置模式”设为“表面卷绕

机”或“扩展 PID 速度开环”时可用。

[73] PID 复位

I 部分

启用后，可将过程 PID 控制器的 I 部分复

位。等价于 7-40 过程 PID I 部分复位。仅

在“配置模式”设为“表面卷绕机”或“扩展

PID 速度开环”时可用。

[74] PID 启用 启用后，将启用扩展过程 PID 控制器。等价

于 7-50 过程 PID 扩展 PID。仅在“配置模

式”设为“扩展 PID 速度开环”时可用。

除以上选项外，下面列出其它一些特定端子的默认值和附

加选项。

5-10  端子 18 数字输入

选项: 功能:

[8] * 启动 在参数组 5-1* 数字输入中对相关功能进行了介

绍。

5-11  端子 19 数字输入

选项: 功能:

[10] * 反向 在参数组 5-1* 数字输入中对相关功能进行了介

绍。

5-12  端子 27 数字输入

选项: 功能:

[2] * 惯性停车反逻

辑

在参数组 5-1* 数字输入中对相关功能进

行了介绍。

5-13  端子 29 数字输入

选项: 功能:

[14] * 点动 在参数组 5-1* 数字输入中对相关功能进行

了介绍。

[32] 脉冲时基

5-14  端子 32 数字输入

选项: 功能:

[0] * 无功能 在参数组 5-1* 数字输入中对相关功能进

行了介绍。

[82] 编码器输入 B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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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端子 33 数字输入

选项: 功能:

[0] * 无功能 在参数组 5-1* 数字输入中对相关功能进

行了介绍。

[32] 基于脉冲时间

[81] 编码器输入 A

5-16  端子 31 数字输入

选项: 功能:

[0] 无运行 在参数组 5-1* 数字输入中对相关功能进行了介

绍。

3.6.3 5-3* 数字输出

端子 27 和 29 常用于 2 个固态数字输出。端子 27 的

I/O 功能在 5-01 端子 27 的模式 中设置，端子 29 的

I/O 功能在 5-02 端子 29 的模式 中设置。

端子 42 和 45 也可配置为数字输出。

注意
电机正在运行，并且存在主轴扭矩。

5-30 到 5-31 数字输出

[0] 无运行 所有数字输出和继电器输出为默认设置。

[1] 控制就绪 控制卡就绪。

[2] 变频器就绪 变频器已做好运行准备，并且对控制板提

供电压信号。

[3] 变频器就绪/

远控

变频器已做好运行准备，并处于[Auto On]

（自动启动）模式。

[4] 启用/无警告 准备好运行。没有给出启动或停止命令

（启动/禁用）。没有激活任何警告。

[5] 运行 电机正在运行，并且存在主轴扭矩。

[6] 运行/无警告 输出速度高于在 1-81 停止功能 低速

中设置的速度。电机正在运行，并且没有

警告。

[7] 有效范围/无

警告

电机正在 4-50 警告电流过低 到

4-51 警告电流过高 设置的电流和速度范

围内运行。没有警告。

[8] 运行参考值/

无警

电机在参考速度下运行。无警告。

[9] 报警 报警激活输出。没有警告。

[10] 报警或警告 报警或警告激活输出。

[11] 达到转矩极

限

超过了在 4-16 电动时转矩极限 或

4-17 发电时转矩极限 中设置的转矩极

限。

[12] 超出电流范

围

电机电流超出了在 4-18 电流极限 中设

置的范围。

[13] 低于电流下

限

电机电流低于 4-50 警告电流过低 的设

置。

[14] 高于电流上

限

电机电流高于 4-51 警告电流过高 的设

置。

[15] 超出频率范

围

输出频率超出了频率范围。

[16] 低于频率下

限

输出速度低于 4-40 Warning Freq. Low

中的设置。

[17] 超过频率上

限

输出速度高于 4-41 Warning Freq. High

中的设置。

[18] 超出反馈范

围

反馈超出了在 4-56 警告反馈过低 和

4-57 警告反馈过高 中设置的范围。

[19] 低于反馈下

限

反馈低于在 4-56 警告反馈过低 中设置

的极限。

[20] 高于反馈上

限

反馈高于在 4-57 警告反馈过高 中设置

的极限。

[21] 热警告 当温度超出电机、变频器、制动电阻器或

热敏电阻的温度极限时，会激活热警告。

[22] 就绪，无热

警告

变频器已做好运行准备，并且没有过热警

告。

[23] 远/就绪/无

警告

变频器已做好运行准备，并处于[Auto On]

（自动启动）模式。没有过热警告。

[24] 就绪，无过

压/欠压

变频器已做好运行准备，并且主电源电压

在指定的电压范围内（请参阅设计指南中

的一般规范章节）。

[25] 反向 当逻辑 = 0 时，电机顺时针运行（或准

备顺时针运行）；当逻辑 = 1 时，电机

逆时针运行（或准备逆时针运行）。应用

反向信号后，输出将立即发生变化。

[26] 总线正常 通过串行通讯端口的有效通讯（无超

时）。

[27] 转矩极限和

停止

在执行惯性停车和在转矩极限情况下使

用。如果变频器收到停止信号并达到转矩

极限，信号将为逻辑“0”。

[28] 制动，无制

动警告

制动有效并且没有警告。

[29] 制动就绪，

无故障

制动功能已做好运行准备，并且没有故

障。

[30] 制动故障

(IGBT)

当制动 IGBT 发生短路时，输出为逻辑

“1”。借助该功能，当制动模块出现故障

时可保护变频器。使用输出/继电器切断变

频器的主电源电压。

[31] 继电器 123 当在参数组 8-** 通讯和选件中选择“控

制字 [0]”时，该继电器被激活。

[32] 机械制动控

制

启用外部机械制动控制，请参阅机械制动

控制部分以及参数组 2-2* 机械制动的说

明

[31] 继电器 123

[32] 机械制动控

制

[36] 控制字位 11

[37] 控制字位 12

[40] 超出参考值

范围

当实际速度超出 4-52 警告速度过低 到

4-55 警告参考值过高 设置的范围时激

活。

[41] 低于参考值

下限

当实际速度低于速度参考值设置时激活。

[42] 超出参考值

上限

当实际速度高于速度参考值设置时激活

[45] 总线控制 通过总线来控制输出。输出的状态在

5-90 数字和继电器总线控制 中设置。输

出状态在总线超时的情况下将被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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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超时时总线

