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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承蒙购买 Panasonic 产品，非常感谢。 
● 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确保安全而又正确地使用本产品。 
● 请妥善保管本使用说明书。 
 

关于本产品的适用 
 

● 本公司生产的通用变频器的设计、制造目的并不适用于事关人命状况下所使

用的机器及系统。 
将本资料中所记载的产品用于特殊用途，诸如乘用移动体、医疗、宇宙航空、

核能控制、海底中转设备或系统上时，请与本公司洽谈。 
● 本产品是在严格的品质管理下生产的，但是在重要设备(会因本商品的故障而

危及生命)及会因商品故障而产生重大损失的设备上使用时，请设置安全装

置，防止重大事故的发生。 
● 请勿在三相感应电机以外的负载上使用本产品。 
● 废弃本产品时，请作为工业废弃物处理。 
 

 
 



 

 

 



i 

目录 
目录 ..................................................................................................i 

安全注意事项 ................................................................................. 1 

使用须知 ......................................................................................... 7 

使用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 8 

1. 各部分名称及其作用 ................................................................. 11 

1.1 各部分名称及其作用 ................................................................... 12 

1.2 机型一览 ..................................................................................... 14 

2. 安装 ......................................................................................... 15 

2.1 安全注意事项 ............................................................................. 16 

2.2 安装时的注意事项 ...................................................................... 17 

2.3 尺寸图 ........................................................................................ 19 

3. 接线方法 .................................................................................. 21 

3.1 安全注意事项 ............................................................................. 22 

3.2 端子外壳的拆卸和安装 ............................................................... 23 

3.3 接线方法(主回路) ....................................................................... 24 

3.3.1 主回路接线图 ................................................................... 24 

3.3.2 主回路接线时的注意事项 ................................................. 26 

3.4 接线方法(控制电路) .................................................................... 29 

3.4.1 端子排列图和各端子的功能 .............................................. 29 

3.4.2 控制电路端子的共同注意事项 .......................................... 31 

3.4.3 各端子特有的注意事项 ..................................................... 32 

3.5 配件(AMK300-REM1)的连接和使用方法 ................................... 35 



 

ii 

4. 基本操作和试运行的方法......................................................... 37 

4.1 安全注意事项 ............................................................................. 38 

4.2 操作面板的说明 .......................................................................... 39 

4.3 各模式的说明 ............................................................................. 40 

4.4 各模式间切换方法 ...................................................................... 41 

4.5 旋转方向设定模式 ...................................................................... 42 

4.6 监视模式 ..................................................................................... 43 

4.6.1 监视参数一览 ................................................................... 43 

4.6.2 各监视内容的说明 ............................................................ 44 

4.7 参数变更方法 ............................................................................. 49 

4.7.1 停止状态下的功能参数的变更 .......................................... 49 

4.7.2 运行状态下的功能参数的变更 .......................................... 50 

4.8 功能参数一览 ............................................................................. 52 

4.8.1 P0 功能参数一览 ............................................................. 52 

4.8.2 P1 功能参数一览 ............................................................. 57 

4.8.3 P2 功能参数一览 ............................................................. 64 

4.8.4 P3 功能参数一览 ............................................................. 66 

4.9 运行方法 ..................................................................................... 69 

4.10 通过操作面板运行 .................................................................... 70 

4.10.1 通过操作面板运行和设定频率的变更方法 1 ................... 70 

4.10.2 通过操作面板运行和设定频率的变更方法 2 ................... 72 

4.11 通过外部输入信号运行 ............................................................. 73 

4.12 通过外部设备设定频率 ............................................................. 74 



iii 

4.13  V/F 控制的设定方法 ................................................................. 77 

4.14 自动调谐 ................................................................................... 78 

4.15 矢量控制 ................................................................................... 80 

5. 异常情况及其对策 ................................................................... 83 

5.1 安全注意事项 ............................................................................. 84 

5.2 异常诊断功能和复位方法 ............................................................ 84 

5.2.1 异常跳闸的个别内容和处理 .............................................. 84 

5.2.2 异常跳闸时的复位方法 ..................................................... 86 

5.3 异常时的处理方法 ...................................................................... 87 

5.3.1 电机不旋转(异常显示不亮灯的情况下) ............................. 87 

5.3.2 电机不旋转(异常显示亮灯的情况下) ................................. 87 

5.3.3 断路器跳闸 ....................................................................... 88 

5.3.4 电机异常发热 ................................................................... 88 

5.3.5 无法通信 .......................................................................... 88 

6. 维护、检查 .............................................................................. 89 

6.1 安全注意事项 ............................................................................. 90 

6.2 检查时的注意事项 ...................................................................... 90 

6.3 检查项目 ..................................................................................... 90 

6.4 关于部品更换 ............................................................................. 91 

6.5 维护•检查表 ............................................................................... 92 
7. 规格 ......................................................................................... 95 

7.1 额定 ............................................................................................ 96 

7.2 标准规格 ..................................................................................... 98 



 

iv 

7.3 共通规格 ..................................................................................... 99 
 

附录 功能参数详细说明 ............................................................. 103 

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 217 

Precautions on European Standard Directives .......................... 218 

欧洲规格指令的注意事项 ........................................................... 219 

关于保修 ..................................................................................... 220 

修改履历 

 



 

 1 

 

安全注意事项 

 
 
 
 
 
 
 
 
 
 

 
 



安全注意事项 
 
 

2 

 

安全注意事项 

在安装、运行、维护、检查之前，请务必熟读此手册及其附属文件，以便正

确地加以使用。 
对设备的情况、安全信息及其注意事项均熟练地掌握之后再加以使用。 
本使用手册在安全注意事项栏中划分“危险”和“注意”两个等级。 

 

：发生误操作时会出现危险状况，有可能导致死亡

或重伤的情况。 

 
：发生误操作时会出现危险状况，有可能导致中等

程度或轻度伤害的情况，以及可能发生物品损坏

的情况。 

另外，即使 
 
中所记入的事项，由于情况的不同，也可能

导致严重后果。 

两种情况下所记录的均为重要内容，请务必严加遵守。 

 
 
 
 



安全注意事项 

 

3 

1. 安装 

 注 意 

● 请安装在金属等不易燃的物品上。否则可能引发火灾。 

● 请勿放置在可燃物品附近。否则可能引发火灾。 

● 搬运时请勿手持端子盖。否则可能掉落造成人员受伤。 

● 请勿使金属片等异物侵入。否则可能引发火灾。 

● 按照使用说明书，安装场所应能承受该设备的重量。否则可能掉落造成

人员受伤。 

● 请勿安装、运行有损伤、缺少部品的变频器。否则可能造成人员受伤。 

 
2. 接线 

 危 险 

● 请确认切断输入电源后再进行接线。否则可能导致触电及火灾。 

● 请务必连接接地线。否则可能导致触电及火灾。 

● 请委托电气工程的专业人员来实施接线作业。否则可能导致触电及火灾。 

● 请务必在安装主机后再进行接线。否则可能导致触电及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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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意 

● 请勿在输出端子(U·V·W)上连接交流电源。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害及火灾。 

● 请确认产品的额定电压和交流电源的电压是否一致。否则可能导致人身

伤害及火灾。 

● 请按照指定的紧固扭矩来固定端子螺丝。否则可能导致火灾。 

● 请勿在直流端子 P/DB+、N−上连接电阻。否则可能会引起火灾。 
 

3. 运行 

 危 险 

● 请务必在关闭端子盖后再接通输入电源。另外，通电中请勿打开端子盖。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及火灾。 

● 请勿用湿手操作开关、旋钮。否则可能导致触电。 

● 变频器在通电时，即使是停止状态下也不要触摸变频器的端子。否则可

能导致触电。 

● STOP 键并非紧急停止用开关，因此请另外准备紧急停止开关。否则可能导

致人身伤害。 

● 由于设置了启动方式和瞬时停止再次启动功能，在运行信号为 ON 时，

有可能因电源的接通或停电后恢复供电时突然启动(或再次启动)，所以

请不要靠近设备，以避免受伤。 

在对设备的设计中，请考虑到即使突然启动也 
能够保护人的安全。 

● 由于设置了启动模式功能，在加入运行信号的情况下对异常跳闸进行复

位时，有时会突然再次启动。 
请采取措施确保人身安全。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害。 

● 使用再试功能时，有时会自动突然启动(再次启动)，所以请勿靠近。(请
采取措施确保人身安全)，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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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自动调谐功能时，按下面板的运行开关 RUN 键后，变频器在独自运行

模式下自动驱动电机。 
请采取措施确保人身安全。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害。 

● 请在运行前确认、调节各参数。 
部分机器可能会发生意外的动作。 
请采取措施确保人身安全。否则可能导致受伤。 

● 运行过程中改变数据时，可能会使电机及电机负载的变动发生较大变化，

发生突然启动停止。 
请采取措施确保人身安全。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害。 

 

 注 意 

● 由于散热片、制动电阻处于高温状态，因此请勿触摸。否则可能会造成烫伤。 

● 由于变频器很容易从低速设定变为高速运行，因此设定时应先仔细确认

电机和机械的允许范围。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害。 

● 必要时请另外准备保持制动器。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害。 

 

4. 维护、检查和部件更换 

 危 险 

● 维护和检查请在电源断开 5 分钟以后再进行。否则可能导致触电。 

● 指定以外的人员不能进行维护、检查和更换部件。 
[作业之前要把金属物品(手表、手镯等)拿掉] 
请使用带有绝缘保护的工具。否则可能导致触电及人身伤害。 

● 通电时请勿更换冷却风扇。否则可能导致触电及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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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意 

● 请委托电气工程公司定期紧固端子螺丝。端子螺丝的松动可能会引起发

热，并引发火灾。 

 

5. 其他 

 危 险 

● 请勿对本产品加以改造。 
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害。 

 

6. 一般注意事项 

本手册中的所有图解，为了说明详细部分的结构，有时是在取掉保护盖或遮蔽

物的情况下描画的，在产品运行时请务必按照手册的要求盖上保护盖或遮蔽物，

根据使用手册进行运行。 

 

7. 变频器机体上的警告标识 
뺡뺡뺡뺡뺡뺡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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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请在周围温度允许范围内使用。(-10℃～+50℃) 

(5.5kW/7.5kW/11kW/15kW 轻负载规格时温度：-10℃～+40℃)  
变频器的寿命受周围温度的影响很大，因此请在允许温度范围内使用。另外，还

需要注意安装方向和环境。(参照 P.17) 
 将电源电压施加到变频器的输出侧时，变频器会被损坏。 

在输出端子 U，V，W 处施加电源电压时，变频器会被损坏，因此请仔细检查接

线是否有误，并检查运行时序(商用切换电路等)。另外，请勿施加超过允许值的

电压。 
 运行中请勿用手触摸变频器内部。 

由于为高电压电路，因此十分危险。检查时请务必切断变频器的电源，并在过 5
分钟之后再进行检查。运行时散热片、制动电阻有时处于高温状态下，因此请勿

用手触摸。 
 电波干扰 

由于变频器的主回路内含高频谐波成分，会对在变频器周围使用的 AM 收音机等

通信设备产生干扰。干扰与该地区的电波强度有关，难以完全消除。可以通过改

变收音机的方向，设置噪声滤波器，置于金属盒内，使用电线管等方法来降低干

扰。(请另外垂询) 
 请勿在变频器的电线之间测试电阻。 

测量电源线和电机电线之间的电阻时，应将连接到变频器的电线拆下，通过电线

进行测试。请勿测试控制电路的电阻。可在充电部－大地之间测试电阻。 
 请勿使用电源侧，负载侧的电磁接触器来启动、停止电机(变频器)。 

在电源侧频繁地进行 ON/OFF 操作时，会导致变频器发生故障。另外，变频器

运行时如果在负载侧进行 ON/OFF 操作，则会使变频器异常跳闸。应通过变频

器的运行信号来对电机进行启动/停止。 
 请勿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安装进相用电容器和浪涌吸收器。 

否则会使变频器发生故障，造成电容器等的破损。已连接的情况下请拆卸下来。 
 请勿在电机以外的负载及单相电机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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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变频器保护功能的注意事项 

变频器中内置有防止失速、限制电流、过电流保护等多项保护功能。这些保护功

能的目的在于保护变频器不受使用时突发的异常状态的影响，并非平常所使用的

控制功能。 
因此，请避免在通常使用状态下，这些保护功能会动作的使用方法。 
否则可能会缩短变频器的寿命，或对变频器造成损坏。 
 
使用变频器时，必须用测量仪器测量输出电流等，确认异常跳闸存储器的内容，

并确认使用说明书中所记载的所有注意事项，确认商品规格是否存在问题。 
 
保护功能启动时，请在排除原因后，复位变频器，并重新运行。 
此外，如果变频器输入侧的断路器跳闸，则可能是由于接线故障、变频器内部零

件损坏等。 
请确定断路器跳闸的原因，排除原因后再次接通断路器。 
 请采取抑制高次谐波的措施。 

由变频器产生的电源高次谐波可能导致进相电容器、发电机过热或受损。 
 400V系列电机的相关注意事项 

通过变频器驱动 400V 系列电机时，请使用经绝缘强化处理的电机、或采取抑制

浪涌电压的措施。 
在电机的端子上产生因接线常数导致的浪涌电压，可能会因该电压导致电机的绝

缘老化。 
 电子式热继电器可能无法对电机进行过热保护。建议同时设置外部热继电器、

PTC热敏电阻进行过热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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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各部分名称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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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V/0.2kW,0.4kW 的场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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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机种场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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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kW 以下的场合>

（※4）

（※4）

<11kW/15kW 的场合>

操作面板 安装孔
警告标识（绿） 端子外盖
外壳 选项单元连接盖
额定表示（※1） 端子外壳固定螺丝
散热片 主回路端子外壳
主回路线进线孔 冷却风扇连接器盖（※2）
控制线进线孔 冷却风扇（※2）
选项单元连接端口（RJ45） 冷却风扇外壳（※2）
控制电路端子台（信号输入/输出） 内部部品冷却风扇（※3）
控制电路端子台（继电器输出） 内部部品冷却风扇外壳（※3）
主回路端子台 内部部品冷却风扇外壳固定螺丝（※3）
接地端子 接线铭板

※1 请通过额定铭板确认是否与您所订购的产品一致。
※2 0.75kW以下的机型不配备冷却风扇（配备第 和第 项）。
※3 11kW、15kW的机型配备内部冷却风扇（配备第
※4 5.5kW、7.5kW的机型配备2个。

、 和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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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机型一览 
 

 

 

 

A MK300 0P7 4

0P2: 0.2kW 1P5: 1.5kW 5P5: 5.5kW 015: 15kW
0P4: 0.4kW 2P2: 2.2kW 7P5: 7.5kW
0P7: 0.75kW 3P7: 3.7kW 011: 11kW

2 200V
4 400V

输入电源
适用电机容量

（kW）
型号

单相200V

0.2 AMK3000P22
0.4 AMK3000P42
0.75 AMK3000P72
1.5 AMK3001P52
2.2 AMK3002P22

输入电源
适用电机容量

（kW）
型号

三相400V

0.75 AMK3000P74
1.5 AMK3001P54
2.2 AMK3002P24
3.7 AMK3003P74
5.5 AMK3005P54
7.5 AMK3007P54
11 AMK3000114
15 AMK300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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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安全注意事项 
 

 

请安装在金属等不易燃的物品上。 
否则可能引发火灾。 
请勿放置在可燃物品附近。 
否则可能引发火灾。 
搬运时请勿手持端子盖。 
否则可能掉落造成人员受伤。 
请勿使金属片等异物侵入。 
否则可能引发火灾。 
按照使用说明书，安装场所应能承受该设备的重量。 
否则可能掉落造成人员受伤。 
请勿安装、运行有损伤、缺少部品的变频器。 
否则可能造成人员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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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装时的注意事项 
 

■ 请勿安装在以下场所 

·阳光直射的场所。 
·有水汽及湿气较大的场所。 
·漂浮油雾、尘埃、棉尘的场所。 
·会溅到风雨、水滴、油滴的场所。 
·有腐蚀性气体、爆炸性气体、可燃性气体的场所。 
·安装在木材等可燃性材质上或者可燃物品附近。 
·经常受到振动的场所。 
 
■ 请勿使周围温度超过允许周围温度 

设置在发热物体附近或置于柜内时，变频器的周围温度会升高，从而降低寿命。

安装在柜内时，请充分考虑冷却方法和柜的尺寸。 
○ 允许周围温度：-10℃～+50℃ 
(5.5kW/7.5kW/11kW/15kW 轻负载规格时温度：-10℃～+40℃) 
(周围温度的测定点应在离机体 5cm 处) 
○ 安装多台变频器的情况下 
横向紧密安装的情况下，周围温度应在-10℃～+40℃。 
 
■ 请垂直安装 

如不垂直安装，则会降低变频器的散热效果，引发故障。 

垂直安装 水平安装 横向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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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所需空间 

单件安装时 

为了确保变频器冷却所需的通风空间和接线所需空间，请务必留出如下图所示的

安装空间。 

10 cm 以上

10 cm 以上

5 cm
以上

5 cm
以上

 

多台变频器横向紧密安装时 

多台变频器在控制柜内横向紧密安装时，请务必确保下图所示的安装空间。 
 

10 cm以上 2 cm以上

10 cm以上

5 cm
以上

5 c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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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尺寸图 
 

PR O G

D

5

H
1

H

D

5

10

W1

W

24

4-φd(安装孔)(注1)

<0.75kW 以上的场合> <200V/0.2kW,0.4kW的场合>

2-φd(安装孔)(注1)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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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相 200V输入型 
单位：mm

 

变频器容量 W1 W H1 H D φd 
AMK3000P22 

63 72 131 140 146 5 
AMK3000P42 
AMK3000P72 

100 110 130 140 156 5 AMK3001P52 
AMK3002P22 130 140 130 140 156 5 

 

■ 三相 400V 输入型 
单位：mm

 

变频器容量 W1 W H1 H D φd 
AMK3000P74 

100 110 130 140 156 5 
AMK3001P54 
AMK3002P24 

130 140 130 140 156 5 AMK3003P74 
AMK3005P54 150 160 190 200 185 5 
AMK3007P54 
AMK3000114 

204 220 265 280 198 7 
AMK3000154 

注 1）AMK3000114,AMK3000154 安装孔使用 M6 螺丝。其他几种安装孔使用 M4 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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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安全注意事项 
 

 

请确认切断输入电源后再进行接线。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及火灾。 
请务必连接接地线。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及火灾。 
请委托电气工程的专业人员来实施接线作业。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及火灾。 
请务必在安装主机后再进行接线。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及人身伤害。 

 

请勿在输出端子(U·V·W)上连接交流电源。 
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害及火灾。 
请确认产品的额定电压和交流电源的电压是否一致。 
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害及火灾。 
请按照指定的紧固扭矩来固定端子螺丝。 
否则可能导致火灾。 
请勿在直流端子 P/DB+、N−上连接电阻。否则可能会引起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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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端子外壳的拆卸和安装 
 

■ 端子盖 1(端子外壳)的拆卸和安装 

〔拆卸〕 ① 先松开螺丝，拿住端子外壳的下方中央部，轻轻拉起。 
〔安装〕 ② 将端子外壳的安装卡爪插入外壳的插入口中，轻轻按下端子盖 1 的

下方中央部。 

<7.5kW 以下的场合>  <11kW/15kW 的场合>  

■ 端子盖 2(主回路端子外壳)的拆卸和安装 

〔拆卸〕 ① 拿住主回路端子外壳的中央部，轻轻拉起，直至安装卡爪松开。 
〔安装〕 ② 将主回路端子外壳的安装卡爪插入外壳的插入口中，轻轻按下。 

<7.5kW 以下的场合>  <11kW/15kW 的场合>  

注 1) 螺丝为防止粉尘进入设计成不能从外壳脱卸的构造。 
注 2) 安装后，请务必确认端子外壳和主回路端子外壳是否切实安装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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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接线方法(主回路) 
 

3.3.1 主回路接线图 
 

为了适应 CE 标记的要求，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必须设置过电流，短路以及漏

电的保护设备。 
■ 单相 200V / 0.2kW, 0.4kW 

接地端子

电机

制动电阻器

：接地符号

电源

配线用断路器
（MCCB）

P/DB+ N- DB-

L1 L2 U V W

 
■ 单相 200V / 0.75kW～2.2kW 

电源

配线用断路器

接地端子
电机

：接地符号
制动电阻器

（MCCB）

 
■ 三相 400V / 0.75kW～15kW 

电源

配线用断路器

接地端子
电机

：接地符号
制动电阻器

（M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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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回路端子的功能 

端子号 端子名称 端子功能说明 

R/L1, S/L2, T/L3 
L1, L2 主回路电源输入 主回路电源输入 

若为单相 200V 型，连接至 L1，L2 端子。 
U, V, W 变频器输出 连接到三相电机上。 
P/DB+, DB– 制动电阻连接 连接制动电阻。 
N－ 内部直流电压负 内部直流电压的负极端子。 

   2 个 接地 

为接地用端子。 
单相 200V 型: 接地电阻 100Ω以下 
三相 400V 型: 接地电阻 10Ω以下 
请将电源中性点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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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主回路接线时的注意事项 
 

■ 接线时的注意事项 

为了避免误接线和误操作，请注意下述事项。(否则可能导致设备损坏) 
·请务必将电源连接到输入端子 R/L1、S/L2、T/L3(单相 200V 时输入端子为

L1, L2)，将电机连接到输出端子(U、V、W)上。此外，请正确顺序连接输出端

子(U、V、W)。否则电机会反转。 
·电源、电机接线的端子请使用带套管的圆形压接端子。请按照电线尺寸和螺丝

尺寸选择压接端子。 
·主回路接线后，请务必确认紧固情况。 
·主回路接线必须在控制电路接线之前进行。否则，控制电路接线一旦完成，则

不能重新紧固。 
·连接到大容量的电源变压器(500 kVA 以上)正下方时，请务必在变频器的输入

侧设置 AC 电抗器。 
 
注 1： 主电路端子台导线的最大数量：2。 
注 2： 主回路的推荐电线为连续最高容许温度达 75℃的 600V 2 型乙烯绝缘电

线。 
注 3： 接线距离较长时，请使用较粗的电线直径。 
注 4： 接线用断路器的过电流跳闸为完全电磁式的情况下，会因高谐波产生过

热，因此请在 50％以下选择负载率。 
注 5： 请勿使用电机断路器。 
注 6： 输入时，请务必连接防止过电流、短路、漏电等的保护装置。 
 
■ 使用再生制动时的注意事项 

·使用再生制动的情况下，请将参数 P026 的设定值为“0”。由于出厂时数据设

为“1”，制动器不进行动作。 
·再生制动的规格如下所示。使用前请充分考虑使用条件。超过规格使用的情况

下，可能会造成变频器的破损，因此敬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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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装置、电线尺寸及紧固扭矩 

•单相  200V 

变频器容量 

接线用断路器

(MCCB) 

额定电流值 

电线尺寸 
螺丝 

尺寸 

紧固 

扭矩 

制动电阻*1 

L1, L2 

U, V, W 
接地线 

允许制动

使用率 
电阻值 

连续允许

功率 

0.2 kW 10 A 
2 mm2 

(AWG14) 
2 mm2 

(AWG14) 

M3.5 
(接地：M4) 

1.0 N・m 
(接地：1.2 N・m) 

5% 
120Ω 80W 

0.4 kW 15 A 
0.75 kW 20 A 

M4 1.2 N・m 
1.5 kW 30 A 

2.2 kW 40 A 
3.5 mm2 
(AWG12) 

3.5 mm2 
(AWG12) 

80Ω 120W 

 
•三相  400V 

变频器容量 

接线用断路器

(MCCB) 

额定电流值 

电线尺寸 

螺丝 

尺寸 

紧固 

扭矩 

制动电阻*1 

R/L1, S/L2, 

T/L3, 

U, V, W 

接地线 
允许制动

使用率 
电阻值 

连续允许

功率 

0.75 kW 10 A 
2 mm2 

(AWG14) 
2 mm2 

(AWG14) 

M4 1.2 N・m 

5% 470Ω 80W 
1.5 kW 15 A 5% 470Ω 80W 
2.2 kW 20 A 5% 320Ω 120W 
3.7 kW 30 A 5% 190Ω 220W 

5.5 kW 50 A 
3.5 mm2 
(AWG12) 3.5 mm2 

(AWG12) 

5% 117Ω 340W 

7.5 kW 50 A 
3.5 mm2 
(AWG12) 

5% 95Ω 440W 

11 kW 70 A 
8 mm2 

(AWG8) 
8 mm2 

(AWG8) 
M5 2.0 N・m 

5% 63Ω 660W 

15 kW 80 A 
14 mm2 
(AWG6) 

14 mm2 
(AWG6) 

5% 63Ω 660W 

*1) 以上规格为制动力矩在 100%，最大时间为 5s,最大制动使用率为 5%时的参

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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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客户自行选型制动电阻的注意点 
1)电阻值(Ω) 
在参考表中电阻值选型时可适当加大电阻值，但是加大电阻值会相应减小制动力

矩。 
2)连续允许功率(W) 
参考表中值适当的加大允许功率，但是大功率会使电阻产生大量的热(300℃)。
请于电阻厂家协调，安装时注意防护。 
3)允许制动使用率(%) 
制动电阻的连续允许功率越大，理论计算上可使用更高的使用率。但变频器内部

电阻会过热，所以请按照表中 5%的使用率使用。 

T1

T0

运
行
频
率

时间  

1)制动力矩：100%以上 
2)最大使用时间：T1max= 5 秒 
3)最大使用率：T1／T0 (%E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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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接线方法(控制电路) 
 

3.4.1 端子排列图和各端子的功能 
 

■端子排列图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VR规格：

10kΩ，1/4W以上的电位器

30V DC 1A(电阻负载)

230V AC 0.25A(电阻负载)

继电器规格：

1c无电压接点

A B C

NO COM

继电器输出

50V DC 50mA

1 2 3 4 5 6 7 8 9 10

D+ D- E

SW1 SW2 SW3

VR

SW4 SW5 SW6

0V~5V
0V~10V
4mA~20mA
0mA~20mA

0V~5V
0V~10V
4mA~20mA
0mA~20mA

(公共端)

模拟输出

RS485通信口

开路集电极输出

开路集电极规格：

(TR1, TR2)

(0V~10V)

(公共端)

NC EC1 C2

 



3. 接线方法 

30 

■ 控制电路端子说明 

端子 No. 端  子  功  能 

� � 多功能控制信号 SW1 的输入端子 

� 多功能控制信号 SW2 的输入端子 

� 多功能控制信号 SW3 的输入端子 

� 多功能控制信号 SW4 的输入端子 

� 多功能控制信号 SW5 的输入端子 

� 多功能控制信号 SW6 的输入端子 

� 输入信号(�、�、�、�、�、�)的公共端端子 

� 开路式集电极(TR1)输出端子(C1：集电极) 

� 开路式集电极(TR2)输出端子(C2：集电极) 

�� � 开路式集电极输出公共端端子(E：发射极) 

�� 频率设定用电位器的连接端子(+5V) 

�� 频率设定模拟信号的输入端子 

�� 第 2 模拟信号的输入端子 

�� 模拟信号(��、��、��、��) 的公共端端子 

�� 模拟信号的输出端子(0V～10V) 

� RS485 通信的通信线路＋端子(D＋) 

�� � RS485 通信的通信线路－端子(D－) 

�� � RS485 通信的终端站端子(E) 

A 继电器接点输出端子(NO：工厂出厂时) 

B 继电器接点输出端子(NC：工厂出厂时) 

C 继电器接点输出端子(COM) 

注) 公共端 � ��� ��� 端子在内部连接。请勿对该公共端端子实施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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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控制电路端子的共同注意事项 
 

■ 接线时的注意事项 
·控制电路端子的接线，请按照规定尺寸剥去电线外皮后再使用。 
·松开端子螺丝，将电线从端子台下方插入，按照规定的紧固扭矩拧紧。 
·紧固松动时，会造成电线脱落，引发误动作。过紧时，会因螺丝和单元的破损

造成短路，引发误动作。 
·控制信号线请使用屏蔽线，并与动力线或强电电路分开来接线。(20cm 以上) 
·控制信号线的接线长度应在 30m 以下。 
·由于控制电路的输入信号为微小信号，为了防止接点输入时的接触不良，请使

用微小信号专用的接点。 
■ 电线尺寸及控制电路端子紧固扭矩 

端子符号 螺丝尺寸 
紧固扭矩 

N·m 
电线尺寸 

电线外皮 
剥去尺寸 

A，B，C 
�～�� 

M3 0.3～0.4 0.25mm2～0.75mm2 
(AWG24～AWG18) 6mm 

 
·螺丝刀：小型㊀螺丝刀 

(刀刃前端厚：0.4mm/刀刃前端宽度：2.5mm) 
 
 
·控制电路端子台（继电器输出、信号输入、输出）：导线的最大数量：2（注 1） 
注 1：导线的最大数量应满足适用芯线线径规格。 
■ 配线时的注意点 

为防止断线请遵守以下几个注意点。 
·绝缘层撕下时注意不要损伤到芯线。 
·请将芯线一同接线。 
·请不要抬起芯线焊接接线。会有因震动而断开的可能。 
·接线后请不要施压于电缆线上。 
·端子结构上，如果导线被紧固方向为逆时针则为连接错误。 

请拔掉电线，并确认端子后再次连接线路。 

     顺时针※请将电缆线插在此处 逆时针

(※)

 

·电线外皮剥去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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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各端子特有的注意事项 
 

■ 多功能控制信号输入端子(端子①～⑥) 

·SINK 输入／SOURCE 输入通用型。连接的外部输入设备为 SINK 输入或

SOURCE 输入时均可使用。请按照以下连接示例进行接线。 
 

■ SINK输入连接示例及注意事项 

·请在输入端子①～⑥和 0V-COM 端子⑦之间输入开路集电极信号或无电压接点

信号。 

·请勿从外部施加＋电源或使用上拉电阻。 

否则会导致误动作。 

·0V-COM 端子⑦在内部与端子 �� � �� 及内部电路 0V 相连接，敬请注意。此外，

请勿对其进行接地。 

·每个端子的 SINK 电流最大为 8mA。 

～～

～～

S
IN

K
输
入
判
定
电
路

S
O

U
R

C
E

输
入
判
定
电
路

4.7kΩ

端子①

SINK电流
最大8mA 0V

端子⑥

SW 1 SW 6

～～

端子⑦
0V-COM

0V

+5V

S
IN

K
输
入
判
定
电
路

S
O

U
R

C
E

输
入
判
定
电
路

4.7kΩ
0V

+5V

SW 1～6 COM端子

SINK电流
最大8mA

请勿施加外部上拉电阻。

外部+V

SW□ SW 1～6
开路集电极或无电压接点

变频器MK300的内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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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输入连接示例及注意事项 

·请通过提供外部 24V 电源，对输入端子①～⑥输入开路集电极信号或无电压

接点信号。外部 24V 电源的负极(0V 侧)请连接至 0V-COM 端子⑦。 
·请勿使用外部下拉电阻。否则会导致误动作。 
·0V-COM 端子⑦在内部与端子 �� ��� 及内部电路 0V 相连接，敬请注意。此外，

请勿对其进行接地。 
·每个端子的 SOURCE 电流最大为 8mA。 

～～

～～

S
IN

K
输
入
判
定
电
路

S
O

U
R

C
E

输
入
判
定
电
路

变频器MK300的内部电路

4.7kΩ

端子①

SOURCE电流
最大8mA 0V

端子⑥

SW 1 SW 6

～～

端子⑦
0V-COM

0V

+5V

S
IN

K
输
入
判
定
电
路

S
O

U
R

C
E

输
入
判
定
电
路

4.7kΩ
0V

+5V

SW 1～6 COM端子

请勿施加外部下拉电阻。

0V

SW□ SW 1～6
开路集电极或无电压接点

24V DC

SOURCE电流
最大8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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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路式集电极输出端子的接线(端子⑧～⑩) 
·由开路式集电极输出端子驱动感应负载时，请务必连接续流二极管。 

24V DC
电源等

续流二极管
变频器

内部电路

端子⑧,⑨

端子⑩

 
■ 模拟信号端子的接线（端子⑪～⑭) 

·将参数 P004 设定为“1”时，即成为由外部电位器设定频率的模式。 
·将参数 P004 设定为“4”（4mA～20mA）或“5”（0mA～20mA）时， 
 即成为由模拟电流信号设定频率的模式。 
·使用模拟电流信号时，无需在外部端子间连接电阻。（电阻为内置。） 
■ RS485 通信端子的接线(端子⑯～⑱) 

利用 RS485 方式的通信线路连接计算机以及 PLC 时所用的端子。 

D+ : 通信线路＋端子 (RS485 通信)
D-  : 通信线路－端子 (RS485 通信)
E   : 终端站端子 (RS485 通信)

过渡接线：最大500m

D+ D+ D+D- D- D- E

终端站

短路

 

·通信电缆使用双绞电缆(带屏蔽)，并与动力线或强电电路分开接线。(20cm 以上) 
·通信电缆的总接线长度应在 500m 以下。 
·请将作为终端站的变频器的“D－”与“E”短接。终端站之外不可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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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配件(AMK300-REM1)的连接和使用方法 
在使用前 

1. 本商品通过 RS485 通信和 MK300 进行连接，可进行设定操作。在使用前，

请确认 MK300 本体的通信设定。 
在使用 AMK300-REM1 时的 MK300 本体通信设定(MK300 出货时的初期值) 
P131:RS485 通信协议选择“0”(MEWTOCOL) 
P133:RS485 通信速度设定“1152”(115200 bps) 
P134:RS485 停止长度“1”(1 bit) 
P135:RS485 奇偶校验“0”(无校验) 

2. 连接 AMK300-REM1 的时候，请设定 MK300 本体 P003 为“0”或“1”。 
3. 连接 AMK300-REM1 的时候，本体将不能进行以下操作: 

·从 MK300 本体执行 RUN 键(运行)操作( STOP 键有效) 
·从 MK300 本体进行参数变更(仅监控功能有效) 
与 AMK300-REM1 的连接，在 1 秒以上连接断开的情况下，MK300 本体

会自动默认可从 MK300 本体实行操作。 
 
 

 
· 连接 AMK300-REM1 时，MK300 本体的参数不能进行设定，只能进行监

控。断开 MK300 本体和 AMK300-REM1 连接 1 秒后，MK300 本体恢复

参数可以设定的状态。 
· P003=0 或 1 时，连接 AMK300-REM1 的情况下 MK300 本体 RUN 键无效，

STOP 键有效。断开 MK300 本体和 AMK300-REM1 连接 1 秒后，MK300 本

体恢复 RUN 键有效。 
· 在使用 AMK300-REM1 进行与 MK300 本体的参数上传、下载、校验过程

中，即使有外部 SW 运行信号进入也无效。等待上传、下载、校验过程结束

后，外部 SW 运行信号即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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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将 LAN 电缆的两端插入变频器主机和 AMK300-REM1 的连接器内(RJ45)，
直到听到喀嚓的声音。 

变频器侧 AMK300-REM1侧

电缆线 电缆线
 

 安装时的注意事项 

1. 可使用市场上销售的标准 LAN 电缆来连接变频器主机和 AMK300-REM1。 
2. 请将 LAN 电缆只用于变频器和 AMK300-REM1 的连接，请勿用于其他机

器的连接，否则可能造成损坏。 
3. LAN 电缆的规格：CAT5 以上的 8Pin 直线型电缆最大接线长度 5m。 
 
有关详细内容请参阅“AMK300-REM1 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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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安全注意事项 

 

 

请务必在关闭端子盖后再接通输入电源。 
另外，通电中请勿打开端子盖。否则可能导致触电及火灾。 
请勿用湿手操作开关、旋钮。否则可能导致触电。 
变频器在通电时，即使是停止状态下也不要触摸变频器的端 
子。否则可能导致触电。 
STOP 键并非紧急停止用开关，因此请另外准备紧急停止开关。 
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害。 

 

由于散热片、制动电阻处于高温状态，因此请勿触摸。 
否则可能会造成烫伤。 
由于变频器很容易从低速设定变为高速运行，因此设定时应先 
仔细确认电机和机械的允许范围。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害。 
必要时请另外准备保持制动器。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害。 
接通电源前请再次确认。 
1. 再次检查接线是否有误。 
特别是电源侧接线和负载侧接线弄反时，会导致变频器被损

坏。 
2. 变频器额定电压与电源电压是否一致。 
3. 电机上是否连接了进相电容器。 
连接进相电容器时，会造成变频器、电容器的故障。 
4. 请在确认设定频率后再开始试运行。 

 



4. 基本操作和试运行的方法 

39 

4.2 操作面板的说明 
 

①

⑤

⑦

⑥⑧

②

③

⑨

④

⑩

 
 

No 各部分的名称 
本说明书中

的标志 
功能概要 

① 显示部  显示输出频率、电流、线性速度、设定频率、通信站号、

异常内容、各模式显示、功能设定时的数据 
② FWD 显示(绿)  显示正转运行(恒速运行中：亮灯、加减速运行中：闪烁) 

③ REV 显示(绿)  显示反转运行(恒速运行中：亮灯、加减速运行中：闪烁) 

④ ALM 显示(红)  显示异常·警报 
⑤ PROG 显示(绿)  切换参数设定模式时亮灯 
⑥ RUN 键  使变频器运行的键 

⑦ STOP 键  使变频器运行停止的键 

⑧ MODE 键  
切换“动作状态显示”和“功能设定”、以及将数据显

示切换为模式显示时所使用的键 
⑨ ESC 键  设定参数时，返回到上一个动作 

⑩ 旋钮 

向右旋转 参数编号的增加、设定值的增加、方向设定的切换 
向左旋转 参数编号的减小、设定值的减小、方向设定的切换 
 
按下 

确定模式、旋转方向、参数编号、设定值时按下。 
在“动作状态显示模式”下，进行频率和电流显示的切

换。 

RUN

STOP

ESC

MODE



4. 基本操作和试运行的方法 

40 

4.3 各模式的说明 
 

模式 模式的说明 面板显示内容 

动作状态显示模式 显示输出频率及输出电流。 
  

频率设定模式 可以进行频率的数字设定及

监控频率指令。   

回转方向设定模式 
可以进行面板运行的旋转方

向设定和监控控制状态 

(面板/外控/通信)   

监视模式 可以监控控制状态和异常内

容。  

P0 参数设定模式 
可以改变和监控参数数据。

另外，还可使用参数数据的

复制功能。  

P1 参数设定模式 
可以改变和监控参数数据。

另外，还可使用参数数据的

复制功能。  

P2 参数设定模式 
可以改变和监控参数数据。

另外，还可使用参数数据的

复制功能。  

P3 参数设定模式 
可以改变和监控参数数据。

另外，还可使用参数数据的

复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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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各模式间切换方法 
 

·按下 MODE 开关时，在动作状态显示模式与参数设定模式之间切换。 
(参数设定模式下 PROG LED 点亮。) 

·在各种模式状态下按“旋钮”键时，即成为可以监控或变更数据的状态， 
按“ESC”键，即返回原画面。不慎误按“旋钮”键时，可利用“ESC”键返回。 

:动作状态显示模式与其他模式的切换设定

* 闪烁表示选定参数。

:通过按下此面板旋钮进行选定

:通过旋转面板旋钮进行选定参数的变更/切换模式

:设定参数时返回到上一个动作

MODE

ESC

可以变更显示

动作状态表示

频率设定模式

参数选定

参数选定

参数编号选定

参数编号选定

参数编号选定

参数编号选定

参数编号选定

参数选定

参数选定

参数选定

参数选定

旋转方向设定模式

控制状态监控模式

P0参数设定模式

P1参数设定模式

P2参数设定模式

P3参数设定模式

增量设定No.

增量设定No.

增量设定No.

增量设定No.

增量设定No.

.

.

.

...

.

参数设定模式

动作状态显示模式

PROG.

ESC

ESC

ESC

ESC

ESC

ESC

ESC

ESC
ESC

ESC

ESC

ESC

ESC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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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旋转方向设定模式 
 

在“动作状态显示模式”下按一次 MODE 键，进入“参数设定模式”，顺时针旋转面

板旋钮，选择“旋转方向设定模式”，按下面板旋钮显示旋转方向数据，用旋钮

更改旋转方向，按下旋钮键确定。(工厂出厂时设定为正转。) 
然后，按下 RUN 键即开始运行。 
 

 
 

·该模式下的旋转方向设定仅在P003=0 时有效。P003=1 时无法设定，只可监视。 

运行指令 显示 旋转方向 显示 

操作面板 L 正转 F 

外控操作 E 反转 r 

通信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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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监视模式 
 

设定模式中的“监视模式”可查看变频器中的信息。 
监视模式下可查看 27 个信息。 

4.6.1 监视参数一览 
 

No 名称 单位 内容 

n001 输出频率 Hz 显示输出频率(显示 0.1Hz 单位) 
n002 输出电流 A 显示输出电流(显示 0.1A 单位) 
n003 输出电压 VAC 显示输出电压(显示 1VAC 单位) 
n004 内部直流电压 VDC 显示内部直流电压(显示 1VDC 单位) 
n005 设定频率 Hz 显示设定频率(显示 0.1Hz 单位) 
n006 通信站号 － 显示当前所设定的通信站号 
n007 定时器运行次数 次 显示定时器运行一周的累计次数 
n008 警报种类 － 显示警报 LED 的显示内容 
n009 控制电路端子状态(输入信号) － 显示控制电路端子的输入信号状态 
n010 控制电路端子状态(输出信号) － 显示控制电路端子的输出信号状态 
n011 PID 设定值(SP) % 显示 PID 控制时的设定值(SP) 
n012 PID 测定值(PV) % 显示 PID 控制时的测定值(PV) 
n013 PID 输出值(MV) % 显示 PID 控制时的输出值(MV) 
n014 累计运行时间 － 显示变频器的累积运行时间 
n015 风扇累计运行时间 － 显示变频器的风扇的累积运行时间 
n016 异常显示 1 (最新) － 显示最新的异常内容 
n017 异常显示 2 (1 次前) － 显示 1 次前的异常内容 
n018 异常显示 3 (2 次前) － 显示 2 次前的异常内容 
n019 异常显示 4 (3 次前) － 显示 3 次前的异常内容 
n020 主体版本 － 显示产品主体的固件版本 
n021 脉冲输入检出值 Hz 显示根据脉冲输入信号检出频率值 
n022 绕线长度表示 m 显示当前绕线长度 
n023 供产商确认用 － － 
n024 供产商确认用 － － 
n025 模拟输入 1 % 显示模拟输入端子 12 模拟量对应百分比 
n026 模拟输入 2 % 显示模拟输入端子 13 模拟量对应百分比 
n027 内部模块温度 ℃ 显示内部模块的温度 

 



4. 基本操作和试运行的方法 

44 

4.6.2 各监视内容的说明 
 
n001 输出频率 

显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停止时显示“0.0”。单位为 Hz。 
 

n002 输出电流 
输出电压 
内部直流电压 

n003 
n004 
显示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输出电压·内部直流电压。显示内容并不是用于精密测

量用的显示数据。请仅作为参考值使用。(需要精密数值时，请另行使用测量仪

器。) 
 

n005 设定频率 

显示变频器的设定频率。单位为 Hz。 
 

n006 通信站号 

显示已设定的通信站号。 

通信站号可通过“P132：通信站号设定”来进行设定。 
 

n007 定时器运行次数 

定时器多段速运行时、定时器加减速链接运行时，显示各个运行中 1 个周期的运

行次数。开始 1 个周期时，进行升值计数。结束各个运行，输入下一个运行指令

时，清除已计数的数字。 
定时器运行次数可通过“P324：定时器运行次数”来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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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08 警报种类 

显示警报 LED 的亮灯内容。 

警报状态 显  示 

无异常 
 

输出电压异常警报 
 

过负载警报 
 

温度异常警报 
 

冷却风扇异常警报 
 

内部部品冷却风扇异常警报 
 

内部部品冷却风扇 
 

定时器运行结束信号 
 

 

注)1.警报 LED 动作选择(参数 P056)的设定值设为“1”时 
各警报同时发生时，显示的优先顺序如下所示。(优先顺序较高的警报如果正处

于动作中，即使有优先顺序较低的警报进入，仍旧显示优先顺序较高的警报。) 
 

温度异常 

警报 
＞ 

过负载 

警报 
＞ 

输出电压 

异常警报 
＞ 

冷却风扇

异常警报 
＞ 

定时器运行 

结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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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09 控制电路端子状态(输入信号) 
控制电路端子状态(输出信号) n010 

监控 n009 和 n010 显示控制电路端子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各种状态。 
分段数据 a1～f1 在输入端子(①～⑥)和公共端端子⑦ ON 时亮灯，OFF 时熄灭。 
监控 n010 的分段数据 a1，b1 在输出端子⑧-⑩、⑨-⑩之间关闭(ON)时亮灯，

打开(OFF)时熄灭。 
分段数据 c1 在输出端子 ON 时(ON 时励磁：A-C 间短路/ON 时非励磁：B-C 间

短路)亮灯，在输出端子 OFF 时(ON 时励磁：B-C 间开放/ON 时非励磁：A-C
间短开放)熄灭。 

监控 No. 输入输出信号 
LED 分段显示 

端子显示 信号 ON 信号 OFF 

n009 

SW1 a 亮灯 a1 亮灯 a1 熄灭 

SW2 b 亮灯 b1 亮灯 b1 熄灭 

SW3 c 亮灯 c1 亮灯 c1 熄灭 

SW4 d 亮灯 d1 亮灯 d1 熄灭 

SW5 e 亮灯 e1 亮灯 e1 熄灭 

SW6 f 亮灯 f1 亮灯 f1 熄灭 

n010 

开路式集电极 1 a 亮灯 a1 亮灯 a1 熄灭 

开路式集电极 2 b 亮灯 b1 亮灯 b1 熄灭 

继电器 c 亮灯 c1 亮灯 c1 熄灭 
 

aceg bdf

a1c1g1 b1d1f 1 e1

h

h1
ijkl

aceg bdf

a1c1g1 b1d1f 1 e1

h

h1
ij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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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11 PID 设定值(SP)  
PID 测定值(PV)  
PID 输出值(MV) 

n012 
n013 
显示 PID 控制的设定值(SP)、测定值(PV)、输出值(MV)。单位为%。 
 

n014 累积运行时间 
累积风扇运行时间 n015 

监控 n014 显示变频器上接通电源的累积时间。监控 n015 显示变频器的冷却风

扇进行动作的累积时间。“P052：冷却风扇 ON-OFF 控制”设定值为“1”：

联动动作的情况下，冷却风扇停止时不进行计数。 
显示单位为 1 小时＝“0.001”。“10.00”以后以 10 小时为单位按照“0.01”
显示，“100.0”以后以 100 小时为单位按照“0.1”显示，“1000”以后以 1000
小时为单位按照“1”显示。 
由于显示内容中有若干误差，因此请作为参考值使用。 
 

n016 异常显示 1(最新) 
异常显示 2(1 次前) 
异常显示 3(2 次前) 
异常显示 4(3 次前) 

n017 
n018 
n019 
显示最新、1 次前～3 次前的变频器的异常信息。 
 

n020 主机版本 

·显示 MK300 主机或操作面板固件的版本。 

·机型代码和版本代码显示如下所示。 
 

 
 

关于 MK300 主机的版本 
·动作显示内容因 MK300 主机固件版本、操作面板固件版本的组合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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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21 脉冲串输入信号检出值 

·显示输入变频器的脉冲串信号的频率检出值。单位为 Hz. 
 

n022 绕线长度表示 

·显示“P101：SW1 功能选择”到“P106：SW6 功能选择”中的任意一个的设

定值为“14”时，脉冲输入信号的绕线长度计算结果。 
·绕线长度的计算结果如下所示。 
 
绕线长度= 
 

·绕线长度与显示的关系如下所示。 

1m～9,999m 时，显示为 1～9999。 
10,000m～99,999m 时，显示为 1.000～9.999。 
100,000m～600,000m 时，显示为 10.00～60.00。 
·将“P101：SW1 功能选择”到“P106：SW6 功能选择”中的任意一个的设

定值设为“15”，该 SW 为 ON 后计算值清零。 
 

n025 模拟输入 1 

显示模拟输入端子 12 的模拟量对应 0%～100%。单位为%。 
 

n026 模拟输入 2 

显示模拟输入端子 13 的模拟量对应 0%～100%。单位为%。 
 

n027 内部模块温度 

显示内部模块的温度。单位为℃。 
 

 

(输入到被选择的 SW 的脉冲数)×(P343：绕线长度倍率)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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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参数变更方法 
 

请在停止状态下对各个功能的数据进行改变和设定。但是，对于一部分功能参数，

可在运行过程中进行改变。 

4.7.1 停止状态下的功能参数的变更 
 

设定示例： 
将基底频率从 50.0Hz 改为 45.0Hz 时(将参数 P013 的数据从“50.0”改为

“45.0”) 

① 按 STOP 键，使变频器停止运行，显示“0000”。 STOP

  

② 按 MODE 键，显示“Fr” MODE

  

③ 转动编码器至“P0--” 
  

④ 按编码器，显示“P001” 
  

⑤ 转动编码器至“P013” 
  

⑥ 按编码器，显示“50.0”并闪烁 
  

⑦ 转动编码器至显示“45.0”并闪烁 
  

⑧ 按编码器，设定数据。显示“P014” 
  

⑨ 按 MODE 键，显示“0000”。 
进入通常的停止状态。可以运行变频器。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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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运行状态下的功能参数的变更 
 
 

 

运行过程中改变数据时，可能会使电机及电机负载的变动发生

较大变化，发生突然停止。 
(请采取措施确保人身安全。)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害。 

关于运行过程中可改变的功能参数，在“4.8 参数一览表”中的“运行中可改变”

项中用○标记来显示。 
 
设定示例： 
将第 1 减速时间从 5.00 秒改为 10.00 秒时(将参数 P002 的数据从“5.00”改为

“10.00”)  
 

使用当前数据控制电机 

① 确认运行状态。(50.0Hz 运行时)   

② 按 MODE 键，显示“Fr” MODE

  

③ 转动编码器至“P0--” 
  

④ 按编码器，显示“P001” 
  

⑤ 转动编码器至“P002” 
  

⑥ 按编码器，显示“5.00”并闪烁 
  

⑦ 转动编码器至显示“10.00”并闪烁 
  

 

使用新的数据控制电机 

① 按编码器，设定数据。显示“P002” 
  

② 按 MODE 键，显示“50.0”。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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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值可能会因为变频器的额定值的不同而有差异。 

•运行过程中监控运行中不可设定的参数时，如果运行信号OFF，则设定值闪烁，处

于刻设定数据的状态。 
 

运行信号： ON
OFF

 
 

•通信相关参数变更，需重启变频器后(电源由 OFF 转至ON)生效。 
•运行中不能进行从手动力矩提升到自动力矩提升，或从自动力矩提升到手动力矩提

升的变更。 
•连接 AMK300-REM1 时，MK300 本体的参数不能进行设定，只能进行监控。断

开 MK300 本体和 AMK300-REM1 连接 1s 后，MK300 本体恢复参数可以设定的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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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功能参数一览 
 

4.8.1 P0 功能参数一览 
 

No. 功能名称 
运行中

可改变
设定范围 单位 初始值 参照页

P001 第 1 加速时间 ○ 0.04～3600 0.1[sec]*9 *4 104

P002 第 1 减速时间 ○ 0.04～3600 0.1[sec]*9 *4 105

设定值
面板

复位*1
控制

种类
内容 

0 有 面板

运行: RUN  
停止: STOP  
旋转方向: dr 模式设定 

1 有 面板

正转: + RUN  

反转: + RUN  
停止: STOP  

2 无 外控

运行: SW1 ON 
停止: SW1 OFF 
正转: SW2 OFF 
反转: SW2 ON 

3 有 外控

运行: SW1 ON 
停止: SW1 OFF 
正转: SW2 OFF 
反转: SW2 ON 

4 无 外控

正转运行: SW1 ON 
停止: SW1 OFF 
反转运行: SW2 ON 
停止: SW2 OFF 

5 有 外控

正转运行: SW1 ON 
停止: SW1 OFF 
反转运行: SW2 ON 
停止: SW2 OFF 

6 无 通信 通信命令 

P003 运行指令选择 － 

7 有 通信 通信命令 

－ 0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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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功能名称 
运行中 

可改变 
设定范围 单位 初始值 参照页 

P004 频率设定信号 － 

0：面板输入 
1：外控 VR 输入 
2：外控 0V～5V 
3：外控 0V～10V 
4：外控 4mA～20mA 
5：外控 0mA～20mA 
6：通信 通信指令 
7：外控 PWM 信号 
8：外控 脉冲串信号 

－ 0 108 

P005 动作状态监控 － 

0：输出频率 
1：线性速度 
2：输出电流 
3：通信站号 
4：设定频率 
5：通信站号/输出频率 
6：通信站号/线性速度 
7：通信站号/输出电流 
8：绕线长度 

－ 0 109 

P006 矢量控制选择 － 
0：V/F 控制 
1：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 0 110 

P007 载波频率 ○ 
V/F 控制时：0.8～15.0(9 段階)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时：2.5～15.0(6 段階) 

[kHz] 2.5 110 

P008 S 字加减速模式 － 

0：直线加减速 
1：S 字加减速(2 次曲线) 
2：S 字加减速(3 次曲线) 

－ 0 111 

P009 V/F 模式 － 

50：50Hz 模式 
60：60Hz 模式 
FF：自由模式 
3C：3 点式模式 
3C1：3 点固定 1 
3C2：3 点固定 2 
3C3：3 点固定 3 
3C4：3 点固定 4 
3C5：3 点固定 5 
3C6：3 点固定 6 

－ 50 112 

P010 V/F 曲线 － 
0：恒定力矩模式 
1：降低力矩模式 

－ 0 115 

P011 力矩提升*7 ○ 
0～40：手动力矩提升 
Auto：自动力矩提升 

1[%] *4 116 

P012 最大输出频率 － 50.0～400.0 0.1[Hz] 50.0 117 

P013 基底频率 － 45.0～400.0 0.1[Hz] 50.0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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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功能名称 
运行中 

可改变 
设定范围 单位 初始值 参照页 

P014 变化点频率 1 ○ 0.2～400.0 0.1[Hz] 0.2 118 

P015 变化点电压 1 ○ 0.0～100.0 0.1[%] 0.0 118 

P016 变化点频率 2 ○ 0.2～400.0 0.1[Hz] 0.2 118 

P017 变化点电压 2 ○ 0.0～100.0 0.1[%] 0.0 118 

P018 最大输出电压 － 0(电源电压值), 1～500 1[V] 0 119 

P019 点动(JOG)频率 ○ 0.2～400.0 0.1[Hz] 10.0 120 

P020 点动(JOG)加速 ○ 0.04～3600 0.1[sec]*9 *4 120 

P021 点动(JOG)减速 ○ 0.04～3600 0.1[sec]*9 *4 120 

P022 
点动(JOG) 

面板操作 
－ 

0：不使用面板 JOG 功能 

1：使用面板 JOG 功能(外控 JOG 不可以用) 
2：使用面板 JOG 功能(外控 JOG 可以用) 

－ 0 120 

P023 选择电子热敏 ○ 

0：额定电流的 140%, 1min OL 跳闸 
1：输出频率不降低 
2：输出频率降低 
3：强制风冷电机规格 

－ 2 122 

P024 设定热敏电流 ○ 0.1～100.0 0.1[A] *4 122 

P025 
防止过电流 
失速功能 

○ 

0：防止过电流失速功能 OFF 
防止过电流跳闸功能 OFF 

1：防止过电流失速功能 ON 
防止过电流跳闸功能 ON 

2：防止过电流失速功能 OFF 
防止过电流跳闸功能 ON 

3：防止过电流失速功能 ON 
防止过电流跳闸功能 OFF 

－ 1 123 

P026 
防止过电压 
失速功能 

○ 

0：防止失速功能 OFF 
1：防止失速功能 ON 

(再生制动电阻 ON/OFF 功能不动作) 
－ 1 124 

P027 电流限流功能 ○ 0.0•0.1～9.9 0.1[sec] 0.0 125 

P028 OCS 电平 ○ 1～200 1[%] 140 126 

P029 再试功能选择 ○ 

0：无再试功能 
1：仅对过电流异常 
2：仅对过电压异常 
3：仅对过电流异常•过电压异常 

－ 0 127 

P030 再试次数 ○ 1～10 1[次] 1 127 

P031 启动模式 － 

0：运行 
1：OP 停止 

2：待机时间后运行 
3：OP 停止(待机时间) 

－ 1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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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功能名称 
运行中 

可改变 
设定范围 单位 初始值 参照页 

P032 
瞬间停止后 
再次启动选择 

－ 

0：再次启动模式 1 
1：再次启动模式 2 
2：再次启动模式 3 
3：再次启动模式 4 

－ 0 130 

P033 待机时间 ○ 0.1～100.0 0.1[sec] 0.1 132 

P034 反转锁定 － 
0：可进行正转/反转运行 
1：禁止反转运行 － 0 132 

P035 启动频率 ○ 0.2～60.0 0.1[Hz] 0.2 132 

P036 停止模式 － 
0：减速停止 
1：惯性停止 － 0 133 

P037 停止频率 ○ 0.2～60.0 0.1[Hz] 0.2 133 

P038 DC 制动时间 ○ 0.0～120.0 0.1[sec] 0.0 134 

P039 DC 制动电平 ○ 0～100 1[%] 0 134 

P040 
正转/反转时 
停止频率 

○ 0.2～60.0 0.1[Hz] 0.2 135 

P041 
正转/反转时 
DC 制动时间 

○ 0.0～120.0 0.1[sec] 0.0 135 

P042 
正转/反转时 
DC 制动电平 

○ 0～100 1[%] 0 135 

P043 
启动时 
DC 制动时间 

○ 0.0～120.0 0.1[sec] 0.0 136 

P044 
启动时 
DC 制动电平 

○ 0～100 1[%] 0 136 

P045 下限频率 ○ 0.2～400.0 0.1[Hz] 0.2 137 

P046 上限频率 ○ 0.2～400.0 0.1[Hz] 400.0 137 

P047 
零位止动 
功能选择 

－ 0.0•0.2～400.0 0.1[Hz] 0.2 138 

P048 第 1 跳跃频率 ○ 0.0•0.2～400.0 0.1[Hz] 0.0 139 

P049 第 2 跳跃频率 ○ 0.0•0.2～400.0 0.1[Hz] 0.0 139 

P050 第 3 跳跃频率 ○ 0.0•0.2～400.0 0.1[Hz] 0.0 139 

P051 跳跃频率宽度 ○ 0～10 1[Hz] 0 139 

P052 
冷却风扇 
ON-OFF 
控制选择 

○ 

0：通电时 ON/断电时 OFF 
(FAn 跳闸 有) 

1：通电时 ON/内部开关模块 
温度低于 100℃ OFF 
(FAn 跳闸 有) 

2：通电时 ON/断电时 OFF 
(FAn 跳闸 无/发出报警) 

3：通电时 ON/内部模块 
温度低于 100℃ OFF 
(FAn 跳闸 无/发出报警) 

－ 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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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功能名称 
运行中 