控制打开

通过总线来控制输出。输出的状态在

5-90 数字和继电器总线控制中设置。在总

线超时情况下，输出状态将被设为高

（开)。

[55] 脉冲输出

[56] 散热片清洁

警告，高

[60] 比较器 0 请参阅参数组 13-1* 比较器。如果对比

较器 0 的求值为“真”，输出将为高电

平。否则将为低电平。

[61] 比较器 1 请参阅参数组 13-1* 比较器。如果对比

较器 1 的求值为“真”，输出将为高电

平。否则将为低电平。

[62] 比较器 2 请参阅参数组 13-1* 比较器。如果对比

较器 2 的求值为“真”，输出将为高电

平。否则将为低电平。

[63] 比较器 3 请参阅参数组 13-1* 比较器。如果对比

较器 3 的求值为“真”，输出将为高电

平。否则将为低电平。

[64] 比较器 4 请参阅参数组 13-1* 比较器。如果对比

较器 4 的求值为“真”，输出将为高电

平。否则将为低电平。

[65] 比较器 5 请参阅参数组 13-1* 比较器。如果对比

较器 5 的求值为“真”，输出将为高电

平。否则将为低电平。

[70] 逻辑规则 0 请参阅参数组 13-4* 逻辑规则。如果对

逻辑规则 0 的求值为“真”，输出将为

高电平。否则将为低电平。

[71] 逻辑规则 1 请参阅参数组 13-4* 逻辑规则。如果对

逻辑规则 1 的求值为“真”，输出将为

高电平。否则将为低电平。

[72] 逻辑规则 2 请参阅参数组 13-4* 逻辑规则。如果对

逻辑规则 2 的求值为“真”，输出将为

高电平。否则将为低电平。

[73] 逻辑规则 3 请参阅参数组 13-4* 逻辑规则。如果对

逻辑规则 3 的求值为“真”，输出将为

高电平。否则将为低电平。

[74] 逻辑规则 4 请参阅参数组 13-4* 逻辑规则。如果对

逻辑规则 4 的求值为“真”，输出将为

高电平。否则将为低电平。

[75] 逻辑规则 5 请参阅参数组 13-4* 逻辑规则。如果对

逻辑规则 5 的求值为“真”，输出将为

高电平。否则将为低电平。

[80] SL 数字输出

A

请参阅 13-52 条件控制器动作。只要执

行智能逻辑操作 [38] 数字输出 A 置为

高， A high，输入就为高。只要执行智

能逻辑操作 [32] 置数字输出 A 为 低，

输出就会为低。

[81] 智能逻辑控

制数字输出

B

请参阅 13-52 条件控制器动作。只要执

行智能逻辑操作 [39] 将数字输出 B 置

为 高，输出就会为高。只要执行智能逻辑

操作 [33] 将数字输出 B 置为低，输入

就为低 。

[82] 智能逻辑控

制数字输出

C

请参阅 13-52 条件控制器动作。只要执

行智能逻辑操作 [40] 将数字输出 C 置

为高，输入就为高。只要执行智能逻辑操

作 [34] 将数字输出 C 置为低，输入就

为低。

[83] 智能逻辑控

制数字输出

D

请参阅 13-52 条件控制器动作。只要执

行智能逻辑操作 [41] 将数字输出 D 置

为高，输入就为高 。只要执行智能逻辑操

作 [35] 将数字输出 D 置为低，输入就

为低 。

[160] 无报警 当未发生报警时，输出为高。

[161] 反向运行 当变频器逆时针运行时，输出为高（状态

位“正在运行”和“反向”二者的逻辑与

运算结果）。

[165] 本地参考值

有效

[166] 远程参考值

有效

[167] 启动命令有

效

当存在有效的启动命令，并且没有有效的

停止命令时，输出为高。

[168] 变频器位于

手动模式

当变频器处于“手动启动”模式时，输出

为高。

[169] 自动模式 当变频器处于“自动”模式时，输出为

高。

[193] 睡眠模式 变频器/系统已转入睡眠模式。请参阅参数

组 22-4* 睡眠模式。

[194] 断裂皮带 检测到皮带断裂 请参阅参数组 22-4* 睡

眠模式。

5-31  端子 29 数字输出

选项: 功能:

[0] 无运行 参数组 5-3* 数字输出中对相关功能进行了介绍。

5-34  开延迟，数字输出

范围: 功能:

0.01 s*   [0 - 600 s]

5-35  关延迟，数字输出

范围: 功能:

0.01 s*   [0 - 600 s]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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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5-4* 继电器

这些参数用于配置继电器的时间和输出功能。

参数是代表 2 个继电器的一个数组参数。

5-40  继电器功能

选项: 功能:

[0] 无功能 对所有数字输出和继电器输出为默认设

置。

[1] 控制就绪 控制卡就绪。

[2] 变频器就绪 变频器已做好运行准备。主电源和控制

电压均正常。

[3] 变频器就绪/远

控

变频器已做好运行准备，并处于自动启

动模式。

[4] 待机/无警告 准备好运行。没有施加启动或停止命

令。没有激活任何警告。

[5] 运行 电机正在运行，并且存在主轴扭矩。

[6] 运行/无警告 输出速度高于在 1-82 停止功能的 小

速度 [Hz] 中设置的速度。电机正在运

行，并且无警告。

[7] 有效范围/无警

告

电机正在 4-50 警告电流过低中设置的

电流范围内运行。

[8] 运行参考值/无

警

电机在参考速度下运行。无警告。

[9] 报警 报警激活输出。无警告。

[10] 报警或警告 报警或警告激活输出。

[11] 达到转矩极限 超过了在 4-16 电动时转矩极限或 

4-17 发电时转矩极限中设置的转矩极

限。

[12] 超出电流范围 电机电流超出了在 4-18 电流极限 中

设置的范围。

[13] 低于电流下限 电机电流低于 4-50 警告电流过低 的

设置。

[14] 高于电流上限 电机电流高于 4-51 警告电流过高 的

设置。

[15] 超出速度范围 输出速度/频率超出了由 4-40 Warning

Freq. Low 和 4-41 Warning Freq.

High 设置的范围。

[16] 低于速度下限 输出频率低于 4-40 Warning Freq.

Low 中的设置。

[17] 高于速度上限 频率高于 4-41 Warning Freq. High

中的设置。

[18] 超出反馈范围 反馈超出了在 4-56 警告反馈过低和 

4-57 警告反馈过高中设置的范围。

[19] 低于反馈下限 反馈低于在 4-56 警告反馈过低中设置

的极限。

[20] 高于反馈上限 反馈高于在 4-57 警告反馈过高中设置

的极限。

5-40  继电器功能

选项: 功能:

[21] 热警告 当温度超出电机、变频器、制动电阻器

或相连的电阻器的温度极限时，会激活

热警告。

[22] 就绪,无热警告 变频器已做好运行准备，并且没有过热

警告。

[23] 远程就绪无过

热

变频器已做好运行准备，并处于“自动

启动”模式。无“过温”警告。

[24] 就绪,无过压/

欠压

变频器已做好运行准备，并且主电源电

压位于指定的电压范围内。

[25] 反向 当逻辑 = 0 时，电机顺时针运行（或

准备顺时针运行）；当逻辑 = 1 时，

电机逆时针运行（或准备逆时针运

行）。应用反向信号后，输出将立即发

生变化。

[26] 总线正常 通过串行通讯端口的有效通讯（无超

时）。

[27] 转矩极限和停

止

用于执行惯性停车以及用于转矩极限情

形下的变频器。如果变频器收到停止信

号并达到转矩极限，信号将为逻辑 =

0。

[28] 制动,无制动警

告

制动有效并且没有警告。

[29] 制动就绪,无故

障

制动功能已做好运行准备，并且没有故

障。

[30] 制动故障

(IGBT)