可改变 
设定范围 单位 初始值 参照页 

P053 输入端子过滤 ○ 5～100 1[次] 20 141 

P054 线性速度倍率 ○ 0.1～100.0 1[倍] 3.0 141 

P055 设定数据清除  

0：通常状态 
1：除电机常数以外，全部设定为出厂设定数据 
2：将所有数据改变为出厂时的数据 

－ 0 142 

P056 
报警 LED 
动作选择 

○ 

0：无设定 
1：全监视警报 
2：输出电压 
3：过负载 
4：温度异常 
5：定时器运行结束 
6：冷却风扇异常 

－ 0 143 

P057 
报警 LED 
上限电压 

○ 0.1～600.0 0.1[V] *5 143 

P058 
报警 LED 
上限电流 

○ 0.1～100.0 0.1[A] *4 144 

P059 密码 ○ 0000～9999 － 0000 144 

P060 MOP 动作选择 ○ 

0：MOP 动作加减速时间联动 
1：频率设定联动 
2：MOP 功能关闭 

－ 2 146 

P061 
MOP 动作 
加减速时间 

○ 0.04～3600 0.1[sec]*9 *4 146 

P062 力矩提升增幅 － 0～200 1[%] *4 148 

P063 
力矩提升 
应答增幅 

－ 0～200 1[%] *4 148 

P064 
内部部品冷却风扇

ON-OFF 控制选择 
○ 

0 ：ON – 运行指令 ON 时 
OFF – 运行指令 OFF 时 
(FAn2 跳闸 有) 

1 ：ON – 运行指令 ON 且内部温度 40℃以上 
OFF – 运行指令 OFF 或内部温度 30℃以下 
(或电源关闭) 
(FAn2 跳闸 有) 

2 ：ON – 运行指令 ON 时 
OFF – 运行指令 OFF 时 
(FAn2 跳闸 无 / 发出报警) 

3 ：ON – 运行指令 ON 且内部温度 40℃以上 
OFF – 运行指令 OFF 或内部温度 30℃以下

(或电源关闭) 
(FAn2 跳闸 无 / 发出报警) 

－ 3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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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P1 功能参数一览 
 

No. 功能名称 
运行中 

可改变 
设定范围 单位 初始值 参照页 

P101 SW1 功能选择 － 

0：无设定(*2) 
1(r1)：多段数 
2(r2)：复位 
3(r3)：复位锁定 
4(r4)：点动选择 
5(r5)：外部异常停止 
6(r6)：参数设定禁止 
7(r7)：惯性停止 
8(r8)：频率信号切换 
9(r9)：第 2 特性选择 
10(r10)：PID 控制切换 
11(r11)：3 线停止指令 
12(r12)：速度搜索 
13(r13)：绕线模式控制暂停 
14(r14)：绕线长度输入模式 
15(r15)：绕线长度清零 
16(r16)：运行/停止 
17(r17)：正转/反转 
18(r18)：点动正转运行 
19(r19)：点动反转运行 
20(r20)：无效 

－ 16 149 

P102 SW2 功能选择 － 

0：无设定(*2) 
1(r1)：多段数 
2(r2)：复位 
3(r3)：复位锁定 
4(r4)：点动选择 
5(r5)：外部异常停止 
6(r6)：参数设定禁止 
7(r7)：惯性停止 
8(r8)：频率信号切换 
9(r9)：第 2 特性选择 
10(r10)：PID 控制切换 
11(r11)：3 线停止指令 
12(r12)：速度搜索 
13(r13)：绕线模式控制暂停 
14(r14)：绕线长度输入模式 
15(r15)：绕线长度清零 
16(r16)：运行/停止 
17(r17)：正转/反转 
18(r18)：点动正转运行 
19(r19)：点动反转运行 
20(r20)：无效 

－ 17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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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功能名称 
运行中 

可改变 
设定范围 单位 初始值 参照页 

P103 SW3 功能选择 － 

0：无设定(*2) 
1(r1)：多段数 
2(r2)：复位 
3(r3)：复位锁定 
4(r4)：点动选择 
5(r5)：外部异常停止 
6(r6)：参数设定禁止 
7(r7)：惯性停止 
8(r8)：频率信号切换 
9(r9)：第 2 特性选择 
10(r10)：PID 控制切换 
11(r11)：3 线停止指令 
12(r12)：速度搜索 
13(r13)：绕线模式控制暂停 
14(r14)：绕线长度输入模式 
15(r15)：绕线长度清零 
16(r16)：运行/停止 
17(r17)：正转/反转 
18(r18)：点动正转运行 
19(r19)：点动反转运行 
20(r20)：频率▲设定 

－ 0 149 

P104 SW4 功能选择 － 

0：无设定(*2) 
1(r1)：多段数 
2(r2)：复位 
3(r3)：复位锁定 
4(r4)：点动选择 
5(r5)：外部异常停止 
6(r6)：参数设定禁止 
7(r7)：惯性停止 
8(r8)：频率信号切换 
9(r9)：第 2 特性选择 
10(r10)：PID 控制切换 
11(r11)：3 线停止指令 
12(r12)：速度搜索 
13(r13)：绕线模式控制暂停 
14(r14)：绕线长度输入模式 
15(r15)：绕线长度清零 
16(r16)：运行/停止 
17(r17)：正转/反转 
18(r18)：点动正转运行 
19(r19)：点动反转运行 
20(r20)：频率▼设定 

－ 0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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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功能名称 
运行中 

可改变 
设定范围 单位 初始值 参照页 

P105 SW5 功能选择 － 

0：无设定(*2) 
1(r1)：多段数 
2(r2)：复位 
3(r3)：复位锁定 
4(r4)：点动选择 
5(r5)：外部异常停止 
6(r6)：参数设定禁止 
7(r7)：惯性停止 
8(r8)：频率信号切换 
9(r9)：第 2 特性选择 
10(r10)：PID 控制切换 
11(r11)：3 线停止指令 
12(r12)：速度搜索 
13(r13)：绕线模式控制暂停 
14(r14)：绕线长度输入模式 
15(r15)：绕线长度清零 
16(r16)：运行/停止 
17(r17)：正转/反转 
18(r18)：点动正转运行 
19(r19)：点动反转运行 
20(r20)：频率存储设定 

－ 0 149 

P106 SW6 功能选择 － 

0：无设定(*2) 
1(r1)：多段数 
2(r2)：复位 
3(r3)：复位锁定 
4(r4)：点动选择 
5(r5)：外部异常停止 
6(r6)：参数设定禁止 
7(r7)：惯性停止 
8(r8)：频率信号切换 
9(r9)：第 2 特性选择 
10(r10)：PID 控制切换 
11(r11)：3 线停止指令 
12(r12)：速度搜索 
13(r13)：绕线模式控制暂停 
14(r14)：绕线长度输入模式 
15(r15)：绕线长度清零 
16(r16)：运行/停止 
17(r17)：正转/反转 
18(r18)：点动正转运行 
19(r19)：点动反转运行 
20(r20)：绕线长度 

－ 0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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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功能名称 
运行中 

可改变 
设定范围 单位 初始值 参照页 

P107 
脉冲串 
输入频率 

－ 1.0～40.0 1[kHz] 1.0 163 

P108 
脉冲串 
输入过滤 

－ 10～100 1[次] 50 163 

P109 
PWM 
信号平均次数 

○ 1～100 1[次] 1 163 

P110 
PWM 
信号周期 

○ 1.0～2000 0.1[msec] 1.0 164 

P111 模拟输入过滤 ○ 5～200 1[次] 10 165 

P112 偏置频率设定 ○ –99.0～250.0 0.1[%] 0.0 166 

P113 增益频率设定 ○ 0.0～500.0 0.1[%] 100.0 166 

P114 模拟方向模式 ○ 

0：无设定 
1：模拟输入可反转运行(正→反) 
2：模拟输入可反转运行(反→正) 

－ 0 167 

P115 
第 2 偏置 
频率设定 

○ –99.0～250.0 0.1[%] 0.0 168 

P116 
第 2 增益 
频率设定 

○ 0.0～500.0 0.1[%] 100.0 168 

P117 
第 2 模拟 
方向模式 

○ 

0：无设定 
1：模拟输入可反转运行(正→反) 
2：模拟输入可反转运行(反→正) 

－ 0 169 

P118 
第 2 模拟 
输入功能选择 

－ 

0：第 2 频率设定信号 
1：PID 控制的测定值(PV) 
2：基本频率+PID 调整值 
3：基本频率+补助频率设定信号 

－ 0 170 

P119 
第 2 模拟 
输入信号选择 

－ 

2：外控 0V～5V 
3：外控 0V～10V 
4：外控 4mA～20mA 
5：外控 0mA～20mA 

－ 2 173 

P120 
模拟输出 
功能选择 

○ 
0：输出频率 
1：输出电流 

－ 0 174 

P121 
PWM 输出占空比

补正 
○ 25～100 1[%] 100 174 

P122 
PWM 输出/ 
脉冲输出功能选择 

○ 
0：输出频率 
1：输出电流 

－ 0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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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功能名称 
运行中 

可改变 
设定范围 单位 初始值 参照页 

P123 
PWM 
输出周期 

○ 1～2000 1[msec] 1 175 

P124 
输出 TR1 
功能选择 

○ 

0：运行信号 
1：反转信号 
2：到达信号 
3：过负载警报 
4：频率检测 
5：电流检测(1) 
6：电流检测(2) 
7：异常警报(1) 
8：异常警报(2) 
9：定时器运行 1 周期结束 
10：定时器运行结束 
11：警报 
12：速度搜索动作 
13：PWM 输出 
14：脉冲串输出 

－ 0 176 

P125 
输出 TR2 
功能选择 

○ 

0：运行信号 
1：反转信号 
2：到达信号 
3：过负载警报 
4：频率检测 
5：电流检测(1) 
6：电流检测(2) 
7：异常警报(1) 
8：异常警报(2) 
9：定时器运行 1 周期结束 
10：定时器运行结束 
11：警报 
12：速度搜索动作 

－ 0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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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功能名称 
运行中 

可改变 
设定范围 单位 初始值 参照页 

P126 
输出 RY 
功能选择 

○ 

0(r0)：运行信号(*3) 
1(r1)：反转信号 
2(r2)：到达信号 
3(r3)：过负载警报 
4(r4)：频率检测 
5(r5)：电流检测(1) 
6(r6)：电流检测(2) 
7(r7)：异常警报(1) 
8(r8)：异常警报(2) 
9(r9)：定时器运行1 周期结束 
10(r10)：定时器运行结束 
11(r11)：警报 
12(r12)：速度搜索动作 

－ 0 177 

P127 
检测频率 
(输出 TR) 

○ 0.0, 0.2～400.0 0.1[Hz] 0.2 178 

P128 
检测频率 
(输出 RY) 

○ 0.0, 0.2～400.0 0.1[Hz] 0.2 178 

P129 电流检测电平 ○ 0.1～100.0 0.1[A] *4 179 

P130 
电流检测 
推迟时间 

○ 0.1～10.0 0.1[sec] 0.1 179 

P131 
RS485 
通信协议*6 

○ 

0：MEWTOCOL 
1：Modbus－RTU 
2：Modbus－ASCII 

－ 0 180 

P132 
RS485 
通信站号*6 

○ 01～31 － 01 180 

P133 
RS485 
通信速度*6 

○ 

48：4800 
96：9600 
192：19200 
384：38400 
576：57600 
1152：115200 

bps 1152 180 

P134 
RS485 
停止位长度*6 

○ 
1：1bit 
2：2bit 

bit 1 180 

P135 
RS485 
奇偶校验*6 

○ 

0：无校验 
1：奇数 
2：偶数 

－ 0 180 

P136 
RS485 
超时检测*6 

○ 0.0•0.1～60.0 0.1[sec] 0.0 180 

P137 
RS485 
发送等待时间*6 

○ 1～1000 1[msec] 1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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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功能名称 
运行中 

可改变 
设定范围 单位 初始值 参照页 

P138 
RS485 TEXT 
完成判断时间*6 

○ 3～200 1[msec] 3 180 

P139 第 2 基底频率  45.0～400.0 0.1[Hz] 50.0 182 

P140 第 2 力矩提升*7 ○ 
0～40：手动力矩提升 
Auto：自动力矩提升 

1[%] *4 183 

P141 
第 2 选择 
电子热敏 

○ 

0：额定电流的 140%, 1min OL 跳闸 
1：输出频率不降低 
2：输出频率降低 
3：强制风冷电机规格 

－ 2 184 

P142 
第 2 设定 
热敏电流 

○ 0.1～100.0 0.1[A] *4 184 

P143 
第 2 变化点 
频率 1 

○ 0.2～400.0 0.1[Hz] 0.2 185 

P144 
第 2 变化点 
电压 1 

○ 0.0～100.0 0.1[%] 0.0 185 

P145 
第 2 变化点 
频率 2 

○ 0.2～400.0 0.1[Hz] 0.2 185 

P146 
第 2 变化点 
电压 2 

○ 0.0～100.0 0.1[%] 0.0 185 

P147 脉冲串输出频率 ○ 1.0～10.0 0.1[kHz] 1.0 186 

P148 脉冲串输出占空比 ○ 25～75 1[%] 50 186 

P149 模拟输出电压补正 ○ 25～100 1[%] 100 186 

P150 
TR1 输出 ON 
延时时间 

－ 0.00, 0.01～99.99 0.01[sec] 0.00 187 

P151 
TR1 输出 OFF 
延时时间 

－ 0.00, 0.01～99.99 0.01[sec] 0.00 187 

P152 
TR2 输出 ON 
延时时间 

－ 0.00, 0.01～99.99 0.01[sec] 0.00 187 

P153 
TR2 输出 OFF 
延时时间 

－ 0.00, 0.01～99.99 0.01[sec] 0.00 187 

P154 
RY 输出 ON 
延时时间 

－ 0.00, 0.01～99.99 0.01[sec] 0.00 187 

P155 
RY 输出 OFF 
延时时间 

－ 0.00, 0.01～99.99 0.01[sec] 0.00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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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P2 功能参数一览 
 

No. 功能名称 
运行中 

可改变 
设定范围 单位 初始值 参照页 

P201 负载额定 － 
0：标准额定 
1：轻负载额定 

－ 0 188 

P202 自动调谐 － 
0：无调谐 
1：全调谐 

－ 0 189 

P203 电机容量 － 

0.2：0.2kW 
0.4：0.4kW 
0.7：0.75kW 
1.5：1.5kW 
2.2：2.2kW 
3.7：3.7kW 
5.5：5.5kW 
7.5：7.5kW 
11.：11kW 
15.：15kW 

－ *4 190 

P204 电机极数 － 

2：2 极 
4：4 极 
6：6 极 

极 4 190 

P205 电机额定电压 － 0～500 1[V] *5 190 

P206 电机额定频率 － 10.0～120.0 0.1[Hz] 50.0 190 

P207 电机额定电流 － 0.01～99.99 0.01[A] *4 190 

P208 1 次电阻 － 0.00～99.99(*8) 0.01[Ω] *4 191 

P209 2 次电阻 － 0.00～99.99(*8) 0.01[Ω] *4 191 

P210 励磁电感 － 0.0～999.9, 1000～5000 (1mH) 单位 0.1[mH] *4 191 

P211 漏电感 － 0.0～999.9 0.1[mH] *4 191 

P212 励磁电流 － 0.01～99.99 0.01[A] *4 191 

P213 
速度控制 
比例增幅 

－ 0.01～10.00 0.01 *4 192 

P214 
速度控制 
积分增幅 

－ 0.01～10.00 0.01 *4 192 

P215 力矩限定电平 － 50～400 1[%] *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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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功能名称 
运行中 

可改变 
设定范围 单位 初始值 参照页 

P216 第 2 电机容量  

0.2：0.2kW 
0.4：0.4kW 
0.7：0.75kW 
1.5：1.5kW 
2.2：2.2kW 
3.7：3.7kW 
5.5：5.5kW 
7.5：7.5kW 
11.：11kW 
15.：15kW 

－ *4 194 

P217 第 2 电机极数  

2：2 极 
4：4 极 
6：6 极 

极 4 194 

P218 
第 2 电机 
额定电压 

 0～500 1[V] *5 194 

P219 
第 2 电机 
额定频率 

 10.0～120.0 0.1[Hz] 50.0 194 

P220 
第 2 电机 
额定电流 

 0.01～99.99 0.01[A] *4 194 

P221 
第 2 电机 
1 次电阻 

 0.00～99.99(*8) 0.01[Ω] *4 195 

P222 
第 2 电机 
2 次电阻 

 0.00～99.99(*8) 0.01[Ω] *4 195 

P223 
第 2 电机 
励磁电感 

 0.0～999.9, 1000～5000 (1mH 单位) 0.1[mH] *4 195 

P224 
第 2 电机 
漏电感 

 0.0～999.9 0.1[mH] *4 195 

P225 
第 2 电机 
励磁电流 

 0.01～99.99 0.01[A] *4 195 

P226 
第 2 电机 
速度控制比例增幅 

 0.01～10.00 0.01 *4 196 

P227 
第 2 电机 
速度控制积分增幅 

 0.01～10.00 0.01 *4 196 

P228 
第 2 电机 
力矩限定电平 

 50～400 1[%] *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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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 P3 功能参数一览 
 

No. 功能名称 
运行中 

可改变 
设定范围 单位 初始值 参照页 

P301 
多段速度 
功能选择 

－ 

0：多段速频率运行功能 
1：第２·３·４ 加减速运行功能 
2：加减速链接多段速频率运行功能 
3：定时器多段速频率运行功能 
4：定时器加减速链接多段速频率 

运行功能 

－ 0 198 

P302 第 2 速频率 ○ 0.0, 0.2～400.0 0.1[Hz] 5.0 205 

P303 第 3 速频率 ○ 0.0, 0.2～400.0 0.1[Hz] 10.0 205 

P304 第 4 速频率 ○ 0.0, 0.2～400.0 0.1[Hz] 12.5 205 

P305 第 5 速频率 ○ 0.0, 0.2～400.0 0.1[Hz] 15.0 205 

P306 第 6 速频率 ○ 0.0, 0.2～400.0 0.1[Hz] 17.5 205 

P307 第 7 速频率 ○ 0.0, 0.2～400.0 0.1[Hz] 20.0 205 

P308 第 8 速频率 ○ 0.0, 0.2～400.0 0.1[Hz] 22.5 205 

P309 第 9 速频率 ○ 0.0, 0.2～400.0 0.1[Hz] 25.0 205 

P310 第 10 速频率 ○ 0.0, 0.2～400.0 0.1[Hz] 27.5 205 

P311 第 11 速频率 ○ 0.0, 0.2～400.0 0.1[Hz] 30.0 205 

P312 第 12 速频率 ○ 0.0, 0.2～400.0 0.1[Hz] 32.5 205 

P313 第 13 速频率 ○ 0.0, 0.2～400.0 0.1[Hz] 35.0 205 

P314 第 14 速频率 ○ 0.0, 0.2～400.0 0.1[Hz] 40.0 205 

P315 第 15 速频率 ○ 0.0, 0.2～400.0 0.1[Hz] 45.0 205 

P316 第 16 速频率 ○ 0.0, 0.2～400.0 0.1[Hz] 50.0 205 

P317 第 2 加速时间 ○ 0.04～3600 0.1[sec]*9 *4 205 

P318 第 2 减速时间 ○ 0.04～3600 0.1[sec]*9 *4 205 

P319 第 3 加速时间 ○ 0.04～3600 0.1[sec]*9 *4 205 

P320 第 3 减速时间 ○ 0.04～3600 0.1[sec]*9 *4 205 

P321 第 4 加速时间 ○ 0.04～3600 0.1[sec]*9 *4 205 

P322 第 4 减速时间 ○ 0.04～3600 0.1[sec]*9 *4 205 

P323 
定时器运行 
旋转方向 

－ 0～255 － 0 206 

P324 
定时器运行 
持续次数 

○ 0•1～9999 1[次] 1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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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功能名称 
运行中 

可改变 
设定范围 单位 初始值 参照页 

P325 
定时器运行 
持续模式 

○ 
0：返回零位止动状态，变为下一个周期 
1：变为下一个周期的第1 速频率 

－ 0 207 

P326 
定时器运行 
持续待机时间 

○ 0.0•0.1～6553 0.1[sec] 0.0 207 

P327 第 1速运行时间 ○ 0.0•0.1～6553 0.1[sec] 0.0 208 

P328 第 2速运行时间 ○ 0.0•0.1～6553 0.1[sec] 0.0 208 

P329 第 3速运行时间 ○ 0.0•0.1～6553 0.1[sec] 0.0 208 

P330 第 4速运行时间 ○ 0.0•0.1～6553 0.1[sec] 0.0 208 

P331 第 5速运行时间 ○ 0.0•0.1～6553 0.1[sec] 0.0 208 

P332 第 6速运行时间 ○ 0.0•0.1～6553 0.1[sec] 0.0 208 

P333 第 7速运行时间 ○ 0.0•0.1～6553 0.1[sec] 0.0 208 

P334 第 8速运行时间 ○ 0.0•0.1～6553 0.1[sec] 0.0 208 

P335 
绕线模式 
控制选择 

○ 

0：绕线模式控制OFF 
1：设定频率基准 
2：最大频率基准 

－ 0 209 

P336 绕线模式振幅 ○ 0.0～100.0 0.1[%] 50.0 209 

P337 
绕线模式 
反冲频率宽度 

○ 0.0～100.0 0.1[%] 10.0 209 

P338 绕线模式周期 ○ 0.0～3600 0.1[sec] 10.0 209 

P339 
绕线模式 
上升时间系数 

○ 0.0～100.0 0.1[%] 50.0 209 

P340 
绕线模式 
动作选择 

－ 

0：常规模式 
1：两点常规模式 
2：随机摆动模式 
3：两点随机摆动模式 

－ 0 210 

P341 
最大随机 
上升时间系数 

－ 0.0～100.0 0.1[%] 50.0 211 

P342 
最小随机 
上升时间系数 

－ 0.0～100.0 0.1[%] 50.0 211 

P343 绕线长度倍率 － 0～9999 － 1 211 

P344 绕线停止长度 － 0•1～9999，1.000～60.00 1[m] 0 211 

P345 PID 目标值 ○ 0.0～100.0 0.1[%] 0.0 212 

P346 PID 上限值 ○ 0.0～100.0 0.1[%] 100.0 212 

P347 PID 下限值 ○ 0.0～100.0 0.1[%] 0.0 213 

P348 PID 偏置值 ○ －100～100.0 0.1[%] 100.0 213 

P349 比例增益[Kp] ○ 0.1～1000 － 1.0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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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功能名称 
运行中 

可改变 
设定范围 单位 初始值 参照页 

P350 积分时间[Ti] ○ 0.00～360.0 0.01[sec] 0.00 213 

P351 微分时间[Td] ○ 0.00～10.00 0.01[sec] 0.00 213 

P352 控制周期[Ts] ○ 0.00～60.00 0.01[sec] 0.00 214 

P353 PID 输出特性 － 
0：逆动作 
1：正动作 

－ 0 214 

P354 
PID 输出反转 
选择 － 

0：反转动作无效  
1：反转动作有效 

－ 0 214 

P355 睡眠动作频率 ○ 0.0•0.2～400.0 0.1[Hz] 0.0 215 

P356 睡眠动作延时 ○ 0.0～25.0 0.1[sec] 0.0 215 

P357 
启动时 
速度搜索选择 ○ 

0：无效 
1：有效 

－ 0 215 

P359 
速度搜索 
待机时间 ○ 0.0～100.0 0.1[sec] 0.5 216 

P360 
速度搜索 
电压恢复时间 ○ 0.0～10.0 0.1[sec] 0.5 216 

P361 
再试时 
速度搜索选择 ○ 

0：无效 
1：有效 

－ 0 216 

P362 
速度搜索 
再试选择 ○ 

0：报错停止 
1：启动频率运行 

－ 
 

0 
216 

P363 
速度搜索 
再试次数 ○ 0～10 1[次] 0 217 

P364 
速度搜索 
上限频率选择 ○ 

0：最大频率以下 
1：惯性运行停止前的前一次频率值以下 

－ 0 217 

 

 
*1： 异常跳闸时，用外控操作的停止信号不能复位，请使用“操作面板上的 STOP 键进行复位的功能”。 

但是，使用复位锁定功能时，复位锁定功能优先。此外，复位功能也有效。 
*2：设定值显示“r”字时，b 接点出力运行。(如果没有出现“r”的情况下，a 接点出力运行。) 
*3： 设定值显示“r”字时，ON 为非励磁运行。(如果没有出现“r”的情况下，ON 为励磁运行。) 
*4：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5：初始值根据变频器的适用输入电压的不同而不同。 

P057: 200V 的情况下为 275.0，400V 的情况下为 550.0。 
P205、P218: 200V 的情况下为 200，400V 的情况下为 380。 

*6：电源 OFF 时有效。(当电源从 OFF 转至 ON 时，所变更的参数值为有效。) 
*7： 运行中不能进行从手动力矩提升到自动力矩提升，或从自动力矩提升到手动力矩提升的变更。 
*8：5.5kW～15kW 的场合，设定范围为 0.000～65.00，设定单位为 0.001[Ω]，通信功能使用

设定及响应时，应予注意。 
*9：0.04~99.99 的设定范围时，设定单位为 0.01，100.0 以上的设定范围时，设定单位 0.1，1000

以上的设定范围时，设定单位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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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运行方法 
 

变频器需要运行指令和频率指令。将运行指令设为 ON 时，电机旋转，电机转速

取决于频率指令(设定频率)。 
请按照以下流程图进行设定。 

运行指令?

在输入控制电路
中输入外部设备

发出的信号
执行运行

请参照4.11(73页)

通过通信指令
执行运行

请参照“MK300
通信说明书”。

通过操作面板的
键执行运行

请参照4.10(70页)

RUN

请参照“AMK300-REM1
使用说明书”。

通过选配件
AMK300-REM1
的 键执行运行RUN

需通过操作
面板进行设定

需通过电压
输出设备
进行设定

需通过电流
输出设备进行

设定

需通过外部
设备的PWM
输出进行设定

需通过外部
设备的脉冲串
输出进行设定

频率指令?

需通过通信
进行设定

需通过外部电
位器进行设定

请参照“MK300
通信说明书”。

请参照4.10(70页) 请参照4.12(74页) 请参照4.12(74页) 请参照4.12(74页)

请参照4.12(74页) 请参照4.12(74页)

通过选配件
AMK300-REM1

进行设定

请参照“AMK300-REM1
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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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通过操作面板运行 
 

【接线示例】 
 

R/L1
S/L2
T/L3

U
V
W

交流
电源

(单相200V输入时，
L1，L2连接)

电机

操作面板

    

4.10.1 通过操作面板运行和设定频率的变更方法 1(P003=0 时) 
 

运行时，请充分注意电机及机械周围的安全性。 
请对电机进行正确接线。 
 
【出厂设定状态】 
① 接通电源。 

电源 ON 时，显示按照动作状态模式点亮。   

② 按下 RUN 键。 
电机以 0.2Hz 的频率旋转。 
请确认电机的旋转方向。 

RUN   

【变更频率】 

变更方法 1：Fr 设定变更 

③ 按下 MODE 键，显示 Fr。 MODE

  

④ 按下面板旋钮。 
  

⑤ 旋转面板旋钮，将频率设为 50.0Hz。 
  

⑥ 按下面板旋钮。电机加速至 50.0Hz。 
  

通过操作面板执行运行时，请将

参数 P003 设定成“0”或“1”。 

 

旋转方向的设定方法因各设定值

而异，敬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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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按下 MODE 键，显示运行频率。 MODE

  

⑧ 按下 STOP 键。电机开始减速，显示“0000”时停止。 STOP
  

【变更旋转方向】 

② 按下 MODE 键，显示 Fr。 MODE

  

③ 旋转面板旋钮，调节至“dr”(方向设定模式)。 
  

④ 按下面板旋钮。 
  

⑤ 旋转面板旋钮，选择“L-r”。 
  

⑥ 按下面板旋钮。 
  

⑦ 按下 MODE 键。 MODE

  

⑧ 按下 RUN 键。电机开始反转，直至变为 50Hz。 RUN

  

⑨ 按下 STOP 键。电机开始减速，显示“0000”时停止。 STOP
  

 

 
•运行中，也可通过相同操作进行变更。 
•连接 AMK300-REM1 时，MK300 本体的参数不能进行设定，只能进行监控。

断开 MK300 本体和 AMK300-REM1 连接 1s 后，MK300 本体恢复参数可以设定

的状态。 
•P003=0 或 1 时，连接 AMK300-REM1 的情况下，MK300 本体的 RUN 键无效， 
STOP 键有效。断开 MK300 本体和 AMK300-REM1 连接 1s 后，MK300 本体恢复 
RUN 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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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 通过操作面板运行和设定频率的变更方法 2(P003=1 时) 
 

① 接通电源。 
电源 ON 时，显示按照动作状态模式点亮。  

 

② 逆时针旋钮，显示“L-F”； 
(顺时针旋转编码器，显示“L-r”)   

③ 按下 RUN 键。 
电机以 0.2Hz 的频率正转。 

RUN

  
 

请确认电机的旋转方向。 

④ 按下 MODE 键，显示 Fr。 MODE

  

⑤ 按下面板旋钮。 
  

⑥ 旋转面板旋钮，将频率设为 50.0Hz。 
  

⑦ 按下面板旋钮。 
电机加速至 50.0Hz。   

⑧ 按下 MODE 键。 MODE

  

⑨ 逆时针旋转旋钮，显示“L-r”； 
(顺时针旋转旋钮，显示“L-F”)   

⑩ 按下 RUN 键。减速至 0Hz后，电机以 50Hz 的频率 
反转。 

RUN
  

⑪ 按下 STOP 键。电机开始减速，显示“0000”时停止。 STOP
  

 

 
•连接 AMK300-REM1 时，MK300 本体的参数不能进行设定，只能进行监控。

断开 MK300 本体和 AMK300-REM1 连接 1s 后，MK300 本体恢复参数可以设定

的状态。 
•P003=0 或 1 时，连接 AMK300-REM1 的情况下，MK300 本体的 RUN 键无效， 
STOP 键有效。断开 MK300 本体和 AMK300-REM1 连接 1s 后，MK300 本体恢复 
RUN 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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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通过外部输入信号运行 
 

将 P003 设定成“2”～“5”后，可通过外部输入信号执行运行。 
设定值为“2”、“3”与“4”、“5”时的旋转方向变更方法不同，敬请注意。 
 
【接线示例：P003 = 2 或 3 时】 

R/L1
S/L2
T/L3

U
V
W

交流
电源

(单相200V输入时,L1,L2连接)
电机

⑦

①

②

※1

※1

(公共端)

ON:运行 OFF: 停止

ON:反转 OFF: 正转

 

※1 根据输入端子功能，非端子 No.①、②也可设定。 
※2 未刊载频率设定信号的接线示例。 

关于频率的设定方法，请参照 4.12 通过外部输入信号运行，在接线的同时

进行设定。 
 

【接线示例：P003 = 4 或 5 时】 

R/L1
S/L2
T/L3

U
V
W

交流
电源

电机

⑦

①

②

※1

※1

(公共端)

ON:正转运行 OFF: 停止

ON:反转运行 OFF: 正转

(单相200V输入时,L1,L2连接)

 

※1 根据输入端子功能，非端子 No.①、②也可设定。 
※2 未刊载频率设定信号的接线示例。 

关于频率的设定方法，请参照 4.12 通过外部输入信号运行，在接线的同时

进行设定。 
 

 
•在使用 AMK300-REM1 进行与 MK300 本体的参数上传、下载、校验过程中，

即使有外部 SW 运行信号进入也无效。等待上传、下载、校验过程结束后，外部

SW 运行信号即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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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通过外部设备设定频率 
 

除通过操作面板和通信设定频率的方法外，也可通过外部设备的输出信号设定频

率。 
通过变更参数 P004，可设定与各输出信号相应的频率。 
 
【接线示例：电位器输入(P004 = 1)时】 

R/L1
S/L2
T/L3

U
V
W

交流
电源

电机

⑭

⑪

⑫
(公共端)

电位器(VR)

(单相200V输入时,L1,L2连接)

 
※1 未刊载运行指令信号的接线示例。 

关于运行指令信号，请参照 4.11 通过外部输入信号运行，在接线的同时

进行设定。 
 

•电位器请使用 10kΩ、1/4W 以上的产品。 
 
【接线示例：通过电压输出设备进行设定(P004 = 2 or 3)时】 

R/L1
S/L2
T/L3

U
V
W

交流
电源

电机

⑭

⑫+

- (公共端)

0V～5V电压输出信号

0V～10V电压输出信号 }

(单相200V输入时,L1,L2连接)

 
※1 未刊载运行指令信号的接线示例。 

关于运行指令信号，请参照 4.11 通过外部输入信号运行，在接线的同时

进行设定。 
 

•外部设备的输出信号为 0V～5V 时，请将 P004 设定成“2”。 

•外部设备的输出信号为 0V～10V 时，请将 P004 设定成“3”。 

 

 

相关参数 P047, P111～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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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示例：通过电流输出设备进行设定(P004 = 4 or 5)时】 

R/L1
S/L2
T/L3

U
V
W

交流
电源

电机

⑭

⑫+

- (公共端)

4mA～20mA电流信号

0mA～20mA电流信号 }

(单相200V输入时,L1,L2连接)

 
※1 未刊载运行指令信号的接线示例。 

关于运行指令信号，请参照 4.11 通过外部输入信号运行，在接线的同时

进行设定。 
 
•外部设备的输出信号为 4mA～20mA 时，请将 P004 设定成“4”。 
•外部设备的输出信号为 0mA～20mA 时，请将 P004 设定成“5”。 
 
 
相关参数 P047, P111～P114 
 
【接线示例：通过 PWM 信号进行设定(P004 = 7)时】 

 

R/L1
S/L2
T/L3

U
V
W

交流
电源

电机

⑦

⑥
PWM信号

(公共端)

+

–

(单相200V输入时,L1,L2连接)

 

※1 未刊载运行指令信号的接线示例。 
关于运行指令信号，请参照 4.11 通过外部输入信号运行，在接线的同时

进行设定。 
 
通过 PWM 信号设定频率时，请务必设定以下参数。此外，请在仔细阅读各参数

的注意事项后使用。 
 

参数 No 功能名称 单位 设定范围 初期值 

P109 PWM 信号平均次数 1[次] 1～100 1 
P110 PWM 信号周期 0.1[msec] 1.0～2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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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示例：通过脉冲信号进行设定(P004 = 8)时】 

R/L1
S/L2
T/L3

U
V
W

交流
电源

电机

⑦

⑥
脉冲串信号

(公共端)

+

–

(单相200V输入时,L1,L2连接)

 
※1 未刊载运行指令信号的接线示例。 

关于运行指令信号，请参照 4.11 通过外部输入信号运行，在接线的同时

进行设定。 
 
通过脉冲串信号设定频率时，请务必设定以下参数。此外，请在仔细阅读各参数

的注意事项后使用。 
 

参数 No 功能名称 单位 设定范围 初期值 

P107 脉冲串输入频率 1[kHz] 1.0～40.0 1.0 
P108 脉冲串输入过滤 1[msec] 10～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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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V/F控制的设定方法 
 

MK300 有 V/F 控制和无传感器矢量控制两种控制方式。 
V/F 控制方式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成正比关系。 
 
■ 设定V/F控制的步骤： 
·设定示例：将最大输出频率从 50.0Hz 改为 60.0Hz 时(将参数 P012 的数据从
“50.0”改为“60.0”) 

① 变频器电源 ON，显示“0000”。  

② 设定 P006 的值为“0” 

•参数的设定方法参照 4.8 参数设定方法  

③ 设定 P009 为“50” 

•参数的设定方法参照 4.8 参数设定方法 

•功能参数 P009 可选择不同的 V/F 模式。 
 

P009 设定值 对应的 VF 模式 P009 设定值 对应的 VF 模式 
50 50Hz 模式 3C2 3 点固定模式 2 
60 60Hz 模式 3C3 3 点固定模式 3 
FF 自由模式 3C4 3 点固定模式 4 
3C 3 点式模式 3C5 3 点固定模式 5 
3C1 3 点固定模式 1 3C6 3 点固定模式 6 

 

各模式的具体内容参考功能参数 P009 的详细说明。 
④ 设定 P012 为“50.0”。 

•在 50Hz 模式下，P012 自动变为“50.0”，且不能更改。 

•60Hz 模式下，P012自动变为“60.0”，且不能更改。 

•其他模式下，需要手动设定 P012 的值。 

•参数的设定方法参照 4.8 参数设定方法。 

 

⑤ 设定 P013 为“50.0”。 

•在 50Hz 模式下，P013 自动变为“50.0”，且不能更改。 

•60Hz 模式下，P013自动变为“60.0”，且不能更改。 

•其他模式下，需要手动设定 P013 的值。 

•参数的设定方法参照 4.8 参数设定方法。 

 

⑥ 以上步骤设定完毕后，控制方式即切换为 V/F 控制， 

在 V/F控制下即可运行变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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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自动调谐 
 

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模式下运行时，或在 V/F 控制模式下使用自动力矩提升运行

时，在首次运行前请务必对所用电机执行自动调谐。 否则将无法进行正常控制。 
测量用于控制的电机常数，自动保存到参数 P208～P212 (第 2 电机：P216～
P220)中。 
 

 

开始自动调谐后，变频器将自动在上限频率～下限频率的范围内驱动电机。 
请在不会因驱动电机而发生危险的配置状态下，开始自动调谐。 
自动调谐过程中，请勿靠近电机及导电部。 
否则，可能会导致受伤及事故。 

 
·自动调谐时请勿在电机轴上连接负载等，建议在电机单体的状态下执行。 

连接负载及惯性较大的物体时，将无法进行正常调谐。 
请尽量在可自由旋转的无负载状态下执行自动调谐。 

·请在电机完全停止的状态下开始自动调谐。 

 
■ 自动调谐执行步骤 
·请按照以下 1～4 的顺序执行。 

1．在参数 P203～P207(第 2 电机：P216～P220)中设定电机规格值 
·请务必在自动调谐开始前进行设定。 

2．仅第 2 电机时：切换至第 2 特性选择状态 
·请通过输入控制信号，切换选择状态。 

(参照参数 P101～P106。) 
3．将 P202 设定为“1”后，通过 MODE 键按钮切换至动作状态显示模式 

·面板显示“Att1”，进入测量待机状态。 
(需退出待机状态时，请将 P202 的设定恢复成“0”。) 

＜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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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下 RUN 键按钮执行自动调谐 
·“Att1”点亮状态下按下 RUN 键按钮，自动开始测量，随着测量的进行，显示变

化如下图所示。 
·请在确认电机完全停止后按下 RUN 键按钮。 
·测量开始至结束约需 2 分钟。 
·需中途停止测量时，请按下 STOP 键按钮。在显示 End 前(Att1～Att3 闪烁中)
中止时，电机常数将不保存，并恢复至测量开始前的待机状态(步骤 3)。 
(需退出待机状态时，请将 P202 的设定恢复成“0”。) 

·测量正常结束时将显示“End”，电机常数将得到保存。 
在显示“End”的状态下按下 STOP 键按钮，将恢复至通常状态。 
(P202 将自动恢复为“0”。) 

＜点亮＞

＜闪烁＞

＜闪烁＞

＜闪烁＞

＜点亮＞

按下

发生错误

发生错误

发生错误

正常结束，电机常数得到保存

＜点亮＞
按下

恢复至通常状态

测量待机状态

RUN

STOP

 
·测量过程中发生错误并显示 t.Er1～3 时，按下 STOP 键按钮，将恢复至测量开

始前的待机状态(步骤 3)。请确认配置及接线状态，确认电机完全停止后再重

新执行自动测量。 
·确认配置及接线状态后重新执行仍发生错误时，请暂时将 P202 恢复成“0”
退出待机状态，然后再次确认电机规格值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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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矢量控制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通过矢量运算，分割为励磁电流和力矩

电流，并对频率和电压进行补偿，确保流入的电机电流与负载力矩相符。 

需要较大启动力矩或低速时需要足够力矩时，以及负载的变动剧烈时有效。 

 

使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时，请按以下条件使用。 

 

·电机须为通用鼠笼式感应电机。 

·电机容量须与变频器容量“相同”或“低一级”。 

·电机极性须为“2· 4· 6 极”。 

·须单机运行(1 台变频器驱动 1 台电机运行)。 

·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最大接线长度为 30m 以下。 

·载波频率须为 2.5kHz 以上。 
 

以上条件以外时，可能无法保证良好的运行特性。 

 

·旋转不均比 V/F 控制略多。不适于低速时旋转不均会造成问题的负载。此时，请 
选择V/F 控制。 

·选择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时，输出频率的范围为 0.5Hz～120Hz 
·选择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时，“P007：载波频率”仅 2.5kHz～15.0kHz 范围内有效。 
将载波频率设定为 0.8kHz～1.6kHz 的状态下，“P007：矢量控制选择”为设定

值“1”（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时，载波频率的设定值自动变更为 2.5kHz。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模式时，在输出频率较低的区域载波频率可能自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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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的设定步骤】 

请按照以下 1～4 的顺序进行设定和试运行。 

1.变频器控制方式的选择 

·在“P006：矢量控制选择”中，可选择 V/F 控制、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的控

制模式。 

初始值已设为 V/F 控制，因此请改设为无传感器矢量控制(P006＝“1”)。 

 

2.使用电机的各规格值的设定 

下列设定值将作为自动调谐时的基准，请务必在执行自动调谐(参数 P202)前
进行设定。 

 

1)电机容量的设定 

·将使用的电机容量设定为“P203：电机容量”。 

初始值已设为：电机容量＝变频器容量。 

 

2)电机极性的设定： 

·将使用的电机极性设定为“P204：电机极数”。 

初始值已设为：电机极性＝4 极。 

 

3)电机额定电压的设定 

·将使用的电机额定电压设定为“P205：电机额定电压”。 

初始值已设为：电机额定电压＝380V(400V 级时)。 

 

4)电机额定频率的设定 

·将使用的电机额定频率设定为“P206：电机额定频率”。 

初始值已设为：电机额定频率＝50Hz。 

 

5)电机额定电流的设定 

·将使用的电机额定电流设定为“P207：电机额定电流”。 
 

·电机的规格值一般通过多个额定电压、额定频率、额定电流的组合进行规定。 
【例】380V／50Hz／1.0A，400V／60Hz／1.5A 

额定电压请选择实际使用时输入变频器 MK300 的电源电压后进行设定。 
此外，额定电流因额定电压、额定频率而异，请务必在确认组合后再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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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机常数的设定 

设定电机的各规格值之后，请务必实施自动调谐。 

·自动调谐时请勿在电机轴上连接负载等，建议在电机单体的状态下执行。连

接负载及惯性较大的物体时，将无法进行正常调谐。请尽量在可自由旋转的

无负载状态下执行自动调谐。 

·请在电机完全停止的状态下开始自动调谐。 

关于自动调谐的执行步骤，请参照“4.14 自动调谐”一项。 

 

4.试运行 

请在设定了运行指令和速度指令之后，再进行试运行。 

请根据需要进行各功能(加速时间、减速时间、最大输出频率等)的设定。 

如能实现需要的电机特性，则至此设定完成。 

 

 

相关参数 P006、P201-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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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安全注意事项 
 

 

维护、检查应在切断输入电源 5 分钟以后再进行。 
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 
除指定的人员以外不得进行维护、检查，更换部件。 
(作业前应把金属物品(手表、手镯等)取下) 
(请使用绝缘工具) 
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人身伤害。 

 

5.2 异常诊断功能和复位方法 
 

5.2.1 异常跳闸的个别内容和处理 
 

异常跳闸存储器对监控模式 n16～n19 所发生的跳闸原因进行存储。 
即使切断电源，也可存储所发生的跳闸原因的最新内容和最多 3 次前的内容。(工
厂出厂时存储在工厂进行的出厂检查内容) 

显示 异常内容·原因 处置 

SC1 ·加速时的瞬间电流过大 · 检查是否存在输出短路，接地短路 
· 消除负载中过大的急剧变化 
· 延长加速·减速时间 (参数P001，

P002，P317～P322) 
· 不进行负载侧电磁接触器的开闭操作。 

SC2 ·定速时的瞬时电流过大 

SC3 ·减速时的瞬间电流过大 

SC4 ·加速・减速・定速时的瞬间过大电流 

SC5 ·启动时输出侧短路过电流 ·检查输出短路、接地短路 

SC6 ·检测到启动时故障 ·检查功率模块故障(委托修理服务) 

OC1 ·加速时的过电流 · 确认输出缺相·消除负载的急剧变化 
· 延长加速·减速时间 (参数 P001，
P002，P317～P322) 
· 调整力矩提升水平(参数 P011) 
· 确认自由运行中的重启 
· 不进行负载侧电磁接触器的开闭操作 

OC2 ·定速时的过电流 

OC3 ·减速时的过电流 

OU1 ·加速时的内部直流电压过大 
· 延长加速时间 (参数 P001，P317，
P319，P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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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异常内容·原因 处置 

OU2 ·定速时的内部直流电压过大 ·消除负载的急剧变化 

OU3 ·减速时的内部直流电压过大 
·延长减速时间(参数 P002，P318，P320，
P322) 

LU ·电源电压低于额定值的 85%以下 
·测量电源电压·确认输入缺相 
·检查瞬时停止再次启动功能 

OL 
·输出电流在 1 分钟以上达到电子热敏设定

电流的 125%以上、或变频器额定电流的

140%以上 

·确认电子热敏的设定电流 
·确认、调整力矩提升水平(参数 P011) 
·减轻负载 

OH ·散热片的异常过热 ·确认周围温度 

AU ·从控制电路端子输入了外部异常停止输入 
·检查外部信号是否适当、时序电路是否

正确 

OP 
·在运行信号 ON 状态下接通电源 
·检测到超时的情况下 
·通信电缆脱落时 

·确认启动模式(参数 P031) 
·确认通信设定及接线 
·降低变频器周围的干扰 

FAn ·冷却风扇异常 ·确认风扇是否堵转。 

FAn2 ·11kW、15kW 的上部冷却风扇异常 ·确认风扇是否堵转 

SEr 

·速度搜索失败 
·电机的旋转方向不同时 
·相对于变频器额定值，电机额定值过小时 
·自由运行中的转速缓慢时 

·降低变频器周围的噪音。 
·确认电机的旋转方向。 

CPU ·在变频器上施加过大干扰的情况下 ·降低变频器周围的干扰 

ErrC ·在变频器上施加过大干扰的情况下 ·降低变频器周围的干扰 

 

 
·错误信息“SC6”指检测到变频器内部的功率模块故障的错误。 
请向您购买该产品的销售店或本公司维修部门询问“关于产品的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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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异常跳闸时的复位方法 
 

操作面板的显示，异常显示亮灯并停止的情况下，请处理异常情况后再进行复位。 

电源复位 
将电源切断一次后即可复位。 
(再次接通电源时即可运行) 

停止复位 

①运行为面板设定的情况下(参数 P003 设定为“0”或者“1”)按下操作面板

的“ STOP 键”后即可复位，然后可再次启动。 
②运行为外控操作的情况下(参数 P003 设定为“2”或者“4”)将外控操作的

“运行指令键”切断一次后即可复位，然后可再次启动。 
注) 不能通过通信进行停止复位。 

面板复位 
运行为外控或者通信设定的情况下(参数 P003 设定为“3”“5”“7”) 
即使将外控操作或通信的“运行指令键”切断一次，也不会复位。 
按下操作面板的“ STOP 键”后复位，然后可再次启动。 

多功能端子 
复位 

参数 P101～P106 中的设定值设定为“2”“r2” 
将功能设定开关置“ON”一次，再置“OFF”时复位。 
然后可再次启动。 

通信指令复位 通过在寄存器编号 505(DT505)中写入 0x9696，进行复位。 

 

 
·错误信息“SC6”“CPU”时，无法进行“停止复位”“面板复位”“多功能端

子复位”“通信指令复位”等的复位，仅“电源复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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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异常时的处理方法 
 

5.3.1 电机不旋转(异常显示不亮灯的情况下) 
 

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面板上是否显示“ 0000”？ 按下 键，使其显示“ 0000”

将面板或者外控运行信号置 ON

将频率设定值设为 0.5Hz以上

不显示频率，没有输出电压

变频器发生故障 (敬请垂询 )

有通往电机侧的电压

电机发生故障

* 请确认运行信号和设定数据。

* 请确认频率设定信号和设定数据。

No

YesYes

Yes

Yes

MODE

 
 

5.3.2 电机不旋转(异常显示亮灯的情况下) 
 

异常显示亮灯，但是电机不旋转的情况下，请确认以下 2 点内容。 
1. 确认是在初次(安装后立即)发生，还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生。 
2. 确认是由于变频器发生故障(不良)，还是由于接线和电机发生故障。 

初次、或安装后立即发生

拆下变频器负载侧电线 (U，V，W)

将面板或者外控运行信号置 ON

出现OC1等,请参考第 80、81页的显示 变频器发生故障 (敬请垂询 )

注) 出现OC1等显示时，请根据

各个显示内容采取对策。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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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断路器跳闸 
 

断路器的容量选择是否正确？

Yes

输入和输出端子的接线是否正确？

Yes

主电路接线是否接地？

断路器不良或者变频器发生故障

(敬请垂询)

No

注)请使用对应变频器的漏电断路器。

 
 

5.3.4 电机异常发热 
 

电机是否处于过负载状态？

No

电压/频率特性是否适当？

Yes

在低频率下连续运行时

负载降低率是否适当？

变频器发生故障

(敬请垂询)

Yes

No

变频器的输出

          是否缺相？

Yes

No

No

·降低电机的负载率

·提高电机的容量

(超过变频器容量时，

同时提高变频器容量)

·降低电机的负载率，或者进行强制

冷却

·提高电机的容量

(超过变频器容量时，

同时提高变频器容量)

·提高输出频率后，是否可运行

·降低电压/频率特性

 
 

5.3.5 无法通信 
 

接线是否正确？

Yes

通信设定是否正确？

Yes

是否施加干扰？

变频器发生故障

(敬请垂询)

No

Yes
·降低变频器周围的干扰

·将通信电缆和其他接线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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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安全注意事项 
 

 

维护·检查应在切断输入电源 5 分钟以后再进行。 
否则会导致触电。 
除指定的人员以外不得进行维护·检查，更换部品。 
(作业前应把金属物品(手表，手镯等)取下) 
(请使用绝缘工具) 
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人身伤害。 
通电时请勿更换冷却风扇。否则可能导致触电。 

 
请委托电气公司定期紧固端子螺丝。 
端子螺丝的松动会导致发热或着火。 

 
 

6.2 检查时的注意事项 
 

·在电源线和电机线间进行兆欧测试时，请将连接到变频器的接线拆下，用电线

进行测量。不要对控制电路进行兆欧测试。 
·由于变频器是以半导体元件为中心构成的，为了预防温度，湿度，灰尘，振动

等使用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部品老化和寿命等引发的故障，请实施日常检查。 
下表所示为一般正常使用条件(周围温度年平均 30℃，负载率 80%以下，运行率

平均每天在 12 小时以下)下的标准更换年数。 
 

6.3 检查项目 
 

1. 日常检查：基本上检查在运行过程中是否有异常情况发生。 
运行过程中，一般使用万用表检查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压。 

2. 定期检查：对于必须停止运行才能进行检查的地方和需要定期检查的地方进

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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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关于部品更换 
 

损耗故障(耐用年数，寿命)…耐用年数受到使用环境的影响较大。 
1. 例如，继电器的寿命由其接点面上的粗糙程度而决定。 

接点电流值和负载电感是影响寿命的主要因素。 
2. 电容器在变频器内主要用作平滑过滤器，但是由于在内部进行化学反应，因

此温度对其寿命的影响十分大。一般而言，铝电解电容器在温度每增高 10℃
时，寿命会降低一半，这也决定了变频器的寿命。 
在高温下使用变频器时，即使其他部品仍然正常，如果铝电解电容器进入损

耗故障期间，为延长变频器的寿命，必须进行更换。 

部品名称 标准更换年数 更换方法·其他 

冷却风扇 5 年 更换新品 

平滑电容器 5 年 更换新品(调查后决定是否更换) 

继电器类 ― 调查后决定是否更换 

 
◆ 需要更换、修理部品时，敬请垂询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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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维护·检查表 
 

注) 检查周期项目的符号中 ☆显示日常，○显示 1 年周期，◎显示 2 年周期。 

场 
所 检查项目 检查事项 检查周期 检查方法 判定基准 仪器 

整 
体 

周围环境 确认周围温度，湿度，
灰尘等 ☆   参照安装注意事项 

周围温度·湿度 
-10℃～+50℃·90％ 
安装多台变频器的
情况下，且 5.5kW 以
上，轻负载规格时温
度：-10℃～+40℃ 

温度计
湿度计 

装置整体 有无异常振动、声音 ☆   根据目视、听觉 应无异常  

电源电压 主回路电压是否正常 ☆   输入电压测定 

200V 型： 
170～253V AC 
400V 型： 
323～506V AC 

万用表 

主 
回 
路 

整体 
①紧固部分的松动 
②各部品的过热痕迹 
③清扫 

 
○ 
○ 
○ 

 ①增强紧固 
②根据目视 ①、②应无异常  

连接导体·
电线 

①导体的歪斜 
②电线包皮的破损  ○ 

○  ①、②根据目视 ①、②应无异常  

变压器 有无异味 ☆   根据嗅觉 应无异常  

端子台 有无损伤  ○  根据目视 应无异常  

晶体管·
二极管 

检查各端子之间的电
阻   ◎ 拆下主回路电线，

在端子处测量  万用表 

平滑电容
器 

①有无漏液 
②安全阀是否正常 
③测量静电容量 

☆ 
☆ 
 

 
 
○ 

 
①、②根据目视 
 
③用容量计测量 

①、②应无异常 
③额定容量的 85%
以上 

容量計 

继电器 ①动作声音是否正常 
②接点的粗糙状态  ○ 

○  ①根据听觉 
②根据目视 ①、②应无异常  

电阻器 ①绝缘物有无龟裂 
②有无断线  ○ 

○  ①、②根据目视 ①、②应无异常  

控 
制 
电 
路 
· 
保 
护 
电 
路 

动作检查 

①确认变频器单体运
行时各相间输出电
压的平衡 

②用时序保护动作试
验检查保护电路和
显示电路 

 

○ 
 
 
○ 
 
 

 

①测量输出端子之
间的电压 

 
②做变频器警报输
出的模拟短路 

 

①线间输出平衡在
4V 以内(400V 型
为 8V 以内) 

 
②时序保护电路应

正常动作 

整流型 
电压计 

整体 ①有无异味和变色 
②有无显著生锈  ○ 

○  ①、②根据嗅觉，
目视 ①、②应无异常  

电容器 有无液漏，变形 ☆   根据目视 应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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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所 

检查项目 检查事项 检查周期 检查方法 判定基准 仪器 

冷 
却 

冷却风扇 ①异常振动，异常声音 
②连接部分的松动 

☆ 
 

 
○  ①根据听觉 

②增强紧固 ①、②应无异常  

显
示 

显示 指示灯是否发生故障 ☆   根据目视 应无异常  

仪表 指示值是否正常 ☆   确认指示值 应在规格值，管理值
内 

电压计
电流计 

电 
机 整体 ①异常振动，异常声音 

②有无异味 
☆ 
☆   根据目视，听觉，

嗅觉 ①、②应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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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额定 
 

■ 单相 200V输入型 

型号 AMK3002 0P2 0P4 0P7 1P5 2P2 

标 
准 
规 
格 

适用电机输出(kW) *1 0.2 0.4 0.75 1.5 2.2 
额定输出电流(A) *2 1.5 3.0 5.0 8.0 11.0 
额定输出容量(kVA) *3 0.6 1.2 2.0 3.2 4.4 
额定输入电流(A) *4 3.9 8.0 12.6 18.5 23.8 
电源容量(kVA) *4 0.9 1.8 2.9 4.3 5.5 

轻 
负 
载 
规 
格 

适用电机输出(kW) *1 0.4 0.75 1.5 2.2 3.0 
额定输出电流(A) *2 1.9 3.5 6.0 9.6 12.0 
额定输出容量(kVA) *3 0.8 1.4 2.4 3.8 4.8 
额定输入电流(A) *4 5.1 9.1 15.2 22.3 25.8 
电源容量(kVA) *4 1.2 2.1 3.5 5.1 5.9 

重量(kg) 约 1.0 约 1.0 约 1.4 约 1.6 约 2.0  
■ 三相 400V输入型 

型号 AMK3004 0P7 1P5 2P2 3P7 5P5 7P5 011 015 

标 
准 
规 
格 

适用电机输出(kW) *1 0.75 1.5 2.2 3.7 5.5 7.5 11.0 15.0 
额定输出电流(A) *2 2.6 4.0 6.0 9.5 12.0 17.0 23.0 31.0 
额定输出容量(kVA) *3 2.1 3.2 4.8 7.6 9.6 13.5 18.3 24.7 
额定输入电流(A) *4 3.9 6.0 9.0 14.3 15.6 22.1 29.9 40.3 
电源容量(kVA) *4 3.1 4.8 7.2 11.4 12.4 17.6 23.8 32.1 

轻 
负 
载 
规 
格 

适用电机输出(kW) *1 1.5 2.2 3.7 5.5 7.5 11.0 15.0 18.5 
额定输出电流(A) *2 3.6 5.4 6.9 11.1 17.0 17.0 31.0 38.0 
额定输出容量(kVA) *3 2.9 4.3 5.5 8.8 13.5 13.5 24.7 30.3 
额定输入电流(A) *4 5.4 8.1 10.4 16.7 22.1 22.1 40.3 49.4 
电源容量(kVA) *4 4.3 6.5 8.2 13.3 17.6 17.6 32.1 39.4 

重量(kg) 约1.5 约 1.6 约1.9 约 2.0 约 3.6 约3.6 约 8.2 约 8.3 

*1 适用电机是指使用 4 极标准电机时的最大适用容量。 
选择机型时，请确保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在电机额定电流以上。 

*2 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因设定载波频率而发生变化。 
注意降低输出电流加以使用。 

*3 额定输出容量分别相对应単相 200V 输入型、输出电压为 230V AC 以及 
三相 400V 输入型、输出电压为 460V AC 时的情形。 

*4 额定输入电流和电源容量因电源侧的阻抗而发生变化。请准备好标示值以上

规格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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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载波频率与额定电流的关系 

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因设定载波频率而发生变化。 
请根据表 1 和图 1 ～图 5 降低输出电流进行使用。 

单位：A 
1.6kHz 以下 2.5kHz 5.0kHz 7.5kHz 10.0kHz 12.5kHz 15kHz

型号 
轻载 标准 轻载 标准 轻载 标准 轻载 标准 轻载 标准 轻载 标准 轻载 标准

AMK3000P22 1.9 1.5 1.9 1.5 1.9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AMK3000P42 3.5 3.0 3.5 3.0 3.5 3.0 3.0 3.0 3.0 3.0 2.7 2.7 2.4 2.4
AMK3000P72 6.0 5.0 6.0 5.0 6.0 5.0 5.0 5.0 5.0 5.0 4.5 4.5 4.0 4.0
AMK3001P52 9.6 8.0 9.6 8.0 9.6 8.0 8.0 8.0 8.0 8.0 7.2 7.2 6.4 6.4

单 
相 
2 
0 
0 
V AMK3002P22 12.0 11.0 12.0 11.0 12.0 11.0 11.0 11.0 11.0 11.0 9.9 9.9 8.8 8.8