当制动 IGBT 发生短路时，输出为逻辑

= 1。借助该功能，当制动模块出现故障

时可保护变频器。使用数字输出/继电器

切断变频器的主电源电压。

[31] 继电器 123 当在参数组 8-** 通讯中选择[0] 控制

字时，数字输出/继电器被激活。

[32] 机械制动控制 选择机械制动控制。选择后，参数组

2-2* 机械制动中的参数将被激活。为了

提供制动线圈电流，输出必须增强。这

通常是通过将一个外部继电器连接到所

选数字输出来实现的。

[36] 控制字位 11 通过来自现场总线的控制字激活继电器

1。在变频器中没有其它功能影响。典型

应用： 通过现场总线来控制辅助设备。

该功能仅在 8-10 控制字格式中选择了

[0] FC 协议时有效。

[37] 控制字位 12 通过来自现场总线的控制字激活继电器

2。对变频器没有其它功能影响。典型应

用： 通过现场总线来控制辅助设备。该

功能仅在 8-10 控制字格式中选择了

[0] FC 协议时有效。

[40] 超出参考值范

围

当实际速度超出 4-55 警告参考值过高

和 4-56 警告反馈过低的范围设置时激

活。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MG06C341 - VLT® 是 Danfoss 的注册商标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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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  继电器功能

选项: 功能:

[41] 低于参考值下

限

当实际速度低于速度参考值设置时激

活。

[42] 超出参考值上

限

当实际速度高于速度参考值设置时激

活。

[45] 总线控制 通过总线来控制数字输出/继电器。输出

的状态在 5-90 数字和继电器总线控制

中设置。输出状态在总线超时的情况下

将被保留。

[46] 总线控制，

超时：开

通过总线来控制输出。输出的状态在

5-90 数字和继电器总线控制中设置。在

总线超时情况下，输出状态将被设为高

（开）。

[47] 总线控制，

超时：关

通过总线来控制输出。输出的状态在

5-90 数字和继电器总线控制中设置。在

总线超时情况下，输出状态将被设为低

（关）。

[56] 散热片清洗

警告，高

[60] 比较器 0 请参阅参数组 13-1* 智能逻辑控制。

如果 SLC 中的比较器 0 为“真”，输

出就为高电平。否则为低。

[61] 比较器 1 请参阅参数组 13-1* 智能逻辑控制。

如果 SLC 中的比较器 1 为“真”，输

出就为高电平。否则为低。

[62] 比较器 2 请参阅参数组 13-1* 智能逻辑控制。

如果 SLC 中的比较器 2 为“真”，输

出就为高电平。否则为低。

[63] 比较器 3 请参阅参数组 13-1* 智能逻辑控制。

如果 SLC 中的比较器 3 为“真”，输

出就为高电平。否则为低。

[64] 比较器 4 请参阅参数组 13-1* 智能逻辑控制。

如果 SLC 中的比较器 4 为“真”，输

出就为高电平。否则为低。

[65] 比较器 5 请参阅参数组 13-1* 智能逻辑控制。

如果 SLC 中的比较器 5 为“真”，输

出就为高电平。否则为低。

[70] 逻辑规则 0 请参阅参数组 13-4* 逻辑规则。如果

SLC 中的逻辑规则 0 为“真”，输出

就为高电平。否则为低。

[71] 逻辑规则 1 请参阅参数组 13-4* 逻辑规则。如果

SLC 中的逻辑规则 1 为“真”，输出

就为高电平。否则为低。

[72] 逻辑规则 2 请参阅参数组 13-4* 逻辑规则。如果

SLC 中的逻辑规则 2 为“真”，输出

就为高电平。否则为低。

[73] 逻辑规则 3 请参阅参数组 13-4* 逻辑规则。如果

SLC 中的逻辑规则 3 为“真”，输出

就为高电平。否则为低。

5-40  继电器功能

选项: 功能:

[74] 逻辑规则 4 请参阅参数组 13-4* 逻辑规则。如果

SLC 中的逻辑规则 4 为“真”，输出

就为高电平。否则为低。

[75] 逻辑规则 5 请参阅参数组 13-4* 逻辑规则。如果

SLC 中的逻辑规则 5 为“真”，输出

就为高电平。否则为低。

[80] SL 数字输出 A 请参阅 13-52 条件控制器动作。当发

生 [32] 智能逻辑操作时，输出 A 为

低。当发生 [38] 智能逻辑操作时，输

出 A 为高。

[81] SL 数字输出 B 请参阅 13-52 条件控制器动作。当发

生 [32] 智能逻辑操作时，输出 B 为

低。当发生 [38] 智能逻辑操作时，输

出 B 为高。

[82] SL 数字输出 C 请参阅 13-52 条件控制器动作。当发

生 [32] 智能逻辑操作时，输出 C 为

低。当发生 [38] 智能逻辑操作时，输

出 C 为高。

[83] SL 数字输出 D 请参阅 13-52 条件控制器动作。当发

生 [32] 智能逻辑操作时，输出 D 为

低。当发生 [38] 智能逻辑操作时，输

出 D 为高。

[160] 无报警

[161] 反向运行

[165] 本地参考值有

效

[166] 远程参考值有

效

[167] 启动命令有效

[168] 手动模式

[169] 自动模式

[170] 回零完成

[171] 目标位置到达

[172] 位置控制出错

[193] 睡眠模式

[194] 断裂皮带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TLV - 143C60GM44 ® 是 Danfoss 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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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继电器打开延时

数组 [9]（继电器 1 [0]，继电器 2 [1]，继电器 3 [2]，继

电器 4 [3]，继电器 5 [4]，继电器 6 [5]，继电器 7 [6]，

继电器 8 [7]，继电器 9 [8]）

范围: 功能:

0.01 s*   [0.01

- 600

s]

输入继电器切入时间延迟。仅当

5-40 继电器功能 中的条件在指定

时间内保持不变时，继电器才会切

入。

Selected 
Event

Relay
output

Selected 
Event

Relay
output

On Delay
P 5-41

On Delay
P 5-41 P 5-42

13
0B

A
17

1.
10

图 3.11 继电器打开延时

5-42  继电器关闭延时

数组 [2]： 继电器 1 [0]，继电器 2 [1]

范围: 功能:

0.01 s*   [0.01 - 600 s] 输入继电器关闭时间延迟。

Selected
Event

Relay
output

On Delay
P 5-41 P 5-42

13
0B

A
17

2.
10

图 3.12 继电器关闭延迟

如果在“打开”或“关闭”延迟计时器到期之前，“选定

事件”状况发生变化，则继电器输出不受影响。

3.6.5 5-5* 脉冲输入

这些脉冲输入参数通过设置脉冲输入的标定和滤波器设

置，来为脉冲参考值范围定义合适的间隔。输入端子 29

或 33 充当频率参考值输入。请将端子 29 (5-13 端子

29 数字输入) 或端子 33 (5-15 端子 33 数字输入) 设

为 [32] 脉冲输入。如果使用端子 29 作为输入，请将

5-01 端子 27 的模式 设为 [0] 输入。

13
0B

D
37

7.
10Ref.

Low freq.
P 5-50/
P 5-55

Input
(Hz)

High
ref.
value
P 5-53/
p 5-58

High freq.
P 5-51/
P 5-56

Low
ref.
value
P 5-52/
p 5-57

图 3.13 脉冲输入

5-50  端子 29 低频

范围: 功能:

4 Hz*   [4 -

31999

Hz]

根据 5-52 29 端参考/反馈低 的电机主轴速

度下限（低参考值），输入该低频极限。请

参考本节的图解。

5-51  端子 29 高频

范围: 功能:

32000 Hz*   [5 -

32000 Hz]

根据 5-53 29 端参考/反馈高 的电机主

轴速度上限（高参考值），输入该高频

极限。

5-52  端子29 低参考/反馈值

范围: 功能:

0 *  

[-4999

-

4999 ]

输入电机主轴速度的参考值下限 [Hz]。这也是

最低的反馈值（另请参阅 5-57 Term. 33 Low

Ref./Feedb. Value）。将端子 29 设置为数字

输入（5-02 端子 29 的模式 = [0] 输入和

5-13 端子 29 数字输入 = 适当值）。

5-53  端子29 高参考/反馈值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4999

-

4999 ]

输入电机主轴速度的最大参考值 [Hz]

以及最大反馈值，另请参阅 5-58 33

端参考/反馈高。选择端子 29 作为数

字输入（5-02 端子 29 的模式 =输入

[0]（默认值）， 5-13 端子 29 数字

输入 = 适当值）。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MG06C341 - VLT® 54标商册注的 ssofnaD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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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端子 33 低频

范围: 功能:

4 Hz*   [4 -

31999 Hz]

根据 5-57 Term. 33 Low Ref./Feedb.

Value 的电机主轴速度下限（低参考值），

输入该低频。

5-56  端子 33 高频

范围: 功能:

32000 Hz*   [5 -

32000 Hz]

根据 5-58 33 端参考/反馈高 的电机

主轴速度上限（高参考值），输入该高

频。

5-57  端子 33 低参考/反馈值

范围: 功能:

0 *   [-4999

- 4999 ]

输入电机主轴速度的低参考值 [Hz]。这也是

低反馈值（另请参阅 5-52 29 端参考/反馈

低）。

5-58  端子33高参考/反馈值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4999

- 4999 ]

输入电机主轴速度的高参考值

[Hz]。另请参阅 5-53 29 端参考/

反馈高。

3.6.6 5-6* 脉冲输出

注意
这些参数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无法修改。

这些参数用于配置脉冲输出及其功能和标定。请在

5-01 端子 27 的模式 中选择端子 27，在 5-02 端子

29 的模式 中选择端子 29。

Output value

Output
(Hz)

High output
value
P 5-60(term27)
P 5-63(term29)

High freq.
P 5-62(term27)
P 5-65(term2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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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脉冲输出的配置

5-60  27 端脉冲输出量

选项: 功能:

[0] 无功能

[45] 总线控制

[48] 总线控制,超时

[100] 输出频率

[101] 参考值

[102] 反馈

[103] 电动机电流

[104] 相对转矩极限

[105] 相对额定的转矩

[106] 功率

[107] 速度

[109] 最大输出频率

5-62  脉冲输出最大频率 #27

范围: 功能:

5000 Hz*   [4 -

32000 Hz]

根据在 5-60 27 端脉冲输出量 中选择

的输出变量设置端子 27 的最大频率。

5-63  29 端脉冲输出量

选项: 功能:

[0] 无功能

[45] 总线控制

[48] 总线控制,超时

[100] 输出频率

[101] 参考值

[102] 反馈

[103] 电动机电流

[104] 相对转矩极限

[105] 相对额定的转矩

[106] 功率

[107] 速度

[109] 最大输出频率

5-65  脉冲输出最大频率 #29

范围: 功能:

5000 Hz*   [4 -

32000 Hz]

设置与在 5-63 29 端脉冲输出量中设置

的输出变量对应的端子 29 最大频率。

3.6.7 5-7* 24 V 编码器输入

将 24 V 编码器同端子 12（24 V 直流电源）、端子 32

（通道 A）、端子 33（通道 B）和端子 20（接地）相

连。在 7-00 速度 PID 反馈源中选择 [1] 24 V 编码器

后，数字输入 32/33 将用于编码器输入。所用编码器的

类型为双通道（A 和 B） 24 V。最大输入频率： 32

kHz。

变频器的编码器连接

24 V 增量编码器。电缆最大长度 5 m。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TLV - 143C60GM64 ® 是 Danfoss 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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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24 V 或 10-30 V 编码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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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

CCW

图 3.16 编码器旋转方向

5-70  端子 32/33 每转脉冲

范围: 功能:

1024 *   [1 -

4096 ]

设置电机主轴每转的编码器脉冲数。从编

码器读取正确的值。

5-71  29/33 码盘方向

选项: 功能:

注意
该参数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无法更改。

在不改变编码器接线的情况下更改所检测到的编码

器旋转方向。

[0] 正常

顺时

针

将通道 A 设为在通道 B 之后 90°（电气角度）

（从编码器主轴的顺时针旋转方向看）。

[1] 反向

逆时

针

将通道 A 设为在通道 B 之前 90°（电气角度）

（从编码器主轴的顺时针旋转方向看）。

3.6.8 5-9* 总线控制

该参数组通过现场总线设置选择数字输出和继电器输出。

5-90  数字和继电器总线控制

范围: 功能:

0*   [0 -

0xFFFFFFFF ]

该参数可以保持由总线控制的数字输出和

继电器的状态。

逻辑“1”表示输出为高或者被激活。

逻辑“0”表示输出为低或者未被激活。

位 0 - 3 预留

位 4 继电器 1 输出端子

位 5 继电器 2 输出端子

位 6 - 23 预留

位 24 端子 42 数字输出

位 25 端子 45 数字输出

位 26 -

31

预留

表 3.6 位功能

5-93  脉冲输出 27 总线控制

范围: 功能:

0 %*   [0 -

100 %]

设置在 5-60 27 端脉冲输出量 中将输出端子

27 配置为 [45] 总线控制 时传输给该端子的

输出频率。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MG06C341 - VLT® 74标商册注的 ssofnaD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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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  脉冲输出 27 超时配置

范围: 功能:

0 %*   [0

- 100

%]

设置在 5-60 27 端脉冲输出量中将输出端子 27

配置为 [48] 总线控制超时并且检测到了超时的

情况下传输给该端子的输出频率。

5-95  脉冲输出 29 总线控制

范围: 功能:

0 %*   [0 -

100 %]

设置在 5-63 29 端脉冲输出量 中将输出端子

29 配置为 [45] 总线控制 时传输给该端子的

输出频率。

5-96  脉冲输出 29 超时配置

范围: 功能:

0 %*   [0

- 100

%]

设置在 5-63 29 端脉冲输出量 中将输出端子

29 配置为 [48] 总线控制超时 并且在检测到超

时的情况下传输给该端子的输出频率。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48 MG06C341 - VLT® 是 Danfoss 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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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数： 6-** 模拟输入/输出

该参数组用于设置模拟 I/O 配置和数输出。变频器配备

了 2 个模拟输入： 端子 53 和 54。这两个模拟输入可

以任意地分配给电压输入 (0-10 V) 或电流输入 (0/4-20

mA)

3.7.1 6-0* 模拟 I/O 模式

6-00  过零超时时间

范围: 功能:

10 s*   [1 - 99 s] 输入超时时间。

6-01  过零超时功能

选项: 功能:

选择超时功能。如果端子 53 或 54 上的

输入信号低于 6-10 Terminal 53 Low

Voltage、6-12 Terminal 53 Low

Current、6-20 Terminal 54 Low Voltage

或 6-22 Terminal 54 Low Current 所定

义的值的 50%，并且持续了在 6-00 Live

Zero Timeout Time 中定义的时间，则会

激活在 6-01 Live Zero Timeout

Function 中设置的功能。

[0] * Off

[1] 输出锁定

[2] 停止

[3] 点动

[4] 最大速度

[5] 停止并跳闸

Ref./Feedback

Analog input

High Ref./

Feedb. Value'

Low Ref./

Feedb. Value'

'Low Voltage'or

'Low Current'

'High Voltage'or

'High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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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 5 V 10 V

300

600

900

1200

1500

[V]

150

Par 6-xx

Par 6-xx

Par 6-xx

Par 6-xx

图 3.17 超时功能

3.7.2 6-1* 模拟输入 53

这些参数用于配置模拟输入 53（端子 53）的标定和极

限。

6-10  端子 53 低电压

范围: 功能:

0.07 V*   [0

- 10

V]

输入与 6-14 Terminal 53 Low Ref./Feedb.