AMK3000P74 3.6 2.6 3.6 2.6 3.6 2.6 2.6 2.6 2.0 2.0 1.3 1.3 0.7 0.7
AMK3001P54 5.4 4.0 5.4 4.0 5.4 4.0 4.0 4.0 3.4 3.4 2.8 2.8 2.2 2.2
AMK3002P24 6.9 6.0 6.9 6.0 6.9 6.0 6.0 6.0 5.0 5.0 4.2 4.2 3.3 3.3
AMK3003P74 11.1 9.5 11.1 9.5 11.1 9.5 9.5 9.5 8.1 8.1 6.7 6.7 5.2 5.2
AMK3005P54 17.0 12.0 12.0 12.0 10.8 10.8 9.6 9.6 8.4 8.4 7.2 7.2 6.0 6.0
AMK3007P54 17.0 17.0 17.0 17.0 15.3 15.3 13.6 13.6 11.9 11.9 10.2 10.2 8.5 8.5
AMK3000114 31.0 23.0 31.0 23.0 23.0 23.0 20.7 20.7 18.4 18.4 16.1 16.1 13.8 13.8

三 
相 
4 
0 
0 
V 

AMK3000154 38.0 31.0 38.0 31.0 31.0 31.0 27.9 27.9 24.8 24.8 21.7 21.7 18.6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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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标准规格 
 

■ 单相 200V输入型 

项目 规格 

标准适用电机输出(kW) 0.2kW～2.2 kW 
额 
定 
输 
出 

额定电压 三相 200V～230V AC(电源电压比例) 

过负载电流额定 标准规格：额定输出电流的 150%  1 分钟 
轻负载规格：额定输出电流的 120%  1 分钟 

输

入

电

源 

相数·电压·频率 单相 200V～230V AC  50Hz/60Hz 

电压允许变动 额定输入交流电压的＋10％、－15％ 

频率允许变动 额定输入频率的±5％ 

瞬间电压降低耐量 ·165V AC 以上继续运行 
·降低至 165V AC 以下时继续运行 15ms 

■ 三相 400V输入型 

项目 规格 

标准适用电机输出(kW) 0.75kW～15 kW 
额 
定 
输 
出 

额定电压 三相 380V～460V AC(电源电压比例) 

过负载电流额定 标准规格：额定输出电流的 150%  1 分钟 
轻负载规格：额定输出电流的 120%  1 分钟 

输

入

电

源 

相数·电压·频率 三相 380V～460V AC  50Hz/60Hz 

电压允许变动 额定输入交流电压的＋10％、－15％ 

频率允许变动 额定输入频率的±5％ 

瞬间电压降低耐量 ·323V AC 以上继续运行 
·降低至 323V AC 以下时继续运行 1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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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共通规格 
 

项目 规格 

输 
出 
频 
率 

频率范围 VF 控制：0.2Hz～400Hz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0.5Hz～120 Hz 

频率显示 数字显示 

频率精度 模拟设定：最高设定频率的±0.5％以内(25℃±10℃) 
数字设定：最高设定频率的±0.01％以内(-10℃～+50℃) 

频率分辨率 模拟设定时：0.1Hz (50Hz/60Hz 模式时) 
数字设定时：0.1Hz 

变频器控制方式 高载波频率正弦波 PWM 控制 
(可选择 V/F 控制、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载波频率(注 3) 

·V/F 控制设定时：可选择 9 种(0.8kHz～15kHz 可变)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设定时：可选择 6 种(2. 5kHz～15kHz 可变) 
(0.8kHz，1.1kHz，1.6kHz，2.5kHz，5.0kHz，7.5kHz，
10.0kHz，12.5kHz，15.0kHz) 

运 
行 

运行·停止 

·操作面板开关 
·可选择 1a 接点信号、3 线输入(1a、1b 接点信号) 
·RS485 通信 
·可设定待机时间(0.1 秒～100 秒) 

正转·反转 
·操作面板开关 
·1a 接点信号(可设定禁止反转) 
·RS485 通信 

点动运行 运行频率 0.2Hz～400Hz 任意设定 
加速/减速时间 0.04 秒～3600 秒任意设定 

停止模式 减速停止/惯性停止(选择切换) 

复位功能 停止信号复位、外部复位、面板复位(可设定)及电源复位 

运 
行 

启动频率 在 0.2Hz～60Hz 任意设定 

停止频率 在 0.2Hz～60Hz 任意设定 

瞬间停止再次启动运行 重新启动 0Hz、重新启动运行频率、重新启动速度搜索(选择切换) 

速度搜索 启动时速度搜索(可设定) 

再试功能 再试选择：功能有/无、再试异常内容选择 
再试次数：1 次～10 次任意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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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规格 

控 
制 

频率设定信号 

面板设定(操作面板)：数字设定 
外控操作模拟设定信号： 

·电位器(10kΩ、1/4W 以上) 
·0V～5V DC、0V～10V DC 
·4mA～20mA、0mA～20mA 

外控操作数字设定信号： 
·PWM 信号(信号周期：1ms～2000ms)，脉冲输入信号 
·频率上升 SW，降低 SW，存储 SW 信号 

通信设定：RS485 通信 

电压/频率特性 
基底频率：在 50Hz/60Hz 固定、在 45Hz～400Hz 任意设定 
3 点式 V/F 模式：任意设定电压、频率 
V/F 曲线：恒定力矩/降低力矩模式(选择切换) 

力矩提升 0%～40％任意设定、自动力矩提升(可选择) 

加速·减速时间 0.04 秒～3600 秒(加速·减速个别设定) 

加减速特性 直线、S 字加减速(可选择) 

第 2 功能选择 选择第 2 功能(加速/减速时间、力矩提升、电压/频率特性 
(基底频率、3 点式 V/F 模式、电子热敏、模拟频率设定) 

多段速频率设定 
·多段速运行：最多可设定 16 段速(任意设定频率) 
·定时器运行：最多可设定 8 段速(任意设定频率) 
可与加速、减速时间进行链接 

频率跳跃设定 最多可设定 3 处(频率跳跃幅度在 1Hz～10Hz 之间任意设定) 

上限频率设定 0.2Hz～400Hz 任意设定 

下限频率设定 0.2Hz～400Hz 任意设定 

 
 
 
 
 
 
 
 
 
 

  



7. 规格 

101 

项目 规格 

控 
制 

偏置·增益频率设定 偏置频率：-99.0%～250.0%任意设定 
增益频率：0.0%～500.0%任意设定 

外部停止功能 外部异常停止、惯性停止(选择设定) 

PID 功能 PID 控制模式(可设定) 

离线自动调谐功能 电机常数的自动调谐 

冷却风扇 ON/OFF 控制 可设定 

通信功能 

·接    口 ：RS485 串行通信 
·通信速度 ：4800／9600／19200／38400／57600／

115200 bps(可选择) 
·协    议 ：MEWTOCOL-COM／Modbus-RTU/ 

Modbus-ASCII (选择切换) 
·通信方式 ：半双工方式 
·最多连接台数：31 台 
·最大传送距离：500m(总接线长度) 

制 
动 

再生制动力矩 

·200V  0.2kW：100%以上 
     0.4kW：80%以上 
     0.75kW～2.2kW：20%以上 
·400V  0.75kW～15kW：20%以上 

直流制动 
在停止频率以下动作 
·制动力矩水平 ：0～100 
·制动时间     ：0.1 秒～120 秒任意设定 

输 
出 
信 
号 

模拟输出 输出规格：0V～10 V DC(最大 1mA) 
输出功能：输出频率/输出电流比例(选择切换) 

开路式集电极输出 

输出规格：最大额定 50V DC、50mA 
输出功能：运行信号、到达信号、过负载警报、频率检测、反

转信号异常警报、电流检测、定时器结束信号、输

出频率/电流比例 PWM 信号、输出频率/电流比例

脉冲串信号(可选择) 

继电器输出 

输出规格：1c 接点(接点容量 230V AC、0.25A，30V DC、1A
电阻负载) 

输出功能：运行信号、到达信号、过负载警报、频率检测、反

转信号异常警报、电流检测、定时器结束信号(可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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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规格 

显 
示 

运行·控制状态 

输出频率、线速度显示(选择切换)、旋转方向 
输出电压、内部直流电压、设定频率、通信站号、定时器运行

次数、警报种类、控制电路端子状态(输入信号、输出信号)、
运行状态、PID(设定值、测定值、输出值)、自动调谐进行状况、

累积运行时间、累积风扇运行时间 

异常内容 保护功能动作时显示符号(异常内容可存储 4 次) 

保

护 

电流限制 在额定输出电流的 1%～200%下可设置限流功能 

跳闸(停止) 

瞬时过电流(SC1-6)、温度异常(OH) (注 2) 
过电流(OC1-3)、过负载·电子热敏继电器(OL)、 
电压不足(LU)、过电压(OU1-3)、冷却风扇故障(FAn，FAn2)、 
外部异常(AU)、操作异常(OP)、CPU 出错(CPU，ErrC) 

防止失速功能 防止过电流失速、防止过电压失速 

环 
境 

使用周围温度·湿度 -10℃～+50℃(注 1)(应无冻结)、90%RH 以下(应无凝露) 

保存温度·湿度 -25℃～65℃、95％RH 以下 

振动 5.9m/s2(0.6G)以下 

标高 标高 1000m 以下 

使用场所 
室内；无金属粉、油、水等异物入侵的场所；无油雾、灰尘、

放射性物质、可燃性物体、气体及其他腐蚀性等有害气体、液

体的场所；盐分较少的场所 

保护构造 IP20 盘内安装形 

冷却方式 0.75kW 以下：自冷 ； 1.5kW～15kW：风冷 

注 1) 横向紧密安装时为–10℃～+40℃，5.5kW～15kW 轻负载规格时 
温度：–10℃～+40℃。 

注 2) 输出频率低时，温度保护水平会自动化变化。 
注 3) 输出频率低时，变频器内部会自动变换载波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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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功能参数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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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 第 1 加速时间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可设定从 0.2Hz 到最大输出频率的加速时间。 

 

·最大输出频率可由参数 P009，P012 进行设定。 
 

 
·将加速时间设定为过短的值时，因负载状态不同，可能会有过电流流过，因此

设定时请注意。 
 
相关参数 P009, P012 

 
 
 

数据设定范围(秒) 0.04～3600 

设定单位(秒) 
0.01(0.04～99.99)、 
0.1(10.00～999.9)、 
1(1000～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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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 第 1 减速时间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可设定从最大输出频率到 0.2Hz 的减速时间。 

数据设定范围(秒) 0.04～3600 

设定单位(秒) 
0.01(0.04～99.99)、 
0.1(10.00～999.9)、 
1(1000～3600) 

·最大输出频率可由参数 P009，P012 进行设定。 
 

 
·将减速时间设定为过短的值时，因负载状态不同，可能会有过电流流过，因此

设定时请注意。 
 
相关参数 P009, P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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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 运行指令选择                                   *初始值：0 

可以用操作面板、外控输入信号、或者通信指令来选择运行/停止及正转/反转。 

设定值 
指令 
状态 

面板复位 
功能 

操作方法·控制电路端子连接图 

0 面板 有 
RUN ：运行， STOP ：停止 

/ ：“旋转方向设定模式”进行设定(dr 模式) 

1 面板 有 + RUN ：正转运行， + RUN ：反转运行， STOP ：停止 

2 外控操作 无 ⑦

运行/
停止

正转/
反转

*1

*1
 

公共端端子(端子⑦) 
ON：运行 / OFF：停止 
ON：反转 / OFF：正转 3 外控操作 有 

4 外控操作 无 ⑦

运行/
停止

正转/
反转

*1

*1
 

公共端端子(端子⑦) 
ON：正转运行 / OFF：停止 
ON：反转运行 / OFF：停止 

5 外控操作 有 

6 通信 无 
使通信传送来的运行指令有效。 

7 通信 有 

(*1)：请将 P101～P106 的 SW1～SW6 功能选择设为设定值“16(r16)：运行/
停止”和“17(r17)：正转/反转”。 

 

■ 面板复位功能 
异常跳闸时，用外控操作的停止信号不能复位，请使用“操作面板上的 STOP 键进

行复位的操作”。但是，使用复位锁定功能时，复位锁定功能优先。此外，复位

功能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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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线式 运行/停止指令 
请将“3 线停止指令”分配给输入端子 SW1～SW6 中的任意一个。 

设定值 
指令 
状态 

面板复位 
功能 

操作方法·控制电路端子连接图 

2 外控操作 无 
 

公共端端子(端子⑦)  
ON：运行 
ON：反转/OFF：正转 
ON：停止(*1) 3 外控操作 有 

4 外控操作 无 
 

5 外控操作 有 

(*1) 请将 P101～P106 的 SW1～SW6 功能选择设为设定值“16(r16)：运行/
停止”和“17(r17)：正转/反转”。 

(*2) 需要使用“3 线式指令”时，请将 SW1~SW6 对应参数 P101~P106 设定
为 11 或者 r11，作为“3 线式停止指令”。 

(*3) 采用 3 线式时，固定为 a 接点输入。 
(*4) 采用 3 线式时，固定为 b 接点输入。 

ON ON ON

ONON

OFF OFF

ON

P003=2, 3时

正转输
出
频
率反转

时间

SW1
(P101 = 16)

SW2
(P102 = 17)

SW3
(P103 = 11) ON ON ON

ON

ON

OFF OFF

正转输
出
频
率反转

时间

SW1
(P101 = 16)

SW2
(P102 = 17)

SW3
(P103 = 11)

P003=4, 5时

 

 
·正转运行、反转运行信号两者均为 ON 时，运行状态不会发生变化。停止中，

同时置 ON 的情况下将不运行。 
·使用 AMK300-REM1 控制 MK300 本体的时候，请将 P003 设定为 0 或者 1。 
相关参数 P101～P106 

公共端端子(端子⑦) 
ON：正转运行 
ON：反转运行 
ON：停止(*1) 

⑦

运行/
停止

正转/
反转

3线式
停止

*1

*1

*2

*3

*4

⑦

运行/
停止

正转/
反转

3线式
停止

*1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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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4 频率设定信号                                   *初始值：0 

可以用操作面板、外控操作输入信号、通信指令来选择频率设定信号。 

设定值 
指令 
状态 

设定信号 
内容 

操作方法·控制电路端子连接方案 

0 面板 数字设定 通过“频率设定模式(Fr)”进行设定 

1 

外控 

电位器 VR
输入 端子   , (电位器的中心连接到端子  ) 

2 0V～5V 
(电压信号) 端子   (12：＋，14：－) 

3 0V～10V 
(电压信号) 端子   (12：＋，14：－) 

4 4mA～20mA 
(电流信号) 端子   (12：＋，14：－) 

5 0mA～20mA 
(电流信号) 端子   (12：＋，14：－) 

6 通信 RS485 通信 使通信传送来的频率指令有效。 

7 
外控 

PWM 信号输入 端子   (6：＋，7：－) 

8 脉冲信号输入 端子   (6：＋，7：－) 

 
 

·数据设定为“1”～“5”时，以“P047：零位止动功能选择”的设定值作为

分界线进行运行/停止。将零位止动功能设为无效时，请设定为参数 P047＝“0.0”。 
·使用 AMK300-REM1 来设定频率的时候，请将 P004 设定为 0。 
 
相关参数 P009, P012, P047 P109～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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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动作状态监控                                   *初始值：0 

可根据用途来更改面板的显示。 

通信站号/输出电流

绕线长度(同n022)

7

8

通信站号/线性速度6

通信站号/输出频率5

设定频率4

通信站号3

输出电流2

线性速度1

输出频率0

运行状态运行准备状态(停止中)

LED显示
功能名称

设定
数据

 
* 上表所示的值为运行频率“50.0”、输出电流“1.0A”、设定频率“50.0”、通信站号“01”、

线性速度倍率“0.5”、绕线长度为“10.00”时的显示示例。 

 

 

·“动作状态显示模式”时，按下 键后切换为电流显示。 
·该说明书中运行准备状态记载为：“0000”，但是改变该参数时，显示根据设

定数据而发生变化。 

 

相关参数 P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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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6 矢量控制选择                                   *初始值：0 

需要较大的启动力矩，或低速时需要充分力矩的情况下，负载变动较急剧的情况

下有效。不适用于低速时微小的旋转会引发问题的负载。 

设定值 内容 

0 V/F 控制 

1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设定为矢量控制时，请仔细阅读 4.15 “矢量控制”，遵照注意事项，设定各个

参数加以使用。 
 

P007 载波频率                                      *初始值：2.5 

为了“降低电机噪音”·“避免机器共振”，可以改变载波频率。 
 

■ “P006：矢量控制选择”＝设定值“0”(选择V/F控制时) 

设定数据(kHz) 0.8，1.1，1.6，2.5，5.0，7.5，10.0，12.5，15.0 (可设定 9 种) 

 
■ “P006：矢量控制选择”＝设定值“1”(选择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时) 

设定数据(kHz) 2.5，5.0，7.5，10.0，12.5，15.0 (可设定 6 种) 

 

 
·变更载波频率时，请仔细阅读第 7 章的载波频率和额定电流的关系后再进行使

用。 
·输出频率低的场合下，变频器内部会自动变更载波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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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8 S 字加减速模式                                 *初始值：0 

可从直线、S 字(2 次、3 次)加减速中选择加减速模式。 

设定值 内容 

0 直线加减速(出厂数据) 

1 S 字加减速(2 次曲线) 

2 S 字加减速(3 次曲线) 

 
 

 
 
 
 
 
 

 
·加减速时间与加减速模式(直线/S 字加减速)的设定无关，均相同。 
 
相关参数 P001, P002, P317～P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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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9 V/F 模式                                        *初始值：50 

在最大输出频率(50Hz～400Hz)之中，可单独任意设定 50·60Hz 和 0.2Hz～
400Hz 的 V/F 模式。 

设定值 名称 说明 

50 50Hz 模式 与参数 P012、P013 无关，设定 50Hz 的 V/F 模式。 

60 60Hz 模式 与参数 P012、P013 无关，设定 60Hz 的 V/F 模式。 

FF 自由模式 
可由参数 P012、P013 设定 V/F 模式。用 P012 设定最大输出

频率，用 P013 设定基底频率。 

3C 3 点式模式 

可由参数 P012～P017 设定 3 点 V/F 模式。 
用 P012 设定最大输出频率，用 P013 设定基底频率 
用 P014 设定变化点频率 1，用 P015 设定变化点电压 1 
用 P016 设定变化点频率 2，用 P017 设定变化点电压 2。 

3C1 3 点固定模式 1 在 P013～P017 中设定固定模式的数值。 

3C2 3 点固定模式 2 在 P013～P017 中设定固定模式的数值。 

3C3 3 点固定模式 3 在 P013～P017 中设定固定模式的数值。 

3C4 3 点固定模式 4 在 P013～P017 中设定固定模式的数值。 

3C5 3 点固定模式 5 在 P013～P017 中设定固定模式的数值。 

3C6 3 点固定模式 6 在 P013～P017 中设定固定模式的数值。 

 

■ 50Hz模式

50

100输

出

电

压

（％）

输

出

电

压

（％）

输出频率 （Hz） 输出频率 （Hz）

0

最大输出频率=50Hz
基底频率=50Hz

■ 60Hz模式

60

100

0

最大输出频率=60Hz
基底频率=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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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

出

电

压

（％）

输出频率 （Hz）

■ 自由模式

100

0

最大输出频率 （P012 ）

基底频率 （P013）

 

 

■ 3点式模式

输

出

电

压

(％)

输出频率 (Hz)

最大输出频率 (P012)

变化点频率 2
(P016)

变化点频率 1
(P014)

变化点电压 1

(P015)

基底频率 (P013)

变化点电压 2
(P017)

0

 

使用 3 点式模式 V/F 模式时，请按照以下所示的关系图来设定各个参数。 
(第 2 特性的情况下也相同) 
 

力矩提升

（P011 ）

变化点频率 1
（P014 ）

变化点频率 2
（P016 ）

基底频率

（P013 ）

最大输出频率

（P012 ）
＞ ＞ ＞

变化点电压 1
（P015 ）

变化点电压 2
（P01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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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51.3

4

17.5

100

输
出
电
压

(%)

输出频率 (Hz)

50251.3

4.5

25

100

输
出
电
压

(%)

输出频率 (Hz)

60301.5

4

17.5

100

输
出
电
压

(%)

输出频率 (Hz)

502.51.3

6.5
12

100

输
出
电
压

(%)

输出频率 (Hz)

6031.5

6
9.5

100

输
出
电
压

(%)

输出频率 (Hz)

6031.5

7.5
12

100

输
出
电
压

(%)

输出频率 (Hz)

■ 3点固定模式1 ■ 3点固定模式2 ■ 3点固定模式3

■ 3点固定模式4 ■ 3点固定模式5 ■ 3点固定模式6

 

 
·3C1～3C6 的设定不影响第 2 特性。 
·最大输出频率、基底频率的出厂数据均设定为 50Hz。 
·要改变最大输出频率时，请注意上限频率(参数 P046)的设定。 
·自由模式、三点式模式下，运行中如变更变化点频率、电压，可能会因所设定

的值及负载状态而发生急剧加减速，或产生过电流，需加注意。 
·将变化点频率 1、2 设定为基底频率以上时，变化点频率 1、2 按照基底频率

的设定值进行动作。 
·将变化点频率 2 设定为变化点频率 1 以下时，变化点频率 2 按照变化点频率 1
的设定值进行动作。 
·设定“P011：力矩提升”时，将变化点电压 1、2 设定为力矩提升以下时，变

化点电压 1、2 按照力矩提升的设定值进行动作。 
·将变化点电压 2 设定为变化点电压 1 以下时，变化点电压 2 按照变化点电压 1
的设定值进行动作。 
·3 点式模式的情况下，V/F 曲线(P010)为恒定力矩模式。即使设定为降低力矩

模式，也仍然按照恒定力矩模式进行动作。 
·矢量控制的情况下(P006=“1”)无效。 
 
相关参数 P011～P017, P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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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0 V/F 曲线                                       *初始值：0 

可选择恒定力矩模式和降低力矩模式。 

设定值 名称 备注 

0 恒定力矩模式 用于机械等 

1 降低力矩模式 用于风扇、泵等 

 

100

■ 降低力矩模式

0

输出频率

（Hz）

基底

频率

100

■ 恒定力矩模式

输

出

电

压

(％)
0

输出频率

（Hz）

基底

频率

输

出

电

压

(％)

 

 

 
·“P009：V/F 模式”为 3C，3C1～3C6 的情况下，V/F 曲线为恒定力矩模式。 
即使设定为降低力矩模式，也仍然按照恒定力矩模式进行动作。 
·矢量控制的情况下(P006=“1”)无效。 
 
相关参数 P009, P013 

 



附录 功能参数一览 

116 

P011 力矩提升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可设定与负载特性相应的力矩提升。设定值越大，输出电压越高，提升也越强。 
·设定自动力矩提升后，根据负载的变动情况，输出电压自动变化。要设定自动

力矩提升“Auto”，请在操作面板显示“40”的状态下再顺时针转一下。 

名称 数据设定范围(%) 

自动力矩提升 Auto 

手动力矩提升 0％～40％ 

输出频率(Hz)
基底
频率 输出频率(Hz) 输出频率(Hz)

基底
频率

100

0

■ 恒定力矩模式

输出电压
（％）

提升水平
0

100

■ 降低力矩模式

输出电压
（％）

输出电压
（％）

提升水平

100

■ 自动力矩提升模式

0
基底
频率 

低速时的力矩增大方法 
·低速时如果需要较大的力矩，可将力矩提升设定为较大的数据值，增加输出电

压，从而增大力矩。 
 

 
·将提升水平设定为过大的值时，可能会造成过电流异常、过负载异常、电机过

热、噪音增大。 
·增大提升水平的值后，电机电流会增大。请充分考虑“P023：选择电子热敏”、

“P024：设定热敏电流”的设定。 
·设定为矢量控制时，参数“P006:矢量控制选择”为 1 时，参数“P011:力矩

提升”的设定即告无效。 
·使用自动力矩提升时，请务必进行自动调谐，在正确设定电机常数的状态下使

用。 
(关于自动调谐，请仔细阅读 4.14 “自动调谐”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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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2 最大输出频率                                 *初始值：50.0 
P013 基底频率                                     *初始值：50.0 

可设定最大输出频率及基底频率。 
(参数 P009 仅在设定 FF 或者 3C 时有效) 
 

■ 参数 P012：最大输出频率 

数据设定范围(Hz) 50.0～400.0 

 

■ 参数 P013：基底频率 

数据设定范围(Hz) 45.0～400.0 

 
 

 
·“P009：V／F 模式”为“50”、“60”、“3C1～3C6”的情况下，最大输出频

率、基底频率为固定值。 
·不能输出比“P046：上限频率”高的频率。 
·在超过额定值的频率下运行额定频率为 50Hz 或者 60Hz 的通用电机等时，可

能会造成电机破损。请设定为与电机相符的频率。 
·高速专用电机等中，改变最大输出频率的同时，需要改变基底频率的情况下，

也使用该参数进行变更。 
·在大于通用频率的频率下运行通用电机，请将基底频率设定为通常电机的额定

输出频率(50 或者 60Hz)。 
·通用电机中达到基底频率(通常 50 或者 60Hz)以上时，电机为恒定输出特性，

发生力矩与频率成反比降低。 
·“P006：矢量控制选择”为“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的情况下，最大输出频率的

范围是 50.0～120.0。 
 
相关参数 P009, P046 
 

基底频率 (P013 )

0

100

最大输出频率 (P012)

输出频率 (Hz)

输

出

电

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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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4 变化点频率 1  *初始值：0.2 P016 变化点频率 2    *初始值：0.2 
P015 变化点电压 1  *初始值：0.0 P017 变化点电压 2    *初始值：0.0 

可对“P009：V/F 模式”中 3C 模式设定的变化点 1，2 进行设定。 
(仅在参数 P009 设定为“3C”时有效) 

 
■ 参数 P014：变化点频率 1 
数据设定范围(Hz) 0.2～400.0 

 
■ 参数 P015：变化点电压 1 

 
 
■ 参数 P016：变化点频率 2 
数据设定范围(Hz) 0.2～400.0 

 
■ 参数 P017：变化点电压 2 
数据设定范围(%) 0.0～100.0 

 

 
·设定前请仔细阅读“P009：V/F 模式”的内容。 
·将变化点频率 1、2 设定为基底频率以上时，变化点频率 1、2 按照基底频率

的设定值进行动作。 
·将变化点频率 2 设定为变化点频率 1 以下时，变化点频率 2 按照变化点频率 1
的设定值进行动作。 
·设定“P011：力矩提升”时，将变化点电压 1、2 设定为力矩提升以下时，变

化点电压 1、2 按照力矩提升的设定值进行动作。 
·将变化点电压 2 设定为变化点电压 1 以下时，变化点电压 2 按照变化点电压 1
的设定值进行动作。 
·运行中如变更数据，可能会因所设定的值及负载状态而发生急剧加减速，或产

生过电流，需加注意。 
·设定为“P009：V/F 模式”的“3C1”～“3C6”后，P010～P013 将自动变

为固定值，且无法变更。 

 
相关参数 P009, P046, P011～P013 

数据设定范围(%) 0.0～100.0 
100输

出

电

压

（％）

输出频率 (Hz)

最大输出频率 (P012)

变化点频率 2(P016)

变化点频率 1
（P014 ）

变化点电压 1
（P015 ）

基底频率 (P013)

变化点电压 2
（P017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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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8 最大输出电压                                   *初始值：0 

可设定最大输出电压。 
 
数据设定范围(V) 1～500 

*设定为“0”时输出电源电压值。 
 
 

 
·不能输出超过电源电压的电压。 
·本设定与 DC 制动电平无关。 
·矢量控制时无效。 
 
相关参数 P009, P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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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9 点动(JOG)频率                                *初始值：10.0 
P020 点动(JOG)加速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P021 点动(JOG)减速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P022 点动(JOG)面板操作                              *初始值：0 

可以设定点动运行时的运行频率、加速、减速时间。 
■ 参数 P019：点动(JOG)频率 

数据设定范围(Hz) 0.2～400.0 

 
■ 参数 P020：点动(JOG)加速 

数据设定范围(秒) 0.04～3600 

设定单位(秒) 0.01(0.04～99. 99) 、0.1(10.00～999.9)、1(1000～3600) 

 
■ 参数 P021：点动(JOG)减速 

数据设定范围(秒) 0.04～3600 

设定单位(秒) 0.01(0.04～99. 99) 、0.1(10.00～999.9)、1(1000～3600) 

 
■ 参数 P022：点动(JOG)面板操作 

名称 设定值 内容 

点动(JOG) 

面板操作 

0 面板 JOG 功能无效 

1 使用面板 JOG 功能(外控 JOG 无效) 

2 使用面板 JOG 功能(外控 JOG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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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 JOG 的操作方法 

① 给变频器接上电源。 
电源 ON 时，变频器显示“0000”。   

② 按下 MODE 键，进入参数设定模式。 MODE   

③ 旋转旋钮到 P0--参数的设定。 
  

④ 按下旋钮，显示 P001 参数 
  

⑤ 旋转旋钮到 P022“点动(JOG)面板操作”。 
  

⑥ 按下旋钮进入 P022 值的设定。 
  

⑦ 旋转旋钮调整 P022 的值「1」。 
  

⑧ 按下旋钮,将 P022 设定为 1，使用面板 JOG 功
能。(同样方法将，P019 设定为 10.0、P020 设
定为 5.0、P021 设定为 5.0）   

⑨ 按下 MODE 键，显示“0000”，顺时针旋转编码器，

进入正转点动，显示「Jog.F」。(逆时针旋转旋钮，

可调节为反转点动，显示「Jog.r」)。 
  

⑩ 按住 RUN 键，马达正转加速至 10.0Hz 后保持， RUN   
 松开 RUN 键，马达减速停止。  

 