Value 对应的电压 (V)。要激活 6-01 Live

Zero Timeout Function，设置值必须大于 1

V。

6-11  端子 53 高电压

范围: 功能:

10 V*   [0 -

10 V]

根据在 6-15 53 端参考/反馈高中设置的高参

考值来输入电压 (V)。

6-12  端子 53 低电流

范围: 功能:

4 mA*   [0

- 20

mA]

输入低电流值。该参考信号应对应于在 

6-14 Terminal 53 Low Ref./Feedb. Value 中

设置的参考值/反馈值下限。要激活 6-01 Live

Zero Timeout Function 中的断线超时功能，必

须将该值设置为大于 2 mA。

6-13  端子 53 高电流

范围: 功能:

20 mA*   [0 -

20 mA]

输入与在 6-15 Terminal 53 High Ref./

Feedb. Value 中设置的高参考值/反馈值对应

的高电流值。

6-14  端子  53 低参考/反馈值

范围: 功能:

0*   [-4999 -

4999 ]

根据参数 6-10 到 6-12 中设置的电压或电

流输入参考值或反馈值。

6-15  端子  53 高参考/反馈值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4999

- 4999 ]

根据参数 6-11 到 6-13 中设置

的电压或电流输入参考值或反馈

值。

6-16  端子 53 滤波时间常数

范围: 功能:

0.01 s*  

[0.01 -

10 s]

输入时间常量。这是用来消除端子 53 中电

气噪声的第一位数字低通滤波器的时间常

量。较大的时间常量有助于获得较好的衰减

效果，但这同时也会增加通过滤波器的时间

延迟。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MG06C341 - VLT® 94标商册注的 ssofnaD 是 

3 3



6-19  端子 53 模式

选项: 功能:

选择端子 53 是用于电流还是用于电压输

入。

[0] 电流模式

电压模式[1] *

3.7.3 6-2* 模拟输入 54

这些参数用于配置模拟输入 54（端子 54）的标定和极

限。

6-20  端子 54 低电压

范围: 功能:

0.07 V*   [0

- 10

V]

根据在 6-24 Terminal 54 Low Ref./Feedb.

Value 中设置的低参考值来输入电压 (V)。要

激活 6-01 Live Zero Timeout Function，设

置值必须大于 1 V。

6-21  端子  54 高电压

范围: 功能:

10 V*   [0 -

10 V]

根据在 6-25 Terminal 54 High Ref./Feedb.

Value 中设置的高参考值来输入电压 (V)。

6-22  端子 54 低电流

范围: 功能:

4 mA*   [0

- 20

mA]

输入低电流值。该参考信号应对应于在 

6-24 Terminal 54 Low Ref./Feedb. Value 中

设置的参考值/反馈值下限。要激活 6-01 Live

Zero Timeout Function 中的断线超时功能，设

置值必须大于 2 mA。

6-23  端子 54 高电流

范围: 功能:

20 mA*

20.00 mA*

  [0 - 20 mA]

  [参数

6-22-20.00 mA]

输入与在 6-25 Terminal 54

High Ref./Feedb. Value 中设

置的高参考值/反馈值对应的高电

流值。

6-24  端子 54 低参考/反馈值

范围: 功能:

0*   [-4999

- 4999 ]

根据 6-21 Terminal 54 High Voltage/

6-22 Terminal 54 Low Current 中设置的电压

或电流来输入参考值或反馈值。

6-25  端子 54 高参考/反馈值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4999

- 4999 ]

根据 6-21 Terminal 54 High

Voltage/6-23 Terminal 54 High

Current 中设置的电压或电流来输入

参考值或反馈值。

6-26  端子 54 滤波时间常数

范围: 功能:

0.01 s*  

[0.01 -

10 s]

输入时间常量。这是用来消除端子 54 中电

气噪声的第一位数字低通滤波器的时间常

量。较大的时间常量有助于获得较好的衰减

效果，但这同时也会增加通过滤波器的时间

延迟。

6-29  端子  54 模式

选项: 功能:

选择端子 54 是用于电流输入还是电压输

入。

[0] 电流模式

电压模式[1] *

3.7.4 6-7* 模拟/数字输出 45

这些参数用于配置模拟/数字输出端子 45 的标定和极

限。模拟输出为电流输出： 0/4-20 mA. 模拟输出的分辨

率为 12 位。模拟输出端子也可设为数字输出。

6-70  端子 45 模式

选项: 功能:

设置端子 45 作为模拟输出或数字输

出。

[0] * 0-20 mA

[1] 4-20 mA

[2] 数字输出

6-71  端子 45 模拟量输出

选项: 功能:

[0] 无功能

[100] 输出频率 0-100 Hz

[101] 参考值 最小参考值 - 最大参考值

[102] 反馈 最小反馈 - 最大反馈

[103] 电动机电流 0-Imax

[104] 相对转矩极限

[105] 相对额定的转矩

[106] 功率 0-Pnom

[107] 速度

[111] 速度反馈

[113] PID 箝位输出

[139] 总线控制 0-100%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TLV - 143C60GM05 ® 是 Danfoss 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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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端子  45 数字输出

选项: 功能:

选择端子 45 作

为数字电流输出。

另请参阅

6-70 端子 45 模

式。有关选项的详

细说明，请参阅 

5-40 继电器功

能。

[0] 无功能

[1] 控制就绪

[2] 变频器就绪

[3] 变频器就绪/远控

[4] 待机/无警告

[5] 运行

[6] 运行/无警告

[7] 有效范围/无警告

[8] 运行参考值/无警

[9] 报警

[10] 报警或警告

[11] 达到转矩极限

[12] 超出电流范围

[13] 低于电流下限

[14] 高于电流上限

[15] 超出速度范围

[16] 低于速度下限

[17] 高于速度上限

[18] 超出反馈范围

[19] 低于反馈下限

[20] 高于反馈上限

[21] 热警告

[22] 就绪,无热警告

[23] 远程就绪无过热

[24] 就绪,无过压/欠压

[25] 反向

[26] 总线正常

[27] 转矩极限和停止

[28] 制动,无制动警告

[29] 制动就绪,无故障

[30] 制动故障 (IGBT)