 
 

· 使用外控 JOG 时，运行指令必须设定为外控操作。(P003 的设定值为“2”~“5”) 
·使用外控 JOG 时，请参照 P101~P106 参数相关内容。 
·矢量控制时的点动频率为 0.5Hz～120.0Hz。 
·连接 AMK300-REM1 的时候，MK300 本体不能进行面板 JOG，只能通过

AMK300-REM1 来进行面板 JOG。断开 MK300 本体和 AMK300-REM1 连接

1 秒后，MK300 本体恢复可以进行面板 JOG。 
 
相关参数 P003, P101～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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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3 选择电子热敏                                                     *初始值：2

P024 设定热敏电流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可设定当检测到电机过负载、需停止变频器输出的电子热敏动作电平。 
动作时显示为 OL，使其惯性停止。 

 
■ 参数 P023：选择电子热敏  

设定值 有无功能 功能内容 

0 无 变频器额定电流的 140%电流时，1 分钟则会 OL 跳闸 

1 有 输出频率不降低 

2 有 输出频率降低 

3 有 强制风冷电机规格 

*关于频率下降 
在低速运行时，电机的冷却能力会降低，此功能可自动修正动作电平。 

 

0

输出频率 (Hz)

100

■ 参数P023＝1

降额

(％)

50
0

输出频率 (Hz)

降额

(％)

50
0

输出频率 (Hz)

100

降额

(％)

50

100

■ 参数P023＝2 ■ 参数P023＝3

 
 

■ 参数 P024：热敏电流设定 

数据设定范围(A) 0.1～100.0 

* 请按照适用电机的额定电流进行设定。 
 
■ 设定电流值和热敏动作示例(P023＝1 时) 
·设定电流值×100％ ⇒不动作 
·设定电流值×125％ ⇒动作(OL 跳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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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5 防止过电流失速功能                                           *初始值：1 

·防止过电流失速功能： 
加速或减速时，相对于负载的惯性如果设定的加减速时间较短，输出电流超过

OCS电平时，则延长加速或减速时间。 
·防止过电流跳闸功能： 
运行中流过过大电流时，将暂停输出，待电流减小后再开始输出。 
 

名称 设定值 内容 

防止过电流

失速功能 

0 防止过电流失速功能 OFF 
防止过电流跳闸功能 OFF 

1 防止过电流失速功能 ON 
防止过电流跳闸功能 ON 

2 防止过电流失速功能 OFF 
防止过电流跳闸功能 ON 

3 防止过电流失速功能 ON 
防止过电流跳闸功能 OFF 

 

 
·负载变动剧烈以及急剧加减速时，如果瞬间流过过大电流，有时也会发生跳闸。 
·可通过“P028：OCS电平”设定防止过电流失速功能动作的电平。出厂设定

值为额定电流的140％。 
·设定了参数“P027：电流限制功能”后，无论参数“P025：防止过电流失速

功能”的设定内容如何，防止过电流跳闸功能即启动。 
·无传感矢量控制时，防止过电流跳闸功能无效。 
·防止电流跳闸启动后，变频器内部输出频率及加减速时间会自动改变。 
 
相关参数 P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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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6 防止过电压失速功能                                           *初始值：1 

减速时，如果设定的减速时间比负载的惯性还短时，可以暂时推迟减速，从而防

止造成过电压跳闸。 

设定值 内容 

0 无防止失速功能 

1 有防止失速功能 

 

 
·带制动功能型号的产品使用再生制动时，请将设定数值设为“0”。 
(工厂出厂时数据为“1”，再生制动功能无效) 
·变频器内置制动的规格如下所示。请在使用前充分考虑。  
超过规格使用时，有可能导致制动电阻器及变频器损坏。 
敬请注意！ 

(1)制动力矩：100% 
(2)最大使用率(%ED)：5% 
(3)最大使用时间：5 秒 

·变频器中仅内置了制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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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7 电流限流功能                                                  *初始值：0.0 

在运行时超负载状态下，如果输出电流达到过电流失速电平(OCS 电平)，则自动

降低频率。当负载恢复正常时，会自动恢复到原来的频率下继续运行。这样可以

防止有粘性的粉碎机等发生过电流跳闸。 
利用这一参数，在功能变为有/无、输出电流达到过电流失速电平时，自动设定

使频率降低的减速时间。 
可利用“P028：OCS 电平”来设定动作电平(过电流失速电平)。 

数据设定范围(秒) 0.0·0.1～9.9 

*“0.0”为设定为无限流功能。 
 

OCS电平(参数P028)
输

出

电

流

输

出

频

率

根据参数P027的

设定值而定的

减速时间 通常的加速时间

在10Hz以下不减速  
 

 
·设定了参数“P027：电流限制功能”后，无论参数“P025：防止过电流失速功

能”的设定内容如何，防止过电流跳闸功能都启动。 

 

相关参数 P025, P028 
 



附录 功能参数一览 

126 

P028 OCS 电平                                                      *初始值：140 

可利用相对于变频器额定电流的比率(%)来设定 OCS 电平(防止过电流失速动作

电平)和电流限流功能的动作电平。 

数据设定范围(%) 1～200 

 

 
·出厂时的 OCS 电平为额定电流的 140％。 
·OCS 电平和电流限制电平为相同的电平。 

·与电子热敏电平及过负载检测电平无关。 

 

相关参数 P025, P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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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9 再试功能选择                                                    *初始值：0 
P030 再试次数                                                          *初始值：1 

再试功能是指当变频器发生异常跳闸时，自动偿试进行异常复位和在经过待机时

间后再次启动(运行)的功能。想继续运行时使用该功能。 
 

 

使用再试功能时，有时会自动突然启动(再次启动)，因此请勿

靠近设备。请采取措施确保人身安全。 

以免造成人身伤害。 

 
■ 参数 P029：再试功能选择 

设定值 内容 

0 设定为无再试功能(不进行再试。) 

1 仅对过电流异常·散热片异常过热(OC1/OC2/OC3)进行再试 

2 仅对过电压异常(OU1/OU2/OU3)进行再试 

3 仅对过电流异常·散热片异常过热(OC1/OC2/OC3)及过电压异常(OU1/OU2/OU3)进
行再试 

 

■ 参数 P030：再试次数 

数据设定范围(次)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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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试的时间间隔由“P033：待机时间”来设定。 
·进行再试的过程中，不输出异常警报。经过设定次数的再试动作后，仍然发生

异常的情况下，则会发出异常警报。 
·进行再试的过程中，发生未选择的异常时，会输出异常警报，并将至此为止所

累加的再试次数清除。 
·电源一旦切断，至此为止所累加的再试次数将被清除。 
·5 分钟以上未发生异常时，至此为止所累加的再试次数将被清除。 
·通过参数“P361：再试时速度搜索选择”选择了速度搜索时，经过“P033：
待机时间”+“P359：速度搜索待机时间”后，速度搜索功能开始工作。 
 

相关参数 P033 
 

P031 启动模式                                       *初始值：1 

利用该参数设定接通电源时输入外控操作的运行信号情况下的启动动作。 
 

 

根据启动模式的设定，在运行信号为 ON 时，由于接通电源，

或停电后恢复送电会导致突然启动(再次启动)，因此请勿靠近

设备。设计机械时，应考虑到即使突然启动也能确保人身安全，

以免造成人身伤害。 
根据启动模式功能的设定，在输入运行信号的情况下，进行异

常跳闸的复位时，有时会突然再次启动。请采取措施确保人身

安全，以免造成人身伤害。 

 
·工厂出厂时，设定值设为“1” (OP 停止)。 
·将设定值设为“0”时，接通电源则立即启动。 
·将设定值设为“2”时，接通电源后，在待机时间后进行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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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值 动作 详细动作内容 

0 运行 接通电源后，达到不足电压电平(LU 电平)以上时，立刻启动。 

1 “OP”停止 
接通电源后，达到不足电压电平(LU 电平)以上时，OP 跳闸。 
将运行信号 OFF 一次，复位后再重新 ON 即可运行。 

2 待机时间后运行 
接通电源后，达到不足电压电平(LU 电平)以上，再经过待机时

间后再启动。(待机时间用参数 P033 来设定) 

3 “OP 停止” 

接通电源后，达到不足电压电平(LU 电平)以上时，OP 跳闸。 
将运行信号 OFF 一次，复位后再重新 ON 即可运行。 
(本设定在接通电源时，运行信号为 ON 的情况下，其动作和数

据“1”相同。但是在通常启动时，可在待机时间后进行启动) 

 
■运行信号ON状态下接通电源时

待机时间

LU电平

OP跳闸

OP跳闸

■接通电源后，运行信号ON时

电源

运行指令

待机时间

LU电平

设定为“ 0”
时的运行

设定为“ 1”
时的运行

设定为“ 2”
时的运行

设定为“ 3”
时的运行

电源

运行指令

设定为“ 0”
时的运行

设定为“ 1”
时的运行

设定为“ 2”
时的运行

设定为“ 3”
时的运行

待机时间

 
 

 
·待机时间可以用参数 P033 设定。 
 
相关参数 P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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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2 瞬间停止后再次启动选择                                     *初始值：0 

可以选择与负载状态及系统相符的停电·瞬间停电再次启动方式。 
内置了待机定时器功能。 

 

 

利用瞬间停止后再次启动设定，在停电后恢复送电时会突然启

动(再次启动)，因此请勿靠近设备。 
请采取措施确保人身安全，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害。 

 

设定值 
功能 
名称 

相对于瞬间停电时间的变频器的动作 

最小 15ms 以上 
(注 1) 

超过最小 15ms 
(注 1) 

最小 100ms 以下 
(注 2) 

超过最小 100ms 
(注 2) 

0 再次启动 

模式 1 

持续运行  

·LU 跳闸，按照启动模式的设定进行动作。 
·显示“LU”，输出异常警报信号。 

1 再次启动 

模式 2 

·待机时间后，用 0Hz 再次启动。 
·显示“LU”，但是不会输出异常

警报信号。 

按照启动模式

的设定进行动

作。 

2 再次启动 

模式 3 

·待机时间后，用瞬间停电前的频

率再次启动。 
·显示“LU”，但是不会输出异常

警报信号。 

3 再次启动 

模式 4 

·待机时间过后，通过速度搜索功

能检出电机转速，并以与其相应的

频率重新启动。(注 3) 
·虽显示“LU”，但不输出异常警

报信号。 

(注 1) 显示在额定输出电流下运行时的最小时间。 
(该时间有时会因为机型不同而延长) 

(注 2) 显示最小时间。(有时随着额定容量的增大，时间也会变长。) 即使停电

时间比较长(约 1 分钟)，有时在电力恢复后也会重新启动，因此使用变频

器、电机、负载设备时，应在电力恢复后经过约 4 分钟(待机时间＋2 分

钟)以上后再进行。 
(注 3) 无传感矢量控制时，不执行速度搜索，按设定启动频率(P035)进行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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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降低时间超过15ms，在100ms以下时

数据设定值为“0”
（无瞬间停止再次

启动功能）

数据设定值为“1”
（0Hz再次启动）

数据设定值为“2”
（继续再次启动）

输出

频率

输出

频率

输出

频率

电源

电压降低时间

LU电平

据启动模式的设定内容

进行动作。

待机时间

（参数P033）

电流限流功能

LU
跳闸

LU
跳闸

LU
跳闸

0

0

0

0  

数据设定值“3”
(速度搜索)

输出
频率

0

LU
跳闸

待机时间
(参数P033)

速度搜索待机时间
(参数P359)

速度搜索

检测频率下
动作

 

 
 

·待机时间可以用参数 P033 进行设定。 
 
相关参数 P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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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3 待机时间                                                        *初始值：0.1 

设定启动模式，瞬间停止后再次启动功能以及再试功能时的待机时间。 

数据设定范围(秒) 0.1～100.0 

 
相关参数 P029～P032 
 

P034 反转锁定                                                          *初始值：0 

如果只在正转下使用，为了防止出现“反转运行”的误操作，可以设定禁止反转

运行。 

设定值 内容 

0 能够反转运行 
(可进行正转/反转运行) 

1 禁止反转运行 
(仅可进行正转运行) 

 

 
·设定为禁止反转运行时，操作面板中的运行，外控操作运行、通信运行中不能

进行反转运行。 
 
相关参数 P004 

 

P035 启动频率                                                        *初始值：0.2 

启动变频器时，可以设定开始进行变频器输出的频率。 

数据设定范围(Hz) 0.2～60.0 

 

 
·运行中如变更数据，可能会因所设定的值及负载状态而产生过电流，需加注意。 
·矢量控制时，最小值变为 0.5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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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6 停止模式                                                         *初始值：0 

停止变频器时，可以选择减速停止或者惯性停止。 

设定值 内容 内容 

0 减速停止 依据停止信号根据减速时间降低频率后停止 

1 惯性停止 依据停止信号即刻停止变频器的输出 

 

P037 停止频率                                                        *初始值：0.2 

减速停止变频器时，可以设定停止变频器输出的频率。 

数据设定范围(Hz) 0.2～60.0 

 

相关参数 P038～P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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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8 DC 制动时间                                                   *初始值：0.0 
P039 DC 制动电平                                                   *初始值：0 

在进行减速停止时，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低于“P037：停止频率”时，可以使用

DC 制动。 
另外，与点动运行结合起来可以进行定位控制。 

 
■  参数 P038：DC 制动时间 

 

* 设定为“0.0”时为无 DC 制动功能。 

■ 参数 P039：DC 制动电平 

数据设定范围(%) 0～100 

* 数值越大，制动力越强。 
 

 
·DC制动开始时的频率为参数P037的停止频率设定值。 
·切换正转/反转时使用 DC 制动的情况下，请通过“P040：正转/反转时停止频

率”、“P041：正转/反转时 DC 制动时间”、“P042：正转/反转时 DC 制动电平”

进行设定。 
 

相关参数 P037 
 
 
 

数据设定范围(秒) 0.0～120.0 

停止频率

(P037)

运

行

频

率

制动时间 (P0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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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0 正转/反转时停止频率                                        *初始值：0.2 
P041 正转/反转时 DC 制动时间                                   *初始值：0.0 
P042 正转/反转时 DC 制动电平                                   *初始值：0 

在进行正转/反转时，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低于“P040：正转/反转时停止频率”

时，可以使用 DC 制动。 
 

■ 参数 P040：正转/反转时停止频率 

数据设定范围(Hz) 0.2～60.0 
 

■ 参数 P041：正转/反转时 DC 制动时间 

数据设定范围(秒) 0.0～120.0 

* 设定为“0.0”时为无 DC 制动功能。 
 

■ 参数 P042：正转/反转时 DC 制动电平 

数据设定范围(%) 0～100 

* 数值越大，制动力越强。 

正转/反转时

停止频率

（P040 ）

正转/反转时

制动时间

（P041 ）

运

行

频

率

正

转

反

转

0

 

 
·使用 DC 制动的频率通过参数 P040 的正转/反转时停止频率进行设定。 
·“P040：正转/反转时停止频率”仅在正转/反转时使用 DC 制动的情况下有效。

(P041=0000 以外的情况下有效。) 
·停止时，使用 DC 制动的情况下，请通过“P037：停止频率”、“P038：DC
制动时间”、P039：DC 制动电平”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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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3 启动时 DC 制动时间                                          *初始值：0.0 
P044 启动时 DC 制动电平                                          *初始值：0 

·用于使惯性运转的电机暂时停止运转后再启动时。 
 
■ 参数 P043：启动时 DC 制动时间 

数据设定范围(秒) 0.0～120.0 

 
■ 参数 P044：启动时 DC 制动电平 

数据设定范围(%) 0～100 
*1：不使用 DC 制动功能时，将 P043 设定为“0.0”。 
*2：数值越大制动力越强。 
 

P035：启动频率

P044：启动时DC制动电平

P043：启动时DC制动时间  
 

 
·启动频率由参数“P035：启动频率”指定。 
·运行中如变更数据，可能会因所设定的值及负载状态而发生急剧加减速，或产

生过电流，需加注意。 
·参数“P357：启动时速度搜索选择”设为有效时，通过该参数进行的 DC 制

动器设定为无效。 
 
 



附录 功能参数一览 

137 

P045 下限频率                                                       *初始值：0.2 

P046 上限频率                                                       *初始值：400.0 

可设定输出频率的上限和下限。 
 

■ 参数 P045：下限频率 

数据设定范围(Hz) 0.2～400.0 

 
■ 参数 P046：上限频率 

数据设定范围(Hz) 0.2～400.0 

 
 

·上限频率低于最大输出频率(参数 P012)时，上限频率优先。 
·下限频率设定得高于上限频率时(反转设定)，上限频率优先。 
·在运行过程中变更数据时，可能会根据设定值的不同而加、减速。 
·矢量控制时，最小值变为 0.5Hz，最大值变为 120Hz。 
 
相关参数 P009, P012 

 
 
 

输

出

频

率

（Hz）

最大输出频率

(参数P012)

下限频率

(参数P045)

上限频率

(参数P046)

0
设定频率信号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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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7 零位止动功能选择                                             *初始值：0.2 

通过有效地使用零位止动功能，当频率设定信号在数据设定值以下时，可以停止

变频器的输出。 

数据设定范围(Hz) 0.0·0.2～400.0 

·设定数据“0.0” ：无零位止动功能 
·设定数据“0.2～400.0” ：有零位止动功能(设定零位止动频率) 
 

■ 零位止动功能 
·频率设定信号为“模拟设定(参数 P004＝“1”，“2”，“3”，“4”，“5”)”

的情况下，频率设定信号达到零位止动功能选择设定值以下时，停止变频器输出。 

·零位止动功能选择设定为“0.0”的情况下，不进行零位止动。 
频率设定信号在全刻度的约 1/100(1%)以下时，在下限频率下持续运行。 

 
 

 
5V，10V，20mA，20mA

输出

频率

0

0V， 0V，4mA，  0mA

频率设定信号

100％

设定值

运行信号

最大输出频率

【 P047＝0.2～400 时】

＊A，B为零位止动

状态
A B

下限频率

【 P047＝0000 时】

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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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8 第 1 跳跃频率                                                  *初始值：0.0 
P049 第 2 跳跃频率                                                  *初始值：0.0 
P050 第 3 跳跃频率                                                  *初始值：0.0 
P051 跳跃频率宽度                                                  *初始值：0 

负载的机械部分因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而引起共振时，可以根据跳跃频率和跳跃

频率宽度的设定来避免在该频率带进行连续运行。 
·跳跃频率最多可任意设定 3 处，跳跃频率的宽度可以在 1Hz～10Hz 之间进行

设定。 
 

■ 参数 P048：第 1 跳跃频率 

■ 参数 P049：第 2 跳跃频率 

■ 参数 P050：第 3 跳跃频率 
数据设定范围(Hz) 0.0·0.2～400.0 

*“0.0” 为无跳跃频率的设定 
 
■ 参数 P051：跳跃频率宽度 

数据设定范围(Hz) 0·1～10 

*“0”为无跳跃功能的设定 
 

跳跃频率宽度

(参数P051)

跳跃频率

(参数P048 ，P049 ，P050)

0

输

出

频

率

（Hz）



附录 功能参数一览 

140 

P052 冷却风扇 ON-OFF 控制选择                                 *初始值：0 

·设定冷却风扇的运行方式与风扇发生异常时的运行模式。 

设定值 
内容 

冷却风扇的运行 散热片异常时的动作 

0 风扇 ON：电源接通时 
风扇 OFF：电源切断时 变频器异常停止 

1 

风扇 ON：运行开始时 
风扇 OFF：运行停止时 
※在停止中，变频器的内部温

度状态会进行 ON/OFF 切换 

变频器异常停止 

2 风扇 ON：电源接通时 
风扇 OFF：电源切断时 不停止变频器而仅发出警报 

3 

风扇 ON：运行开始时 
风扇 OFF：运行停止时 
※在停止中，变频器的内部温

度状态会进行 ON/OFF 切换 

不停止变频器而仅发出警报 

 
 

·未配备冷却风扇的机型(单相/三相 0.75kW 以下)该参数无效。 
·要使用设定值“2”、“3”时，请将“P056 警报 LED 动作选择”设为“1”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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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3 输入端子过滤                                    *初始值：20 

可设定变频器控制电路端子的过滤常数。 
可有效去除外部信号输入的干扰。 

设定次数(次) 5～100 
 

 
·设定值过大时，抗干扰能力较强，但是控制输入端子的响应速度会变慢。 
·设定值过小时，抗干扰能力较弱，但是控制输入端子的响应速度会变快。 
·使用运行/停止、正转信号、反转信号使变频器开始运行时，即使设定值较小，

变频器的内部处理时间也会较长，因此响应速度比其他端子要慢。 
 

P054 线性速度倍率                                                 *初始值：3.0 

可设定“P005：动作状态监控”中显示设定值为“1”线性速度时，相对于输出

频率的倍率。 
 

■ 参数P054：线性速度倍率 

数据设定范围(倍) 0.1～100.0 

 
《设定示例》显示线性速度时 

线性速度(m/min)＝F(Hz)×K(倍率) 
·50Hz 时想要显示线性速度 25(m/min)的情况下，将倍率(K)设定

为“0.5”。 
 

 
·超过“9999”的情况下，线性速度显示为“9.9.9.9.”。 
 
相关参数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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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5 设定数据清除                                                   *初始值：0 

可将设定的数据全部改变为出厂时的设定值。 

设定值 内容 

0 显示通常状态的数据值 

1 除如下电机常数以外，全部设定为出厂设定数据。 

2 将所有数据改变为出厂时的数据。 

 
■  P055=2 时，未初始化的电机常数一览 

功能名称 
参数 No. 

第 1 电机用 第 2 电机用 

电机容量 P203 P216 

电机极数 P204 P217 

电机额定电压 P205 P218 

电机额定频率 P206 P219 

电机额定电流 P207 P220 

1 次电阻 P208 P221 

2 次电阻 P209 P222 

励磁电感 P210 P223 

漏电感 P211 P224 

励磁电流 P212 P225 

速度控制比例增幅 P213 P226 

速度控制积分增幅 P214 P227 

力矩限定电平 P215 P228 

 

 

·将设定值改为“0”以外的数值，按下 键，改变数据后显示值自动变为“0”，

完成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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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6 警报 LED 动作选择                                            *初始值：0 

可选择面板的警报 LED 动作。 

设定值 功能名称 功能名称 

0 无设定 无设定(但是异常跳闸时亮灯) 

1 全监视警报 
输出电压异常、过负载、温度异常、定时器运行结束、

冷却风扇异常中的任一项符合指定条件时闪烁。 

2 输出电压异常警报 达到设定值(P057)以上时闪烁。 

3 过负载警报 达到设定值(P058)以上时闪烁。 

4 温度异常警报 散热片温度达到 80℃以上时闪烁 

5 定时器运行结束信号 
定时器运行结束时闪烁。 
(与定时器运行功能联动，∞时不闪烁。) 

6 冷却风扇异常警报 冷却风扇发生异常时闪烁。 

·异常跳闸时，警报 LED 亮灯。 
·可通过监控功能“n008：警报种类”来确认当前的警报属于哪一种警报。 
·将警报 LED 动作选择(参数 P056)的设定值设为“1”的情况下，各个警报同

时发生时的显示优先顺序如下所示。 
(如果优先顺序较高的警报正在动作，那么即使有优先顺序较低的警报进入，仍

然显示优先顺序较高的警报。) 
 

 
 

·参数“P124～P126：在输出 TR1，TR2、Ry 功能选择”中将设定值设为

“11(r11)”时，可作为警报信号向外部输出。 
 
相关参数 P057, P058 
 
P057 警报 LED 上限电压     *初始值 200V 的情况下为 275.0,400V 的情况下为 550.0 

将警报 LED 动作选择的设定值设为“1”或者“2”的情况下，可以设定判断输

出电压异常警报的上限电压。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大于设定值时，作为输出电压异常警报，使警报 LED 闪烁。 

数据设定范围(V) 0.1～600.0 
 
相关参数 P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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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8 警报 LED 上限电流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将警报 LED 动作选择的设定值设为“1”或者“3”的情况下，可以设定判断过

负载异常警报的上限电流。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大于设定值时，作为过负载警报，使警报 LED 闪烁。 

数据设定范围(A) 0.1～100.0 

 

相关参数 P056 
 

P059 密码                                                           *初始值：0000 

完成各个参数的数据设定后，为防止数据的意外变更，可设定密码。 

数据设定范围 0000～9999 

*“0000”设定为无密码时的设定。 
 
参数设定模式时，旋转编码器切换至参数设定模式时，显示会变为“PS”。正确输入

密码并按下编码器后，可以进入设定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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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输入和设定的方法 

密码输入的方法 

① 给变频器接上电源。 
电源 ON 时，变频器显示“0000”。   

② 按下 MODE 键，进入参数设定模式。 MODE   

③ 旋转旋钮到 P0--参数的设定。 
  

④ 按下旋钮，显示 P001 参数。 
  

⑤ 旋转旋钮到 P059“密码”。 
  

⑥ 按下旋钮进入 P055 值的设定。 
  

⑦ 旋转旋钮调整 P055 的值「1234」。 
  

⑧ 按下旋钮,将 P055 设定为「1234」。 
  

密码设定的方法 

⑨ 按下 MODE 键，到 P0--参数的设定，显示「P0--」。 MODE   

⑩ 逆时针旋转旋钮，进入密码锁定，显示「PS」。 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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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60 MOP 功能选择                                                 *初始值：2 
P061 MOP 动作加减速时间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使用 MOP 功能，可以设定改变频率的动作。 
当加减速时间较短时使用该功能，频率的改变较为容易。 

 
■  参数 P060：MOP 功能选择  

设定值 功能名称 内容 

0 MOP 动作加减速 
时间运行联动 

按下向左/向右旋转旋钮，即按照参数 P061 的加减速时间

设定值进行加减速。 

1 频率设定联动 

按下向左/向右旋转旋钮，切换至可以设定频率的模式。

但如果不执行动作联动，在选定频率后按下旋钮键，则按

照参数 P001、P002 的加减速时间设定值进行加减速。 

2 MOP 功能禁用 禁止 MOP 操作的使用。 

 

■  参数 P061：MOP 动作加减速时间 

数据设定范围(秒) 0.04～3600 

设定单位(秒) 0.01(0.04～99. 99)、0.1(10.00～999.9)、1(1000～3600) 

·可以设定参数 P060 选择“0”时所适用的加减速时间。 
·最高输出频率通过参数 P009、P012 设定。 
 
最大输出频率

输出频率 (Hz)
0.2

加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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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参数“P103～P105:SW3～SW5 功能选择”指定为“20：频率设定时的频率▲

/▼设定”时，此功能也有效。 

 

■  参数 P060 选择“1：频率设定联动”时的动作 

·在显示运行频率时，如按旋转旋钮向左/向右键，则显示数据闪烁，成为可改

变频率设定数据的状态。 

·如按下“旋钮”键，则确定频率数据，按照新的频率数据开始运行，进入加减

速动作。 

·频率显示数据闪烁时，按下“ESC”键即返回原来的状态。 

运行频率
显示状态

运行频率
显示状态

运行频率设定状态(闪烁显示)
30Hz→40Hz

加速

30Hz→20Hz

减速

MODE

MODE

 

 
·连接 AMK300-REM1 的时候，MK300 本体不能进行面板 MOP，只能通过

AMK300-REM1 来进行面板 MOP。断开 MK300 本体和 AMK300-REM1 连接

1s 后，MK300 本体恢复可以进行面板 MOP。 
 

相关参数 P001, P002, P009, P012, P060, P103～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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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62 力矩提升增幅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P063 力矩提升应答增幅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可对设定自动力矩提升时的提升增益和响应增益进行设定。 

■  参数 P062：力矩提升增幅 

数据设定范围(%) 0～200 
·电压的变化量随着设定值的增大而增加。但，设定值增大后，根据负载的情况
不同，可能产生过电流。 

■  参数 P063：力矩提升应答增幅 

数据设定范围(%) 0～200 
·设定值增大后，对应负载变化的响应性将加快。但电机可能产生振动。 

 

·数参 P062 和 P063 仅在 P011、P140 为“Auto”时有效。 
 
P064 内部部品冷却风扇 ON-OFF 控制选择                    *初始值：3 

·设定内部部品冷却风扇的运行方式与风扇发生异常时的运行模式。 

设定值 
内容 

冷却风扇的运行 散热片异常时的动作 

0 
ON：运行指令 ON 时 
OFF：运行指令 OFF 时 变频器异常停止 

1 
ON：运行指令 ON 且内部温度 40℃以上 
OFF：运行指令 OFF 或内部温度 30℃以

下 (或电源关闭) 
变频器异常停止 

2 
ON：运行指令 ON 时 
OFF：运行指令 OFF 时 不停止变频器而仅发出警报 

3 
ON：运行指令 ON 且内部温度 40℃以上 
OFF：运行指令 OFF 或内部温度 30℃以

下(或电源关闭) 
不停止变频器而仅发出警报 

 

 
·配备内部部品冷却风扇的机型(三相 11kW、15kW)该参数有效。 
·要使用设定值“2”、“3”时，请将“P056 警报LED动作选择”设为“1”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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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1 SW 1 功能选择                                                  *初始值：16 
P102 SW 2 功能选择                                                  *初始值：17 
P103 SW 3 功能选择                                                  *初始值：0 
P104 SW 4 功能选择                                                  *初始值：0 
P105 SW 5 功能选择                                                  *初始值：0 

P106 SW 6 功能选择                                                  *初始值：0 

设定 SW1·2·3·4·5·6(端子 No.1·2·3·4·5·6)的功能。设定值 1~18
对应功能请参见下表所示。以 b 接点输入使用时，请设定为带 r 的设定值。 
•A 接点输入＝“0”：SW(键)信号为闭状态(端子电平为“L”)时，检测为 ON。 
•B 接点输入＝“1”：SW(键)信号为开状态(端子电平为“H”)时、检测为 ON。 

设定功能的 SW 
SW 1 SW 2 SW 3 SW 4 SW 5 SW 6 

端子 No.1 端子 No.2 端子 No.3 端子 No.4 端子 No.5 端子 No.6 

参数 P101 P102 P103 P104 P105 P106 
 

设 
定 
值 

0 无设定 无设定 无设定 无设定 无设定 无设定 
1 r1 多段速 多段速 多段速 多段速 多段速 多段速 
2 r2 复位 复位 复位 复位 复位 复位 
3 r3 复位锁定 复位锁定 复位锁定 复位锁定 复位锁定 复位锁定 
4 r4 点动选择 点动选择 点动选择 点动选择 点动选择 点动选择 
5 r5 外部异常停止 外部异常停止 外部异常停止 外部异常停止 外部异常停止 外部异常停止 
6 r6 参数设定禁止 参数设定禁止 参数设定禁止 参数设定禁止 参数设定禁止 参数设定禁止 
7 r7 惯性停止 惯性停止 惯性停止 惯性停止 惯性停止 惯性停止 
8 r8 频率信号切换 频率信号切换 频率信号切换 频率信号切换 频率信号切换 频率信号切换 
9 r9 第二特性选择 第二特性选择 第二特性选择 第二特性选择 第二特性选择 第二特性选择 

10 r10 PID 控制切换 PID 控制切换 PID 控制切换 PID 控制切换 PID 控制切换 PID 控制切换 
11 r11 3 线停止指令 3 线停止指令 3 线停止指令 3 线停止指令 3 线停止指令 3 线停止指令 
12 r12 速度搜索 速度搜索 速度搜索 速度搜索 速度搜索 速度搜索 

13 r13 绕线模式 
控制暂停 

绕线模式 
控制暂停 

绕线模式 
控制暂停 

绕线模式 
控制暂停 

绕线模式 
控制暂停 

绕线模式 
控制暂停 

14 r14 绕线长度 
输入模式 

绕线长度 
输入模式 

绕线长度 
输入模式 

绕线长度 
输入模式 

绕线长度 
输入模式 

绕线长度 
输入模式 

15 r15 绕线长度清零 绕线长度清零 绕线长度清零 绕线长度清零 绕线长度清零 绕线长度清零 
16 r16 运行/停止 运行/停止 运行/停止 运行/停止 运行/停止 运行/停止 
17 r17 正转/反转 正转/反转 正转/反转 正转/反转 正转/反转 正转/反转 
18 r18 点动正转运行 点动正转运行 点动正转运行 点动正转运行 点动正转运行 点动正转运行 
19 r19 点动反转运行 点动反转运行 点动反转运行 点动反转运行 点动反转运行 点动反转运行 
20 r20 —— —— 频率▲设定 频率▼设定 频率存储设定 绕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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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段速SW功能 
把 SW 功能作为多段速功能使用时进行设定。 
请通过参数 P301 来设定多段速功能选择。 
·将所有 SW 设定为多段速功能的情况下，进行 16 段多段速运行时，编号较小

的 4 个 SW 作为多段速指令 SW 有效。 
(将 SW1～SW6 设定为多段速功能→使用 SW1、SW2、SW3、SW4 作为多段

速指令) 
·请仔细阅读“P301：多段速功能选择”的内容后再使用。 
 
相关参数 P301～P334 

 
■ 复位功能 
变频器异常跳闸(停止)时，通过外控操作使异常停止状态复位的功能。 
异常跳闸时，一旦使 SW 信号输入进入 ON 状态，OFF 后即可解除异常跳闸状

态。 

输

出

频

率

运行

信号

复位信号

异常跳闸

复位结束

ON

通过启动模式(参数 P031 )的设定来动作

・P031＝0 ：即时启动

・P031＝1 ：OP停止(工厂出厂数据)

・P031＝2 ：待机时间后启动

・P031＝3 ：OP停止

ON

＊通过操作面板进行运行/停止的情况下，复

位后通过面板的运行操作来进行再次启动。

仅复位时不进行再次启动。

＊通过将运行信号置 OFF (停止)，

也可使异常跳闸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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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位锁定功能 
异常跳闸时，禁止在停止信号下解除异常跳闸状态，这样就可以在确认跳闸内容，

处理异常情况后，用该 SW 信号进行复位。 
·通常用 ON 来输入 SW 信号。 
·异常跳闸时，即使输入停止信号及复位信号，变频器仍然保持跳闸状态。 
·确认并处理异常内容后，将该 SW 置 OFF 后，即可复位。 
 

面板复位功能有： 

异常跳闸状态

ON复位锁定信号

ON运行信号

异常复位信号 ON

ON

ON

ON

异常复位异常复位 异常复位
不进行异常复位

 

*要进行异常复位时，请在复位锁定信号置 OFF 的状态下，按下 STOP 键。 
此外，请将异常复位信号置 OFF。 
 
面板复位功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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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动功能 
可通过外控操作信号进行位置调整等的微动运行。 
为使用参数 P101～P106 通过外控操作进行微动运行而对信号输入端子进行操

作。 
运行指令选择(参数 P003)的设定应为外控操作。 
·将信号输入置 ON 后，进入点动运行模式。 
·可通过端子输入运行/停止，正转/反转信号，按照“P019：点动频率”“P020：
点动加速时间”，“P021：点动减速时间”的设定内容进行点动运行。 
 
《例》将 SW1(参数 P101)设定为 16(运行/停止)，SW2(参数 P102)设定为 17(正

转/反转)，SW3(参数 P103)设定为 4(点动选择)的情况下，如下图所示动

作。 

7

1

2

运行/

停止

正转/

反转

公共端

【端子的连接 】

3
点动

选择(SW1)

变频器

运行状态

点动选择信号

ON运行信号

正转/反转信号 ON

ON ON

ON

ON

ON

正转

反转

通常的运行 点动运行

BA

＊ A，B时间在 50ms以上  
注 1) 点动运行的情况下，请将点动选择信号置 ON 后(B 时间)，再将运行信号

置 ON。 
注 2) 反转运行的情况下，请将反转信号置 ON 后(A 时间)，再将运行信号置 ON。 
 
相关参数 P019～P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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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异常停止功能  
为了从变频器外部对变频器进行异常停止(紧急停止)，而对信号输入端子进行设

定。 
·外部异常停止输入(设定值＝5)将 SW 信号置 ON 后显示“AU”，变频器立刻

停止输出。 
·输入信号的逻辑如果需要改变可以把制定 SW 功能参数设定为“r5”。 
 
《例》将 SW1(参数 P101＝4)设定为 16(运行/停止)，SW3(参数 P103)设定为

“r5”(逻辑相反的异常停止输入)的情况下，如下图所示动作。 

变频器

运行状态

闭
外部异常

停止信号

外部异常停止

ON运行信号

变频器的

跳闸状态

ON ON

运行 运行

闭

7

1
运行/

停止

公共端

【端子的连接 】

3
外部异常

停止信号

（SW1）
B接点信号

异常复位

开

 
*外部异常停止信号为 B 接点输入的情况下，即使外部异常停止信号为“开”，

将运行信号置 OFF 后，也可进行异常复位。但是，再次将运行信号置 ON 后，

异常跳闸。将外部异常停止信号置“闭”，再将运行信号置 ON 后进行通常运行。 
 
■ 参数设定禁止功能 
为了禁止由外控操作来设定参数而对信号输入端子进行设定。 
·将信号输入置 ON 后，禁止通过面板及通信来设定参数。 
·信号输入置 ON 的状态下，禁止设定所有功能参数、内置存储器参数，仅可进

行监控。 
·在数据设定过程中，信号为 ON 的情况下，即使按下  SW 也不能改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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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惯性停止功能 
为了由外控操作进行惯性停止而对信号输入端子进行设定。 
·在运行过程中，使信号输入置 ON 时显示“0.0”，变频器立刻停止输出。 
(不输出异常显示及异常警报输出) 
·使信号输入置 OFF 时，运行信号置 ON 后，变频器立刻开始运行。 
 
【要注意】 信号输入置 OFF 的同时会启动，请充分确保安全。 

·信号输入置 OFF 时，运行信号置 OFF 后，变频器变为通常的停止状态。 
 
《例》将 SW1(参数 P101)设定为 16(运行/停止)，SW3(参数 P103)设定为 
7(惯性停止)，运行指令选择(参数 P003＝2)的情况下 

变频器

运行状态

ON
惯性

停止信号

惯性停止

ON运行信号

运行 运行 7

1 运行/停止

公共端

【端子的连接 】

3 惯性

停止信号
ON

惯性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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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率信号切换功能 
为了能够将频率设定指令从“第 1 频率设定信号(参数 P004 设定的指令)”切换

为“第 2 频率设定信号(参数 P119 设定的指令)”，对信号输入端子进行设定。 
当参数“P118：第 2 模拟输入功能选择”的设定值为“0：第 2 频率设定信号”

时，此功能有效。 
·信号输入 OFF 时：第 1 频率设定信号 
·信号输入 ON 时：第 2 频率设定信号 
 

相关参数 P118, 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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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特性选择功能 
SW 信号为 ON 期间，按照以下第 2 特性功能参数中所设定的数据进行运行。 

切换键  OFF  切换键  ON 

P001 第 1 加速时间 P317 第 2 加速时间 

P002 第 1 减速时间 P318 第 2 减速时间 

P013 基底频率 P139 第 2 基底频率 

P011 力矩提升 P140 第 2 力矩提升 

P023 选择电子热敏 P141 第 2 选择电子热敏 

P024 设定热敏电流 P142 第 2 设定热敏电流 

P014 变化点频率 1 P143 第 2 变化点频率 1 

P015 变化点电压 1 P144 第 2 变化点电压 1 

P016 变化点频率 2 P145 第 2 变化点频率 2 

P017 变化点电压 2 P146 第 2 变化点电压 2 

P203 电机容量 P216 第 2 电机容量 

P204 电机极数 P217 第 2 电机极数 

P205 电机额定电压 P218 第 2 电机额定电压 

P206 电机额定频率 P219 第 2 电机额定频率 

P207 电机额定电流 P220 第 2 电机额定电流 

P208 1 次电阻 P221 第 2 电机 1 次电阻 

P209 2 次电阻 P222 第 2 电机 2 次电阻 

P210 励磁电感 P223 第 2 电机 励磁电感 

P211 漏电感 P224 第 2 电机 漏电感 

P212 励磁电流 P225 第 2 电机 励磁电流 

P213 速度控制比例增幅 P226 第 2 电机 速度控制比例增幅 

P214 速度控制积分增幅 P227 第 2 电机 速度控制积分增幅 

P215 力矩限定电平 1 P228 第 2 电机 力矩限定电平 2 

注) 请在充分确保安全的基础上进行特性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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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D控制切换功能 
为了通过外控操作来取消 PID 控制，而对信号输入端子进行设定。信号输入置

ON 时，从“PID 控制”切换为参数 P004 所设定的指令。 
当参数“P118：第 2 模拟输入功能选择”的设定值为“1～3”时，此功能有效。 
·信号输入 OFF 时：PID 控制或基于辅助频率信号的控制 
·信号输入 ON 时：参数 P004 的设定指令 

 
■ 3 线停止指令功能 
为了执行 3 线停止指令而对信号输入端子进行设定。 
“3 线停止信号”为 ON 时，自动保持“运行信号”或者“正转运行·反转运行

信号”，用 OFF 来解除保持。 
·请用参数 P003 来设定运行指令选择。 
·将 SW1～SW6 的端子功能设为 3 线停止指令功能时，即为 b 接点输入。(设

定值为 11 或 r11 时，均固定为 b 接点输入。) 
 
相关参数 P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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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率▲／▼设定功能 
频率设定为“频率设定信号(P004＝0)”时，将参数 P103～P105 设定为“20”，

使用 SW3，SW4 可以改变频率，用 SW5 可存储该频率。 
· SW3：ON 期间，频率上升。(OFF 时保持现有频率) 
· SW4：ON 期间，频率下降。(OFF 时保持现有频率) 
· SW5：ON 一次后再 OFF，存储当时的频率。 

(即使关闭电源，也可存储该频率) 

7

3

4

公共端

【端子的连接 】

5

SW5（存储）

ONSW3（▲）

输

出

频

率

SW4（▼）

ON

SW3

SW4

SW5ON

ON

操作面板中数字设定的频

率(Fr模式)

用▲・▼键更改及存储的

频率

SW5从ON变为

OFF 时存储

B

A

 

注 1) ▲键(SW3)和键(SW4)均置“OFF”及“ON”的情况下(A，B 区域等)，
运行频率不发生变化。 

注 2) 未实施“SW5 的频率存储操作”及操作面板上的“频率设定模式下的频率

设定” 时，不会存储运行频率。 
 

 
·在参数“P060 MOP 功能选择”已设定为“0”时，将使用“P061 MOP 动作

加减速时间”中所设定的加减速时间。 
·使用此功能时候，请将参数 P060 设定为“0”或“1”。 
·频率下降到睡眠频率后，变频器将进入睡眠状态。要唤醒变频器，请先停止变

频器后再运行。 
相关参数 P004, P060, P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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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搜索功能 
·当电机因惯性而处于自由运行状时，变频器对其施加微小的直流电压，检测出

其转速，并在该频率下使电机重新启动，这就是速度搜索功能。 
·启动速度搜索的方法有下列 3 种。 
1)通过来自控制输入端子(SW1～SW6)的输入信号，启动速度搜索。 
相关参数：P101～P106:SW1～SW6 功能选择 
2)电机启动时，启动速度搜索。 
相关参数：P357：启动时速度搜索选择 
3)在变频器异常跳闸后进行再试时，启动速度搜索。 
相关参数：P029：再试功能、P361：再试时速度搜索选择 
·通过下列流程执行速度搜索。 

运行开始

停止

P359：
速度搜索待机时间

当参数P124-P126的设定值为“12”时，输出信号ON

P360：
速度搜索电压恢复时间

输出信号
(TR1/TR2/RY)

速度搜索(最多1sec)

速度搜索待机 速度搜索 电压恢复 通常运行

自由运行中 推断频率输出

 
·速度搜索条件可通过参数 P359～P364 设定。 
 

 
·通过控制输入启动速度搜索仅在自由运行中有效。运行过程中，即使分配给速

度搜索的控制输入为 ON，也将予以忽略。 
·转速较慢时，若旋转方向与旋转指令不符，可能检测不到。 
·在容量比变频器更小的电机中，如果执行速度搜索，可能会检测不到。 
·速度搜索中操作面板会显示“CAL”。在显示该内容期间，电机上外加有微弱的

直流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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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线模式控制功能 
·绕线模式控制功能在下图所示的三角波模式的频率下运行。 
·当参数“P335：绕线模式控制选择”的设定值为“1”或“2”时，绕线模式

控制功能在运行指令变为 ON 后启动。启动时，在通过参数“P001：第 1 加速

时间”设定的时间内，一直加速到设定频率。 
·绕线模式控制条件通过参数“P335～P339”设定。 
·绕线模式动作模式通过参数“P340：绕线模式动作选择”设定。P340 设定为“1”，
“3”时，两点模式开启，通过参数“P302：第二速频率”设定第二点频率，“P344：
绕线停止长度”设定停止长度，基准频率会随着绕线长度的增加，线性变化，当绕

线长度达到停止长度时，变化为第二速频率。P340 设定为“2”，“3”时，随机模

式开启，通过参数“P341：最大随机上升时间系数“和“P342：最小随机上升时

间系数”设定随机变化范围，且当 P342<P341 时，随机功能不启用。特别，P340
设定为“3”时，为两点随机模式，基准频率随着绕线长度从设定频率至第二速频

率变化，同时，上升时间系数在随机范围内随机变化。 
·将参数“P101～P106：SW1～SW6 功能选择”设定为“13”时，在相应的控制输

入端子(SW1～SW6)的 SW 输入为 ON 期间，中止绕线模式控制，并以 SW 输

入(SW1～SW6)转为 ON 时的频率继续进行运行。 
·停止指令变为 ON 时，无论运行频率如何，均按照参数“P002：第 1 减速时

间”设定的减速时间进行减速并停止。 
P339：
绕线模式
上升时间系数(%)

P337：
绕线模式反冲
频率宽度(%)

P338：
绕线模式周期(S)

P001：
第1加速时间(S)

P327设定
时间以下

P327设定
时间以上 P335=1时，频率振幅(Hz)=设定频率(Hz)×P336：绕线模式振幅(%)

P335=2时，频率振幅(Hz)=最大频率(Hz)×P336：绕线模式振幅(%)

频率振幅

频率振幅

上峰值

设定频率

下峰值

0.2Hz

启动/停止

绕线模式
暂停开关

SW1-SW6
参数
P101-P106[ ]

P002：
第1减速时间(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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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绕线模式控制功能工作中，当下述功能起动时，优先执行下述功能。即在下述

功能工作时，绕线模式控制将不会起动。 
·试运行功能 
·自动调谐功能 
·定时器运行功能 
·PID 功能 
 
■ 绕线模式输入长度 
当参数“P335：绕线模式控制选择”的设定值为“1”或者“2”时，将参数

“P106：SW6 功能选择”设定为“20”和“14”时，在 SW6 处输入脉冲时，

可以进行根据“P343：绕线长度倍率”计算长度。 

脉冲数 n

6

7
脉冲输入

绕线长度清零绕线/
停止

 

·以下计算结果在 n022 中显示。 

 

绕线长度= 
 

 
任意多功能 SW 设定为 14 时，也是绕线长度输入模式，但是响应速度比较慢。 
输入脉冲宽度小于 15ms 时，必须设定 P106 为 20，并使用 SW6 进行输入。 
 

(输入到 SW6 的脉冲数)×(P343:绕线长度倍率)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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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动正转运行/点动反转运行 

可通过外控操作信号进行位置调整等的微动运行。 
为使用参数 P101～P106通过外控操作进行微动运行而对信号输入端子进行操

作。 
所有运行 JOG 指令有效，但是以 JOG 运行指令为优先。 
 
·将信号输入置 ON 后，进入点动运行模式。 
·可通过端子输入运行/停止，正转/反转信号，按照“P019：点动频率” 
“P020：点动加速时间”，“P021：点动减速时间”的设定内容进行点动运行。 
《例》将 SW1(参数 P101)设定为 18(点动正转运行)，SW2(参数 P102)设定

为 19(点动反转运行)，如下图所示动作。 

 
 
相关参数 P003, P019, P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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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7 脉冲串输入频率                                               *初始值：1.0 
请设定最大输出频率时的每秒脉冲输入数(脉冲串频率)。 

设定范围(kHz) 1.0～40.0 

 

P108 脉冲串输入过滤                                               *初始值：50 

可设定脉冲串输入信号的响应性。请在检出频率有差异时设定。 

设定范围(次) 10～100 

 

P109 PW M 信号平均次数                                           *初始值：1 

变频器测量、运算每个 PWM 周期的 ON 时间、OFF 时间来作为频率指令。 
利用这一参数来设定时，要把上述每个 PWM 周期的指令进行数次平均，再设定

作为最终输出频率指令运行的平均次数。 

数据设定范围(次) 1～100 

* 增多平均次数，频率指令会稳定，但是响应速度会变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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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0 PW M 信号周期                                                *初始值：1.0 

在该参数中输入要输入的 PWM 信号周期。 
 
数据设定范围(msec) 1.0～2000 

 
 

·输出频率的 PWM 信号成为“无 ON 状态下的零位止动或者最低频率”，“无

OFF 状态下的最大频率”。 
·最低频率附近及最大频率附近，相对于输入信号的输出频率的精确度会降低。

请避免用于严密的频率控制用途。 
·选择第 2 频率设定信号(ON)时，第 2 频率设定信号优先于 PWM 频率信号。 
·选择 PWM 频率信号时，PID 控制功能无效。 
PWM 频率信号不能作为 PID 设定值(SP)使用。 
 
■ 控制电路端子的连接和功能说明 

PWM 信号

脉冲串信号

Tr

⑦

⑥

 

■ PWM信号和频率指令值的关系 

 

■ 脉冲串信号与频率的关系 

请在参数“P107：脉冲串输入信号频率”中设定最大输出频率时的每秒脉冲输

入数(脉冲串频率)。 

·参数 P009 的设定值为“50”时最大输出频率为“50Hz”,“60”时最大输出

频率为“60Hz”,“FF”、“3C”时，最大输出频率为“参数 P012 的值”。 
 
相关参数 P009, P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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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1 模拟输入过滤                                                  *初始值：10 

可以设定模拟输入端子(控制电路端子   、   )的过滤常数。 
可有效去除外部电压或者电流频率设定信号的外部干扰。 

数据设定范围(次) 5～200 

 
·控制电路端子(   、   )的模拟输入信号的过滤常数为相同的设定值。 
·增大设定值(平均次数)后，频率指令稳定，但是响应速度变慢。 
 
相关参数 P004, P119 
 

12 14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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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2 偏置频率设定                                                *初始值：0.0 

P113 增益频率设定                                                *初始值：100.0 

可以任意改变输出频率和频率设定信号的关系。请根据用途来使用。 
 
■ 参数 P112：偏置频率设定 

数据设定范围(%) －99.0～250.0 

 
■ 参数 P113：增益频率设定 

数据设定范围(%) 0.0～500.0 

 
·偏置频率和增益频率用 100%最大输出频率(参数 P012)的比例(%)来设定。 
·不会输出超过最大输出频率或者上限频率的频率。 

不会降低到低于下限频率的频率。 
·即使输入负值的频率设定信号，变频器也不会反转运行。 
 
■ 偏置频率设定为正的情况下 ■ 偏置频率设定为负的情况下 

最大输出频率

（P012）

频率设定信号

增益频率

（P113）

偏置频率

（P112）

100％

100％

输

出

频

率

 

最大输出频率

（P012）

频率设定信号

增益频率

（P113）

偏置频率

（P112）

100％

100％

输

出

频

率

 

相关参数 P004, P009, P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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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4 模拟方向模式                                                   *初始值：0 

将频率指令设为模拟信号后，也可以同时设定方向的功能。 

■ 参数 P114：模拟方向模式 

设定值 内容 

0 禁止模拟方向模式。 

1 模拟量控制频率时，以模拟量输入最大值

的 50%为限，先正转后反转。 

2 模拟量控制频率时，以模拟量输入最大值

的 50%为限，先反转后反转。 
 
·根据模拟量的值进行方向控制。 

P114设定为“1”

100%

输出
频率%

第一模拟
输入%

正转 反转

100%

P114设定为“0”

第一模拟
输入%

100%

100%

输出
频率%

100%

输出
频率%

第一模拟
输入%

P114设定为“2”

正转反转

100%
 

 
·设定值为 1、2 时，方向设定模式(dr)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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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5 第 2 偏置频率设定                                           *初始值：0.0 
P116 第 2 增益频率设定                                           *初始值：100.0 

可以任意改变输出频率和第 2 模拟输入信号。 
 

■ 参数P115：第 2 偏置频率设定 

数据设定范围(%) －99.0～250.0 

 
■ 参数P116：第 2 增益频率设定 

数据设定范围(%) 0.0～500.0 

·第 2 偏置频率和第 2 增益频率用 100%最大输出频率(参数 P012 的比例(%)来
设定。 
·不会输出超过最大输出频率或者上限频率的频率。 
不会降低到低于下限频率的频率。 
·即使输入负值的频率设定信号，变频器也不会反转运行。 

 

■ 第 2 频率设定信号和输出频率的关系 

最大输出频率

(P012)

第2频率设定信号

输

出

频

率

输

出

频

率

100％ 100％

第2增益频率

(P116)

最大输出频率

(P012) 第2增益频率

(P116)

第2频率设定信号
第2偏置频率

(P115)
第2偏置频率

(P115)

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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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7 第 2 模拟方向模式                                             *初始值：0 

将频率指令设为模拟信号后，也可以同时设定方向的功能。 

■ 参数 P117：第 2 模拟方向模式式 

设定值 内容 

0 禁止模拟方向模式。 

1 第 2 模拟量控制频率时，以模拟量输入最

大值的 50%为限，先正转后反转。 

2 第 2 模拟量控制频率时，以模拟量输入最

大值的 50%为限，先反转后正转。 
 
·根据模拟量的值进行方向控制。 

P117设定为“2”

100%

输出
频率%

第二频率
输入%

正转反转

100%

P117设定为“1”

第二频率
输入%

100%

输出
频率%

正转 反转

100%

P117设定为“0”

第二频率
输入%

100%

100%

输出
频率%

 

 
·设定值为 1、2 时，方向设定模式(dr)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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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8 第 2 模拟输入功能选择                                       *初始值：0 

可以选择第 2 模拟输入端子(控制电路端子 )的控制功能。 

设定值 内容 

0 第 2 频率设定信号 

1 PID 控制的测定值 

2 PID 控制的偏差信号 

3 辅助频率设定信号 

 
■第 2 频率设定信号(设定值为 0 时) 
·可将第2模拟输入端子作为第2频率设定信号使用。 
·根据参数“P101～P106：SW1～SW6功能选择”设定的输入状态，使频率设

定指令在第1频率设定信号与第2频率设定信号之间进行切换。 
SW输入OFF时：第1频率设定信号 
SW输入ON时：第2频率设定信号 

 

■ PID控制的测定值(设定值为1时) 
·将第2模拟输入端子作为PID控制的反馈信号(测定值PV)使用。 
·输入信号(0V～5V、0V～10V、4mA～20mA、0mA～20mA)作为PID控制的

测定值PV(正值：0％～100％)进行反馈。 
·将参数P118的值设定为“1”后，将目标值SP设定为由参数“P004：频率设

定信号”所设定的输出频率，进行PID控制，以使测定值PV接近目标值SP，输

出频率随之变化。 
·PID控制的参数通过参数P345～P354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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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D控制的偏差信号(设定值为2时) 
·将第2模拟输入端子作为PID控制的测定值(偏差信号)使用。 
·输入信号(0V～5V、0V～10V、4mA～20mA、0mA～20mA)作为PID控制的

偏差信号(设定示例：-10％～10％)进行反馈。 
·偏差值可以通过“P115：第2偏置频率设定”、“P116：第2增益频率设定”在

变频器内部进行转换。 
<例>模拟输入范围为 0V～5V、第 2 偏置值以及第 2 增益均为“10”时 

10

－10

(%)

0

第2偏置
P115=-10.0

第2增益
P116=10.0

2.5 5.0 模拟输入
电压

 

·将参数P118的值设定为“2”后，根据输入至模拟输入端子的偏差信号，进行

趋近目标值SP的PID控制，输出频率随之变化。此时，PID控制的偏差信号

(PV–SP)为第2模拟输入端子的偏差信号。 
·PID 控制的参数通过参数 P345～P354 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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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频率设定信号(设定值为3时) 
·将第2模拟输入端子作为辅助频率设定信号处理。 
·所输入的信号(0V～5V、0V～10V、4mA～20mA、0mA～20mA)作为附加在

第1频率设定信号(％)上的辅助频率设定信号(设定示例：-10％～10％)进行反馈。 
·辅助频率设定信号值可以通过“P115：第2偏置频率设定”、“P116：第2增益

频率设定”在变频器内部进行转换。 
<例>模拟输入范围为 0V～5V、第 2 偏置值以及第 2 增益均为“10”时 

10

－10

(%)

0

第2偏置
P115=-10.0

第2增益
P116=10.0

2.5 5.0 模拟输入
电压

 

·通过可编程控制器等外部设备进行的PID运算结果添加到速度指令值等时可以

利用。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由下式而定。 
 
输出频率＝最大输出频率×(第1频率设定信号(％)+辅助频率设定信号(％)) 
 
 
相关参数P004，P101～P106，P115～P116，P345～P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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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9 第 2 模拟输入信号选择                                       *初始值：2 

可以选择第 2 模拟输入端子(控制电路端子  )的设定信号。 

设定值 设定信号内容 操作方法·控制电路端子连接图 

2 0V～5V 
(电压信号) 端子   (13：+，14：-) 

3 0V～10V 
(电压信号) 端子   (13：+，14：-) 

4 4mA～20mA 
(电流信号) 端子   (13：+，14：-) 

5 0mA～20mA 
(电流信号) 端子   (13：+，14：-) 

 
 

·以“P047：零位止动功能选择”的设定值为分界，进行运行/停止。 
将零位止动功能设为无效时，请设定为参数 P047＝“0.0”。 
 
相关参数 P047, P115, P116 

 
 



附录 功能参数一览 

174 

P120 模拟输出功能选择                                             *初始值：0 

可设定由控制电路端子  输出的“0V～10V 电压信号”。 

设定值 内容 

0 输出与输出频率成比例的信号 

1 输出与输出电流成比例的信号 

 

■ 0V～10V电压信号和输出频率·输出电流的关系 

输出频率

最大输出

频率

《与输出频率成比例的情况下》

电
压
信
号
输
出 0

10
(V)

输出电流

额定输出电流

的150%

《与输出电流成比例的情况下》

电
压
信
号
输
出 0

10
(V)

 

 

P121 PW M 输出占空比补正                                       初始值：100 

可进行“输出状态信号（PWM）”的输出占空比的补正。 

数据设定范围(%) 25～100 
 
■ 调整范围(全刻度值) 
·PWM 信号：PWM 信号占空比×P121 设定的百分比 

P
W

M

占
空
比

(%)
100

25

输出频率

最大输出
频率

P
W

M

占
空
比

(%)
100

25

输出电流

额定输出电流
的150%

 

           为 P121=100 时的 PWM 占空比和输出频率的关系 
           为 P121=25 时的 PWM 占空比和输出频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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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2 PW M 输出/脉冲输出功能选择                               *初始值：0 

可设定由控制电路端子⑧输出的“输出状态信号”的功能。 

设定值 内容 

0 输出与输出频率成比例的信号 

1 输出与输出电流成比例的信号 

 