[31] 继电器 123

[32] 机械制动控制

[36] 控制字位 11

[37] 控制字位 12

[40] 超出参考值范围

[41] 低于参考值下限

[42] 超出参考值上限

[45] 总线控制

[46] 总线控制，超时：开

[47] 总线控制，超时：关

[56] 散热片清洗警告，高

[60] 比较器 0

[61] 比较器 1

6-72  端子  45 数字输出

选项: 功能:

[62] 比较器 2

[63] 比较器 3

[64] 比较器 4

[65] 比较器 5

[70] 逻辑规则 0

[71] 逻辑规则 1

[72] 逻辑规则 2

[73] 逻辑规则 3

[74] 逻辑规则 4

[75] 逻辑规则 5

[80] SL 数字输出 A

[81] SL 数字输出 B

[82] SL 数字输出 C

[83] SL 数字输出 D

[160] 无报警

[161] 反向运行

[165] 本地参考值有效

[166] 远程参考值有效

[167] 启动命令有效

[168] 手动模式

[169] 自动模式

[170] 回零完成

[171] 目标位置到达

[172] 定位控制出错

[193] 睡眠模式

[194] 断裂皮带

[198] 变频器旁路

6-73  端子  45 输出最小标定

范围: 功能:

0 %*   [0

- 200

%]

对端子 45 模拟信号的最小输出（0 或 4 mA）

进行标定。以相对于 6-71 Terminal 45 Analog

Output 中所选变量的全范围的百分数形式来设置

该值。

6-74  端子 45 输出最大标定

范围: 功能:

100 %*   [0

- 200

%]

对端子 45 模拟信号的最大输出 (20 mA) 进

行标定。以相对于 6-71 Terminal 45 Analog

Output 中所选变量的全范围的百分数形式来设

置该值。

6-76  端子 45 输出总线控制

范围: 功能:

0 *   [0 - 16384 ]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MG06C341 - VLT® 15标商册注的 ssofnaD 是 

3 3

CN0327
Rectangle
位置控制出错



3.7.5 6-9* 模拟/数字输出端子 42

这些参数用于配置模拟/数字输出端子 42 的极限。模拟

输出为电流输出： 0/4-20 mA。模拟输出的分辨率为 12

位。模拟输出端子也可设为数字输出。

6-90  端子  42 模式

选项: 功能:

设置端子 42 作为模拟输出或数字输

出。

[0] * 0-20 mA

[1] 4-20 mA

[2] 数字输出

6-91  端子  42 模拟量输出

选项: 功能:

[0] 无功能

[100] 输出频率

[101] 参考值

[102] 反馈

[103] 电动机电流

[104] 相对转矩极限

[105] 相对额定的转矩

[106] 功率

[107] 速度

[111] 速度反馈

[113] PID 箝位输出

[139] 总线控制

6-92  端子 42 

选项: 功能:

[0] 无功能

[1] 控制就绪

[2] 变频器就绪

[3] 变频器就绪/远控

[4] 待机/无警告

[5] 运行

[6] 运行/无警告

[7] 有效范围/无警告

[8] 运行参考值/无警

[9] 报警

[10] 报警或警告

[11] 达到转矩极限

[12] 超出电流范围

[13] 低于电流下限

[14] 高于电流上限

[15] 超出速度范围

[16] 低于速度下限

[17] 高于速度上限

[18] 超出反馈范围

[19] 低于反馈下限

[20] 高于反馈上限

[21] 热警告

[22] 就绪,无热警告

[23] 远程就绪无过热

6-92  端子  42 数字输出

选项: 功能:

[24] 就绪,无过压/欠压

[25] 反向

[26] 总线正常

[27] 转矩极限和停止

[28] 制动,无制动警告

[29] 制动就绪,无故障

[30] 制动故障 (IGBT)

[31] 继电器 123

[32] 机械制动控制

[36] 控制字位 11

[37] 控制字位 12

[40] 超出参考值范围

[41] 低于参考值下限

[42] 超出参考值上限

[45] 总线控制

[46] 总线控制，超时：开

[47] 总线控制，超时：关

[56] 散热片清洗警告，高

数字输出

[60] 比较器 0

[61] 比较器 1

[62] 比较器 2

[63] 比较器 3

[64] 比较器 4

[65] 比较器 5

[70] 逻辑规则 0

[71] 逻辑规则 1

[72] 逻辑规则 2

[73] 逻辑规则 3

[74] 逻辑规则 4

[75] 逻辑规则 5

[80] SL 数字输出 A

[81] SL 数字输出 B

[82] SL 数字输出 C

[83] SL 数字输出 D

[160] 无报警

[161] 反向运行

[165] 本地参考值有效

[166] 远程参考值有效

[167] 启动命令有效

[168] 手动模式

[169] 自动模式

[170] 回零完成

[171] 目标位置到达

[172] 定位控制出错

[193] 睡眠模式

[194] 断裂皮带

[198] 变频器旁路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TLV - 143C60GM25 ® 是 Danfoss 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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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端子 42 输出最小标定

范围: 功能:

0 %*   [0

- 200

%]

对端子 42 上模拟信号的最小输出（0 或 4

mA）进行标定。以相对于 6-91 Terminal 42

Analog Output 中所选变量的全范围的百分数形式

来设置该值。

6-94  端子 42 输出最大标定

范围: 功能:

100

%*

 

[0 -

200

%]

对端子 42 标定的最大输出 (20 mA) 进行标定。

以相对于 6-91 Terminal 42 Analog Output 中

所选变量的全范围的百分数形式来设置该值。

(mA)

0%

20

0/4

100%

Current

Analogue 
output 
Min Scale 
par. 6-93

Variable
for 
output 
example: 
Power

Analogue 
Output 
Max Scale 
par. 6-94

图 3.18

6-96  端子 42 输出总线控制

范围: 功能:

0*   [0 - 16384 ]

6-98  变频器型号

范围: 功能:

0 *   [0 - 0 ]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MG06C341 - VLT® 35标商册注的 ssofnaD 是 

3 3



3.8 参数： 7-** 控制器

3.8.1 7-0* 速度 PID 控制器

7-00  速度 PID 反馈源

选项: 功能:

注意
该参数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无法更改。

对速度闭环控制选择反馈源。

[1] 24V 编码器

[2] MCB 102

[3] MCB103

[6] 模拟输入 53

[7] 模拟输入端 54

[8] 端子 29 频率

[9] 频率输入 33

[20] 无

7-02  速度 PID 比例增益

范围: 功能:

0.015 *   [0

-

1 ]

输入速度控制器比例增益。比例增益可以将误差

（反馈信号与给定值之间的偏差）放大。该参数

随 1-00 配置模式[0] 开环速度 和 [1] 闭环

速度控制一起使用。在较高放大倍数下可以获得

更快速的控制。但是，如果放大倍数过高，控制

过程可能变得不稳定。

7-03  速度 PID 积分时间

范围: 功能:

8 ms*   [2

-

20000

ms]

输入速度控制器积分时间。该时间决定了内部

PID 控制用来修正误差的时间。误差越大，增益

增大的速度越快。积分时间导致信号延时，从而

造成衰减效果。借此可以排除稳态速度误差。较

短的积分时间可以实现快速控制，但如果积分时

间过短，过程可能会变得不稳定。积分时间过长

会使积分操作失效，从而导致所要求的参考值发

生重大偏差，因为过程调节器需要太长的时间来

调节误差。该参数随 [0] 开环速度和 [1] 闭

环速度 控制（在 1-00 配置模式 中设置）一

起使用。

7-04  速度 PID 微分时间

范围: 功能:

30 ms*   [0

-

200

ms]

输入速度控制器微分时间。微分器不会对恒定误

差做出反应。它提供与速度反馈的变化率成比例

的增益。误差变化越快，来自微分器的增益就会

越大。增益与误差的变化速度成正比。将该参数

设为 0 将禁用微分器。该参数随 1-00 配置模

式 [1] 闭环速度控制一起使用。

7-05  速度 PID 微分极限

范围: 功能:

5 *   [1

-

20 ]

为微分器提供的增益设置一个极限。由于微分增益

会在频率较高时增大，限制增益可能会比较有用。

例如，可以在低频下获得纯的微分回路，并在高频

下获得恒定的微分回路。该参数随 1-00 配置模式

[1] 闭环速度控制一起使用。

7-06  速度 PID 低通滤波

范围: 功能:

10

ms*

 

[1

-

100

ms]

注意
如果滤波过于严格，将可能会损

害动态性能。

该参数随 1-00 配置模式 [1]
速度闭环控制一起使用。

设置速度控制低通滤波器的时间常量。低通滤波器

可改善稳态性能并且消除反馈信号的振荡。如果系

统存在大量噪音，该功能将非常有用（请参阅

图 3.19）。例如，如果将时间常量 (τ) 设为

100 ms，则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将为 1/0.1 =

10 RAD/s，相当于 (10/2 x p) = 1.6 Hz。PID

调节器将只对频率变化小于 1.6 Hz 的反馈信号进

行调节。如果反馈信号的频率变化高于 1.6 Hz，

则 PID 调节器不会做出反应。

7-06 速度 PID 低通滤波的实际设置应采用来源编

码器上的每转脉冲数：

编码器 PPR 7-06 速度 PID 低通滤

波

512 10 ms

1024 5 ms

2048 2 ms

4096 1 ms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54 MG06C341 - VLT® 是 Danfoss 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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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  速度 PID 低通滤波

范围: 功能:

0.6

0.6

fg = 10 Hz

17
5Z

A
29

3.
11Feedback

Disturbed feedback signal

t (Sec.)

t (Sec.)

Filtered feedback signal

Feedback

图 3.19 反馈信号

7-07  速度 PID 反馈传动比

范围: 功能:

1 *   [0.0001 - 32 ]

7-08  速度 PID 前馈因子

范围: 功能:

0 %*   [0 -

500 %]

参考信号按指定的数量绕过速度控制器。这种

功能增加了速度控制环路的动态性能。

3.8.2 7-1* 转矩 PI 控制

用于配置转矩开环（1-00 配置模式）中的转矩 PI 控制

的参数。

7-12  转矩 PI 比例增益

范围: 功能:

100 %*   [0 -

500 %]

输入电流极限控制器的比例增益值。选择较高

的值会使控制器的反应更迅速。但过高的设置

会导致控制器不稳定。

7-13  转矩 PI 积分时间

范围: 功能:

0.020 s*   [0.002

- 2 s]

输入转矩控制器的积分时间。选择较低的

值会使控制器的反应更迅速。但过低的设

置会导致控制器不稳定。

3.8.3 7-2* 过程控制器 反馈

选择过程 PID 控制的反馈源，以及应如何处理该反馈。

7-20  反馈 1 来源

选项: 功能:

有效反馈信号最多只能由两个不同输入信

号叠加而成。选择应将哪个输入作为第一

个反馈信号的来源。第二个输入信号在 

7-22 过程 CL 反馈 2 的源 中定义。

[0] 无功能

[1] 模拟输入 53

[2] 模拟输入 54

[3] 端子 29 的输入

频率

[4] 端子 33 的输入

频率

7-22  过程 闭环反馈 2 的源

选项: 功能:

有效反馈信号最多只能由两个不同输入信

号叠加而成。选择应将哪个输入作为这些

信号中第二个信号的来源。第一个输入信

号在 7-20 反馈 1 来源 中定义。

[0] 无功能

[1] 模拟输入 53

[2] 模拟输入 54

[3] 端子 29 的输入

频率

[4] 端子 33 的输入

频率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MG06C341 - VLT® 55标商册注的 ssofnaD 是 

3 3



3.8.4 7-3* 过程 PID 控制器 

7-30  过程 PID 正常/反向控制

选项: 功能:

正常控制和反向控制是通过在参考信号和反馈信号之

间引入一个差值来实现的。

[0] 正常 设置过程控制，使输出频率增大。

[1] 反向 设置过程控制，使输出频率减小。

7-31  过程 PID 防积分饱和

选项: 功能:

[0] 关 即使当输出频率无法再增减时，也将继续进行偏差调

整。

[1] 开 在输出频率无法再调整时停止偏差调整。

7-32  过程 PID 控制启动速度值

范围: 功能:

0 RPM*   [0 -

6000

RPM]

输入作为 PID 使能信号的电机速度。通电

后，变频器首先开始加减速，然后在开环速度

控制下运行。当达到过程 PID 启动速度后，

变频器将切换到过程 PID 控制。

7-33  过程 PID 比例增益

范围: 功能:

0.01 *   [0 -

10 ]

输入 PID 比例增益。该比例增益将放大设

定点和反馈信号之间的偏差。

7-34  过程 PID 积分时间

范围: 功能:

9999 s*   [0.10

- 9999

s]

输入 PID 积分时间。积分器以设置点与反

馈信号之间的恒定偏差为基础，提供一个不

断增加的增益。积分时间是积分器达到与比

例增益相同的增益所需的时间。

7-35  过程 PID 微分时间

范围: 功能:

0 s*   [0

- 20

s]

输入 PID 微分时间。微分器不会对恒定偏差做出

反应，它仅在偏差变化时提供增益。PID 微分时

间越短，来自微分器的增益就会越大。

7-36  过程 PID 微分增益极限

范围: 功能:

5 *   [1 -

50 ]

输入微分器增益 (DG) 的极限。如果未设置极

限，当出现快速变化时，DG 将增大。限制 DG 可

在出现慢速变化时获得纯微分增益，出现快速变化

时获得恒定微分增益。

7-38  过程 PID 前馈因子

范围: 功能:

0 %*   [0

-

200

%]

7-38 过程 PID 前馈因子 借助 FF 因子，可以在

信号发送过程中让定量的参考信号绕过 PID 控

制，这样，PID 控制只会影响其余部分的控制信号

对该参数的任何更改都会影响电机速度。借助 FF

因子，可以在信号发送过程中让定量的参考信号绕

过 PID 控制，这样，PID 控制只会影响其余部分

的控制信号。7-38 过程 PID 前馈因子仅在 

1-00 配置模式 仅为 [3] 过程时有效。

7-39  使用参考值带宽

范围: 功能:

5 %*   [0 -

200 %]

输入使用参考值带宽。当 PID 控制偏差（参考

值与反馈之间的偏差）小于此参数的设定值时，

使用参考值状态位将为高，即 = 1。

3.8.5 7-4* 高级过程 PID 控制

仅在 1-00 配置模式设为 [7] 扩展 PID 速度闭环时，

参数组才可使用。

7-40  过程 PID I 部分复位

选项: 功能:

[0] 端子

号

[1] 是 选择 [1] 是可将过程 PID 控制器的 I 部分复位。

该选择将自动回复为 [0] 否。通过将 I 部分复

位，可以在更换了流程中的某物（比如纱卷）之后从

某个明确定义的点开始。

7-41  过程 PID 输出负 箝位

范围: 功能:

-100 %*   [ -100 -

100 %]

输入过程 PID 控制器输出的负极

限。

7-42  过程 PID 输出正 箝位

范围: 功能:

100 %*   [ -100 - 100

%]

输入过程 PID 控制器输出的正极

限。

7-43  过程 PID 比例增益(最小 参考值时)

范围: 功能:

100 %*   [0

-

100

%]

输入一个标定百分比，以便在以最小参考值工作

时应用到过程 PID 输出上。该标定百分比将在

最小参考值标定 (7-43 过程 PID 比例增益(最

小 参考值时)) 和最大参考值标定 (7-44 过程

PID 比例增益(最大 参考值时)) 之间按线性方

式进行调整。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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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过程 PID 比例增益(最大 参考值时)

范围: 功能:

100 %*   [0

-

100

%]

输入一个标定百分比，以便在以最大参考值工作

时应用到过程 PID 输出上。该标定百分比将在

最小参考值标定 (7-43 过程 PID 比例增益(最

小 参考值时)) 和最大参考值标定 (7-44 过程

PID 比例增益(最大 参考值时)) 之间按线性方

式进行调整。

7-45  过程 PID 前馈源

选项: 功能:

选择将变频器的哪一个输入用作前馈因

子。FF 因子被直接添加到 PID 控制器

的输出上。这提高了动态性能。

[0] 无功能

[1] 模拟输入端 53

[2] 模拟输入端 54

[7] 端子 29 频率

[8] 端子 33 频率

[11] 本地总线参考值

[32] PCD 总线

7-46  过程 PID 前馈正常/反向 控制

选项: 功能:

[0] 正常 选择 [0] 正常可设置前馈因子，以将前馈源视作正

值。

[1] 反向 选择 [1] 反向，可将前馈源视作负值。

7-48  PCD 前馈

范围: 功能:

0 *   [0 - 65535 ]

7-49  过程 PID 输出正常/反向 控制

选项: 功能:

[0] 正常 选择 [0] 正常，可按原样使用来自过程 PID 控制器

的结果输出。

[1] 反向 选择 [1] 反向，将反转来自过程 PID 控制器的结果

输出。该操作在应用前馈因子后执行。

3.8.6 7-5* 扩展 过程 PID 控制器

仅在 1-00 配置模式设为 [7] 扩展 PID 速度闭环时，

参数组才可用。

7-50  过程 PID 扩展 PID

选项: 功能:

[0] 禁用 禁用过程 PID 控制器的扩展部分。

[1] 启用 启用 PID 控制器的扩展部分。

7-51  过程 PID 前馈增益

范围: 功能:

1 *   [0

-

100 ]

前馈用于根据明确信号获得所要求的水平。这样一

来，PID 控制器仅需处理因为未知特性而需要进行

的更少量控制。7-38 过程 PID 前馈因子 中的标

准前馈因子始终与参考值有关，这使得 7-51 过

程 PID 前馈增益拥有更多选择。在卷绕应用中，

前馈因子通常是系统的生产线速度。

7-52  过程 PID 前馈加速

范围: 功能:

0.01 s*   [0.01 - 100 s] 控制加速时的前馈信号的动态。

7-53  过程 PID 前馈减速

范围: 功能:

0.01 s*   [0.01 - 100 s] 控制减速时的前馈信号的动态。

7-56  过程 PID 参考值 滤波时间

范围: 功能:

0.001 s*   [0.001

- 1 s]

设置参考值的第一位低通滤波器的时间常

量。低通滤波器可改善稳态性能并且消除

参考/反馈信号的振荡。但是，如果滤波过

于严格，可能会损害动态性能。

7-57  过程 PID 反馈 滤波时间

范围: 功能:

0.001 s*   [0.001

- 1 s]

设置反馈的第一位低通滤波器的时间常

量。低通滤波器可改善稳态性能并且消除

参考/反馈信号的振荡。但是，如果滤波过

于严格，可能会损害动态性能。

7-60  反馈 1 转换

选项: 功能:

[0] 线性

[1] 平方根

7-62  反馈 2 转换

选项: 功能:

[0] 线性

[1] 平方根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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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参数： 8-** 通讯和选件

3.9.1 8-0* 一般设置

8-01  控制地点

选项: 功能:

该参数中的设置将替代 8-50 选择惯性停车 到 

8-56 预置参考值选择 的设置。

[0] 数字和控

制字

使用数字输入和控制字进行控制。

[1] 仅数字 仅使用数字输入进行控制。

[2] 仅控制字 仅使用控制字进行控制。

8-02  控制字源

选项: 功能:

注意
该参数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无法调整。

[0] 无

[1] FC 端口

8-03  控制字超时时间

范围: 功能:

1 s*   [0.1

- 6000

s]

输入您希望在接收两个连续电报之间经过的最长

时间。如果超过该时间，则表明串行通讯已经停

止。随后会执行在 8-04 控制字超时功能中选择

的功能。

8-04  控制字超时功能

选项: 功能:

[0] 关 选择超时功能。如果控制字在 8-03 控制字超

时时间 所指定的时间内没有被更新，则会激

活该超时功能。

[1] 锁定输出

[2] 停止

[3] 点动

[4] 最大速度

[5] 停止并跳闸

8-07  诊断触发器

选项: 功能:

[0] 禁用

[1] 在报警时触发

[2] 触发报警/警告。

3.9.2 8-1* 控制 字设置

8-10  控制字格式

根据已安装的现场总线，选择对控制字和状态字的解释。仅当所

选内容对安装在插槽 A 中的现场总线有效时，才会在 LCP 显

示屏中看到所选内容。

有关选择 [0] FC 协议和 [1] PROFIdrive 协议的指导，请参

考设计指南的 RS-485 接口串行通讯章节。

有关选择 [1] PROFIdrive 协议的其他指导，请参考所安装现

场总线的操作手册。

选项: 功

能:

[0] FC 结构

[1] PROFIdrive

结构

8-14  可配置控制字 CTW

选项: 功能:

[0] 无

[1] 行规默认值

[2] 控制字有效,低值

[4] 出错反向

[5] 复位 I 部分

[6] 使能

8-19  产品订货号

范围: 功能:

Size

related*

  [0 -

2147483647 ]

如果选择 [0]，将可以读取已安

装现场总线选件的实际现场总线

产品代码。如果选择 [1]，将可

以读取实际的供应商 ID。

3.9.3 8-3* FC 端口设置

8-30  协议

选项: 功能:

不能为集成的 RS-485 端口选择协议。

[0] FC 根据 FC 协议进行通讯。

[2] Modbus RTU 按照 Modbus RTU 协议进行通讯。

8-31  地址

范围: 功能:

1 *   [ 0.0 -

247 ]

输入 RS-485 端口的地址。有效范围： FC-

bus 为 1-126，Modbus 为 1-247。

参数说明 VLT® AutomationDrive FC 360 编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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