■ PWM信号输出和输出频率·输出电流的关系 

PW
M

百
分
比

(%)
100

输出频率

最大输出
频率

PW
M

百
分
比

(%)
100

输出电流

额定输出电流
的150%

 

■ 脉冲串信号输出和输出频率·输出电流的关系 

脉
冲
串
百
分
比

(%)
100

输出频率

最大输出
频率

脉
冲
串
百
分
比

(%)
100

输出电流

额定输出电流
的150%

 

·图中的“脉冲串百分比”是指输出脉冲串频率占“P147 脉冲串输出频率”

设定值的百分比 
 

P123 PW M 输出周期                                 *初始值：1 

可设定 Tr1 输出功能设定为 PWM 输出时，设定 PWM 的输出周期。 
 
■ 参数 P123：PWM 输出周期 

数据设定范围[msec] 1～2000 

·设定输出 PWM 波形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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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4 输出 TR1 功能选择                                             *初始值：0 
P125 输出 TR2 功能选择                                             *初始值：0 

设定开路式集电极输出 1(控制电路端子⑧～⑩)、开路式集电极输出 2(控制电路

端子⑨～⑩)的功能。 

 
P124 
(TR1) 

P125 
(TR2) 

功能 开路式集电极输出为 ON 的条件 

设 
定 
值 

0 0 运行信号 运行信号 ON 时或者变频器输出时 

1 1 反转信号 变频器为反转运行状态时 

2 2 到达信号 输出频率在设定频率的±2Hz 以内时 

3 3 过负载警报 
输出电流在额定电流的 140%以上、或者热

敏电平时 

4 4 频率检测 输出频率在检测频率(参数 P127 设定)以上时 

5 5 电流检测(1) 输出电流在检测电流电平(参数 P129 设定)
以上时 

6 6 电流检测(2) 输出电流在检测电流电平(参数 P129 设定)
以下时 

7 7 异常警报(1) 变频器在异常跳闸状态时 

8 8 异常警报(2) 变频器在通常状态时(异常跳闸状态时为

OFF) 

9 9 定时器运行 
1 周期结束 

定时器运行周期 1 周期结束时(仅在等待时

间中输出) 

10 10 定时器运行 
结束 

定时器运行结束时(显示“t.End”时) 

11 11 警报 警报 LED 闪烁时输出 

12 12 速度搜索动作

信号 速度搜索开始时 ON、搜索结束后 OFF 

13 - 输出状态信号

(PWM) 
常时输出与输出频率或者输出电流成比例

的 PWM 信号 

14 - 输出状态信号

(脉冲串) 
常时输出与输出频率或者输出电流成比例

的脉冲信号 

 
·设定值“5”“6”的电流检测信号的推迟时间可以用“P130：电流检测推迟时

间”设定。 
·设定值“10”输出“P326：定时器运行持续待机时间”所设定的时间。 
·设定值“13”、“14”的输出频率比例或者输出电流比例的设定可以用参数 
P121 进行，设定值“13”、“14”仅可设定开路式集电极输出 1(TR1)。 
 
相关参数 P326, P127, P129～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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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6 输出 RY 功能选择                                              *初始值：0 

设定继电器输出(控制电路端子 A，B，C)的功能。 
·ON 时励磁 ：线圈在励磁状态下，继电器为 ON 的规格 

(信号 ON 状态=端子 A-C 之间：ON, B-C 之间：OFF) 
·ON 时非励磁：线圈在非励磁状态下，继电器为 ON 的规格 

(信号 ON 状态=端子 A-C 之间：OFF, B-C 之间：ON) 

设定值 
功能 继电器为 ON 的条件 

ON 时励磁 ON时非励磁  

0 r0 运行信号 运行信号ON 时或者变频器输出时 

1 r1 反转信号 变频器为反转运行状态时 

2 r2 到达信号 
输出频率在设定频率的±2Hz 以内

时 

3 r3 过负载警报 
输出电流在额定电流的 140%以上、

或者热敏电平时 

4 r4 频率检测 
输出频率在检测频率(参数 P128 设

定)以上时 

5 r5 电流检测(1) 输出电流在检测电流电平(参数

P129 设定)以上时 

6 r6 电流检测(2) 输出电流在检测电流电平(参数

P129 设定)以下时 

7 r7 异常警报(1) 变频器在异常跳闸状态时 

8 r8 异常警报(2) 变频器在通常状态时(异常跳闸状态

时为 OFF) 

9 r9 定时器运行 1 周期结束 
定时器运行周期 1 周期结束时(仅在

等待时间中输出) 
10 r10 定时器运行结束 定时器运行结束时(显示“t.End”时) 

11 r11 警报 警报 LED 闪烁时输出 

12 r12 速度搜索动作信号 速度搜索开始时 ON、搜索结束后

OFF 

 
·设定值“5”、“6”的电流检测信号的推迟时间可以用“P130：电流检测推迟

时间”设定。 
·设定值“10”输出“P326：定时器运行持续待机时间”所设定的时间。 

 

相关参数 P326, P128～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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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7 检测频率［输出 TR］                                        *初始值：0.2 
P128 检测频率［输出 RY］                                        *初始值：0.2 

用开路式集电极输出 1、2 及继电器输出来设定输出频率检测信号时检测到的频

率。 
 

■ 参数 P127：检测频率[输出 TR] 

数据设定范围(Hz) 0.0·0.2～400.0 

·开路式集电极输出 1 及开路式集电极输出 2 中有效。 
·“0.0” 为零位止动(0.0)。 
 
■ 参数 P128：检测频率[输出 RY] 

数据设定范围(Hz) 0.0·0.2～400.0 

·“0.0” 为零位止动(0.0)。 
 

■ 输出频率和各输出信号的关系 

输出频率

运行信号 (OFF)

频率检测信号 (OFF)

设定频率 (±2Hz)

检测频率

P127，P128

(ON)

(ON) (OFF )

(OFF )

到达信号 (OFF) (OFF ) (OFF )(ON) (ON)  

 

相关参数 P124～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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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9 电流检测电平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P130 电流检测推迟时间                                             *初始值：0.1 

用开路式集电极输出 1、2 及继电器输出可以设定输出电流检测信号时的电流检

测电平和推迟时间。 
 

■ 参数 P129：电流检测电平 

数据设定范围(A) 0.1～100.0 

 
■ 参数 P130：电流检测推迟时间 

数据设定范围(秒) 0.1～10.0 

·电流检测信号的推迟时间，设定的是信号从 OFF 变为 ON 时的推迟时间。 
信号从 ON 变为 OFF 时的推迟时间约为 100ms(固定)。 
 
相关参数 P124～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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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1 RS485 通信协议选择 

RS485 通信站号设定 

RS485 通信速度设定 

RS485 停止位长度 

P135 RS485 奇偶校验 
RS485 超时检测 
RS485 发送等待时间 
RS485 TEXT 完成判断时间 

P132 P136 
P133 P137 
P134 P138 
可设定通过通信向变频器发出指令时所需要的参数。 

 
■ P131：RS485 通信协议选择（*初始值：0） 
MK300 基于 MEWTOCOL-COM 和 Modbus(RTU)，Modbus（ASCII）三种
协议，可设定使用任一种协议。 

设定值 功能内容 

0 MEWTOCOL-COM 

1 Modbus(RTU) 

2 Modbus(ASCII) 
 

■ P132：RS485 通信站号设定（*初始值：01） 

数据设定范围 1～31 
 
■ P133：RS485 通信速度设定（*初始值：1152） 

设定值 功能内容 

48 4800bps 
96 9600bps 
192 19200bps 
384 38400bps 
576 57600bps 
1152 115200bps 

 
■ P134：RS485 停止位长度（*初始值：1） 

设定值 功能内容 

1 1bit 
2 2bit 

 
■ P135：RS485 奇偶校验（*初始值：0） 

设定值 功能内容 

0 无奇偶校验 

1 奇数 

2 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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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36：RS485 超时检测（*初始值：0.0） 
运行指令选择（P003)、频率设定信号（P004)为通信设定时，如果无通信状态
持续容许时间以上，则变频器异常停止（显示 OP）。设定该容许时间。 

数据设定范围(sec) 0.0·0.1～60.0 

*“0.0” 为无超时检测时的设定。 
 
■ P137：RS485 发送等待时间（*初始值：1） 

数据设定范围(msec) 1～1000 

 
■ P138：RS485 TEXT完成判断时间（初始值：3） 

数据设定范围(msec) 3～200 

*协议仅在 Modbus(RTU)时有效 

 
·与通信相关的参数(P131～P138)，在设定完数据后，请切断一次电源。 
电源复位后，设定数据将会反映在变频器中。 
·在使用 AMK300-REM1 的时候，请将 P131 设定为 0(MEWTOCOL-COM)，
P133 设定为 1152(115200 bps，P134 设定为 1(1 bit)，P135 设定为 0(无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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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9 第 2 基底频率                                                 *初始值：50.0 

可以用第 2 特性选择键来选择、设定第 2 基底频率。 
(仅在参数 P009 设定为 FF 或者 3C 时有效) 

 
■ 参数 P139：第 2 基底频率 

数据设定范围(Hz) 45.0～400.0 

 
·最大输出频率是参数 P009(V/F 模式)
或者参数 P012(最大输出频率 )的设定

值。 
 

 
·“P009：V/F 模式”为“50”或者“60”的情况下，最大输出频率、基底频率

为固定值。 
·“不能输出比“P046：上限频率”高的频率。 
·在超过额定值的频率下运行额定频率为 50Hz 或者 60Hz 的通用电机等时，可

能会造成电机破损。请设定为与电机相符的频率。 
·高速专用电机等中，改变最大输出频率的同时，需要改变基底频率的情况下，

也使用该参数进行变更。 
·在大于通用频率的频率下运行通用电机的情况下，请将基底频率设定为通常电

机的额定输出频率(50 或者 60Hz)。 
·通用电机中达到基底频率(通常 50 或者 60Hz)以上时，电机为恒定输出特性，

发生力矩与频率成反比降低。 
 
相关参数 P009, P012, P101～P106, P046, P140, P143～P146 

 

第2基底频率 （P139）

0

100

最大输出频率 （P012）

输出频率 （Hz）

输

出

电

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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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0 第 2 力矩提升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可以用第 2 特性选择键选择、设定第 2 力矩提升。设定值越大，输出电压越高，

提升越强。 
·设定自动力矩提升后，将根据负载的变动情况，输出电压自动变化。要设定自

动力矩提升“Auto”，请在操作面板显示“40”的状态下再转一下。 

名称 数据设定范围(%) 

自动力矩提升 自动 

手动力矩提升 0％～40％ 

 

■ 降低力矩模式■ 恒定力矩模式 ■ 自动力矩提升模式

输出频率
（Hz）

基本
频率

0
输出频率(Hz) 第2基底

频率(P137)

100输出电压
(％)

提升
水平

0
输出频率(Hz) 第2基底

频率(P137)

100输出电压
(％)

提升
水平

0

100
输出电压
(％)

 

 

 
·将提升水平设定为过大的值时，可能会造成过电流异常、过负载异常、电机过

热、噪音增大。 
·增大提升水平的值后，电机电流会增大。请充分考虑“P141：第 2 电子热敏

选择”、“P142：第 2 热敏电流设定”的设定。 
·使用自动力矩提升时，请务必进行自动调谐，在正确设定电机常数的状态下使

用。 
(关于自动调谐的方法，请仔细阅读 4.14 “自动调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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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1 第 2 选择电子热敏                                              *初始值：2 
P142 第 2 设定热敏电流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可以用第 2 特性选择键来选择、设定停止变频器输出时的电子热敏的动作电平。

动作时显示 OL，并惯性停止。 
 

■ 设定电流值和热敏动作的示例(P141＝1 时) 
·设定电流值×100％⇒不动作 
·设定电流值×125％⇒动作(OL 跳闸) 

 

■ 参数P141：第 2 选择电子热敏 

设定值 功能的有无 功能内容 

0 无 变频器额定电流的 140%电流、1 分钟 OL 跳闸 

1 有 无输出频率降低 

2 有 有输出频率降低 

3 有 强制风冷电机规格 

* 关于频率降低 
低速运行时，电机的冷却能力会降低，此功能可自动修正动作电平。 
 
■ 参数 P141＝1 ■ 参数 P141＝2 ■ 参数 P141＝3 

   

■ 参数P142：第 2 设定热敏电流 

数据设定范围(A) 0.1～100.0 

*请根据适用电机的额定电流进行设定。 
 
相关参数 P101～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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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3 第 2 变化点频率 1 
第 2 变化点电压 1 

P145 第 2 变化点频率 2 
第 2 变化点电压 2 P144 P146 

可对“P009：V/F 模式”中 3C 模式设定的变化点 1，2 进行设定。 
(仅在参数 P009 设定为“3C”时有效) 

 
■ 参数P143：第2变化点频率1（初始值：0.2） 
数据设定范围(Hz) 0.2～400.0 

 
■ 参数P144：第2变化点电压1（初始值：0.0） 
数据设定范围(%) 0.0～100.0 

 
■ 参数P145：第2变化点频率2（初始值：0.2） 
数据设定范围(Hz) 0.2～400.0 

 
■ 参数P146：第2变化点电压2（初始值：0.0） 
数据设定范围(%) 0.0～100.0 

 
·设定前请仔细阅读“P009：V/F 模式”的内容。 
·将第 2 变化点频率 1、2 设定为基底频率以上时，第 2 变化点频率 1、2 按照

基底频率的设定值进行动作。 
·将第 2 变化点频率 2 设定为第 2 变化点频率 1 以下时，第 2 变化点频率 2 按

照第 2 变化点频率 1 的设定值进行动作。 
·设定“P140：第 2 力矩提升”时，将第 2 变化点电压 1、2 设定为第 2 力矩提

升以下时，第 2 变化点电压 1、2 按照第 2 力矩提升的设定值进行动作。 
·将第 2 变化点电压 2 设定为第 2 变化点电压 1 以下时，第 2 变化点电压 2 按

照第 2 变化点电压 1 的设定值进行动作。 
·运行中如变更数据，可能会因所设定的值及负载状态而发生急剧加减速，或产

生过电流，需加注意。 
·通过参数“P140：第 2 力矩提升”选择了自动力矩提升时，自动力矩提升的

设定为优先，与 3 点式模式相关的设定(参数号 P143～P146：变化点电压、变

化点频率)为无效。 
 
相关参数 P009, P012, P101～P106, P139, P140 

100
输

出

电

压

(%)

输出频率 (Hz)

最大输出频率 (P012)

第2变化点频率 2
(P145)

第2变化点

频率1
(P143)

第2变化点

电压1
(P144)

第2基底频率 (P139)

第2变化点

电压2
（P146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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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7 脉冲串输出频率                                              *初始值：1.0 

请设定最大输出频率或者额定输出电流150%时的每秒脉冲输出数(脉冲串频率)。 

设定范围(kHz) 1.0～10.0 

 

P148 脉冲串输出占空比                                            *初始值：50 

可进行 25%～75%的脉冲串输出占空比的调整。 

设定范围(%) 25～75 

 

P149 模拟输出电压补正                                            *初始值：100 

可进行“0V～10V 电压信号”的输出补正。 

设定范围(%) 25～100 

 
■ 调整范围（全刻度值） 
· 模拟输出电压：模拟输出电压×P149 设定的百分比 

输
出
电
压

(V)
10

2.5

输出频率

最大输出
频率

输
出
电
压

(V)
10

2.5

输出电流

额定输出电流
的150%

 

           为 P149=100 时的模拟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的关系 
           为 P149=25 时的模拟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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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0 TR1 输出 ON 延时时间                                       *初始值：0.00 

P151 TR1 输出 OFF 延时时间                                      *初始值：0.00 

P152 TR2 输出 ON 延时时间                                       *初始值：0.00 

P153 TR2 输出 OFF 延时时间                                      *初始值：0.00 

P154 RY 输出 ON 延时时间                                         *初始值：0.00 

P155 RY 输出 OFF 延时时间                                        *初始值：0.00 

可设定TR1输出、TR2输出、RY输出的ON时和 OFF时延时时间。 

ON

OFF

输出ON延时时间 输出O FF延时时间

输出ON条件 输出OFF条件

输出OFF延时时间

 

■ P150：TR1 输出 ON 延时时间          ■ P153：TR2 输出 OFF 延时时间 

数据设定范围(msec) 0.00, 0.01～99.99  数据设定范围(msec) 0.00, 0.01～99.99 

※ 设定为“0.00”时为无延时时间。                  ※ 设定为“0.00”时为无延时时间。 

 

■ P151：TR1 输出 OFF 延时时间         ■ P154：RY 输出 ON 延时时间 

数据设定范围(msec) 0.00, 0.01～99.99  数据设定范围(msec) 0.00, 0.01～99.99 

※设定为“0.00”时为无延时时间。                  ※设定为“0.00”时为无延时时间。 

 

■ P152：TR2 输出 ON 延时时间          ■ P155：RY 输出 OFF 延时时间 

数据设定范围(msec) 0.00, 0.01～99.99  数据设定范围(msec) 0.00, 0.01～99.99 

※ 设定为“0.00”时为无延时时间。                 ※ 设定为“0.00”时为无延时时间。 

 
 

·此参数不包括产品内部应答速度。 
·P124、P125 设定值为“13”，“14”的场合时，延时时间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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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1 负载额定                                                         *初始值：0 

设定作为额定输出电流基准的负载额定种类。 

设定值 内容 

0 标准规格 

1 轻负载规格 

·力矩变动小的用途及所需最大力矩、最大转速小的用途时，选择“1：轻负载

规格”可连续运行高位输出级别的电机。(但载波频率为 5kHz 以下。) 
·轻负载规格可在额定输出电流大于标准规格的条件下使用，过载电流额定值

如下所述。 
【过载电流额定值】 
标准规格：额定输出电流的 150％，1 分钟 
轻负载规格：额定输出电流的 120％，1 分钟 

·载波频率为 7.5kHz 以上时，标准规格与轻负载规格没有区别。 
· 关于各机型标准规格与轻负载规格的各额定输出电流，请确认本手册第 7 项后，

在额定范围内使用。 
 

 
·力矩变动和力矩瞬间大幅增加的用途请使用“0：标准规格”。 
选择轻负载规格时，在保护功能的作用下，容易发生强制停止。 
 

pc0429
打字机文本

pc0429
打字机文本

pc0429
打字机文本

pc0429
打字机文本

pc0429
打字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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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2 自动调谐                                                         *初始值：0 

测量用于控制的电机常数，自动保存到参数P208～P212(第2电机：P221～P225)
中。 

 

开始自动调谐后，变频器将自动在上限频率～下限频率的范围内驱动电机。 
请在不会因驱动电机而发生危险的配置状态下，开始自动调谐。 
自动调谐过程中，请勿靠近电机及导电部。 
否则，可能会导致受伤及事故。 

 
设定值 内容 

0 通常状态 

1 执行自动调谐 

·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模式下运行时，或在 V/F 控制模式下使用自动力矩提升运

行时，在首次运行前请务必对所用电机执行自动调谐。 
否则将无法进行正常控制。 

·自动调谐时请勿在电机轴上连接负载等，建议在电机单体的状态下执行。 
连接负载及惯性较大的物体时，将无法进行正常调谐。 
请尽量在可自由旋转的无负载状态下执行自动调谐。 

·请在电机完全停止的状态下开始自动调谐。 

·请参考“4.14自动调谐”执行自动调谐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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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3 电机容量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P204 电机极数                                                        *初始值：4 
P205 电机额定电压                   *初始值 200V 情况下为 200，400V 情况下为 400 
P206 电机额定频率                                                *初始值：50.0 
P207 电机额定电流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设定作为电机自动调谐基准的电机规格值。 

■ 参数P203 
数据设定范围(kW) 0.2•0.4•0.7•1.5•2.2•3.7•5.5•7.5•11•15 

P203 电机容量的设定范围因变频器的额定值而受到限制。 
 

■ 参数P204 
数据设定范围(极) 2•4•6 

 

■ 参数P205 
数据设定范围(V) 0～500 

 

■ 参数P206 
数据设定范围(Hz) 10.0～120.0 
 

■ 参数P207 
数据设定范围(A) 0.01～99.99 

·请设定所用电机的各规格值。 
·这些设定值将作为自动调谐时的基准，请务必在执行自动调谐(参数 P202)
前进行设定。 

 
 

·电机的规格值一般通过多个额定电压、额定频率、额定电流的组合进行规定。 
【例】380V／50Hz／1.0A，400V／60Hz／1.5A 
额定电压请选择实际使用时输入变频器 MK300 的 AC 电源电压后进行设定。 
此外，额定电流因额定电压、额定频率而异，请务必在确认组合后再进行设定。 

·力矩限制（参数 P215）通过基于 P207 电机额定电流设定值的内部运算执行
限制动作，因此在 P207 的设定值不恰当时，将无法进行正常的限制动作。 
 

相关参数 P202, 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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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8 1 次电阻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P209 2 次电阻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P210 励磁电感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P211 漏电感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P212 励磁电流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自动调谐后的电机常数将得到保存。 

■ 参数P208 

数据设定范围(Ω) 
3.7kW 以下机种：0.00~99.99 
5.5kW 以上机种：0.000~9.999 

 

■ 参数P209 
数据设定范围(Ω) 0.00～99.99 

 

■ 参数P210 
数据设定范围(mH) 0.0～5000 
 

■ 参数P211 
数据设定范围(mH) 0.0～999.9 
 

■ 参数P212 
数据设定范围(A) 0.01～99.99 

·执行自动调谐(参数 P202)后，将自动保存各电机常数。 

·原则上，请直接使用自动调谐后的值。 
 

相关参数 P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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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3 速度控制比例增幅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P214 速度控制积分增幅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设定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内部运算的速度控制增幅。 

■ 参数P213 
数据设定范围 0.01～10.00 

 

■ 参数P214 
数据设定范围 0.01～10.00 

·已设定适用于各电机额定的初始值。通常情况下，请直接使用该初始值。 

·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下进行实际运行时，有时通过调整该参数，可提高旋转

对力矩变动的稳定性和响应性。 

调整参数时，请小幅度地变更数值，通过实际的运行测试确认效果。 
 

 
·如果变更该参数，使用某些值时可能无法保持正常的旋转控制。 

调整参数时，请在考虑发生旋转异常时安全性的基础上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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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5 力矩限定电平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设定无传感器矢量控制中力矩电流的限制值。 

数据设定范围(%) 50～400 

·力矩过大导致力矩电流增大时，在保护功能的作用下会发生强制停止。 

因此，需设定防止该强制停止的力矩电流限制值。 

·当力矩电流达到限制值时，将自动改变输出频率进行控制。 

·需使限制无效时，请将上限值设定成 400。 
 

 
·需最大限度地防止强制停止时，建议将限制值设定成 220 或 220 以下。 

提高限制值时，可能会在执行限制前达到强制停止等级。 

·该力矩限制通过基于电机额定电流设定值(参数 P207)的内部运算执行限制 

动作，因此在 P207 的设定值不恰当时，将无法进行正常的限制动作。 
 

相关参数 P207 
 



附录 功能参数一览 

194 

P216 第 2 电机容量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P217 第 2 电机极数                                                    *初始值：4 
P218 第 2 电机额定电压            *初始值 200V 的情况下为 200,400V 的情况下为 380 
P219 第 2 电机额定频率                                            *初始值：50.0 
P220 第 2 电机额定电流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设定作为第 2 电机自动调谐基准的电机规格值。 

■ 参数P216 
数据设定范围(kW) 0.2•0.4•0.7•1.5•2.2•3.7•5.5•7.5•11•15 

 

■ 参数P217 
数据设定范围(极) 2•4•6 

P216 第 2 电机容量的设定范围因变频器的额定值而受到限制。 
 

■ 参数P218 
数据设定范围(V) 0～500 

 

■ 参数P219 
数据设定范围(Hz) 10.0～120.0 
 

■ 参数P220 
数据设定范围(A) 0.01～99.99 

·请设定所用第 2 电机的各规格值。 
·这些设定值将作为自动调谐时的基准，请务必在执行第 2 电机的自动调谐 

(参数 P202)前进行设定。 
 

 
·电机的规格值一般通过多个额定电压、额定频率、额定电流的组合进行规定。 
【例】380V／50Hz／1.0A，400V／60Hz／1.5A 
额定电压请选择实际使用时输入变频器 MK300 的 AC 电源电压后进行设定。 
此外，额定电流因额定电压、额定频率而异，请务必在确认组合后再进行设定。 

·第 2 电机力矩限制(参数 P228)通过基于 P220 第 2 电机额定电流设定值的内
部运算执行限制动作，因此在 P220 的设定值不恰当时，将无法进行正常的限
制动作。 
 

相关参数 P202, 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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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1 第 2 电机 1 次电阻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P222 第 2 电机 2 次电阻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P223 第 2 电机 励磁电感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P224 第 2 电机 漏电感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P225 第 2 电机 励磁电流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第 2 电机自动调谐后的电机常数将得到保存。 

■ 参数P221 

数据设定范围(Ω) 
3.7kW 以下机种：0.00~99.99 
5.5kW 以上机种：0.000~9.999 

 

■ 参数P222 
数据设定范围(Ω) 0.00～99.99 

 

■ 参数P223 
数据设定范围(mH) 0.0～999.9,1000～5000(1mH 单位) 
 

■ 参数P224 
数据设定范围(mH) 0.0～999.9 
 

■ 参数P225 
数据设定范围(A) 0.01～99.99 

·执行第 2 电机的自动调谐(参数 P202)后，将自动保存各电机常数。 

·原则上，请直接使用自动调谐后的值。 

 
相关参数 P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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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6 第 2 电机 速度控制比例增幅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P227 第 2电机 速度控制积分增幅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设定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内部运算的第 2 电机速度控制增幅。 

■ 参数P226 
数据设定范围 0.01～10.00 

 

■ 参数P227 
数据设定范围 0.01～10.00 

·已设定适用于各电机额定的初始值。通常情况下，请直接使用该初始值。 

·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下进行实际运行时，有时通过调整该参数，可提高旋转

对力矩变动的稳定性和响应性。 

调整参数时，请小幅度地变更数值，通过实际的运行测试确认效果。 

 
 

·如果变更该参数，使用某些值时可能无法保持正常的旋转控制。 

调整参数时，请在考虑发生旋转异常时安全性的基础上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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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8 第 2电机 力矩限定电平                 *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设定无传感器矢量控制中第 2 电机力矩电流的限制值。 

数据设定范围(%) 50～400 

·力矩过大导致力矩电流增大时，在保护功能的作用下会发生强制停止。 

因此，需设定防止该强制停止的力矩电流限制值。 

·当力矩电流达到限制值时，将自动改变输出频率进行控制。 

·需使限制无效时，请将上限值设定成 400。 

 
 

·需最大限度地防止强制停止时，建议将限制值设定成 220 或 220 以下。 
提高限制值时，可能会在执行限制前达到强制停止等级。 

·该力矩限制通过基于第 2 电机额定电流设定值(参数 P220)的内部运算执行限

制动作，因此在 P220 的设定值不恰当时，将无法进行正常的限制动作。 
 

相关参数 P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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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1 多段速功能选择                                                 *初始值：0 

用参数 P101～P106 将SW1～SW6 作为多段速功能设定时，可以设定各控制功能。 

设定值 内容 

0 设定为多段速频率运行功能 

1 设定为第 2·3·4 加减速运行功能 

2 设定为加减速链接多段速频率运行功能 

3 设定为定时器多段速频率运行功能 

4 设定为定时器加减速链接多段速频率运行功能 

 
设定值为 0～2 时，用参数 P101～P106 将SW1～SW6 作为“多段速功能”进行设

定后使用。 
设定值为3～4时，即使用参数P101～P106将SW1～SW6设定为多段速功能也无效。 

 
多段速频率运行功能(设定值“0”) 
第 2·3·4加减速运行功能(设定值“1”) 

加减速链接多段速频率运行功能(设定值“2”) 

 

■ 设定值“0”：多段速频率运行功能 
SW 最多可进行 16 段速的多段速频率运行。加减速时间固定为第 1 加减速时间

(参数 P001, P002)。 
SW1～SW6 的 SW 功能的全部设定值为“1”和“r1”(多段速 SW 输入功能)
时，从 SW 较小的编号开始，依次有 4 个 SW 可有效用作多段速指令 SW。 
第 2～16 速频率为参数 P302～P316 所设定的频率。 
■ 设定值“1”：第 2·3·4 加减速运行功能 
将频率固定为第 1 速，使用 SW 最多可改变 4 个加减速时间进行运行。 
第 2～4 加减速时间通过参数 P317～P322 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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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值“2”：加减速链接多段速频率运行功能 
使用 4 个SW，可使其最多链接 16 段速和 4 个加减速时间，进行多段速频率运行。 

SW 1 
(注 1) 

SW 2 
(注 1) 

SW 3 
(注 1) 

SW 4 
(注 1) 

多段速频率 
运行功能 

第 2·3·4 加减速 
运行功能 

加减速链接多段速 
频率运行功能 

P301=0 P302=1 P303=2 

频率 
加减速 
时间 

频率 
加减速 
时间 

频率 
加减速 
时间 

OFF OFF OFF OFF 第 1 速 

第 1 
加减速 

第 1 速 

第 1 
加减速 

第 1 速 
第 1 

加减速 

ON OFF OFF OFF 第 2 速 
第 2 

加减速 
第 2 速 

第 2 
加减速 

OFF ON OFF OFF 第 3 速 
第 3 

加减速 
第 3 速 

第 3 
加减速 

ON ON OFF OFF 第 4 速 
第 4 

加减速 
第 4 速 

第 4 
加减速 

OFF OFF ON OFF 第 5 速 

第 1 
加减速 

第 5 速 

第 1 
加减速 

ON OFF ON OFF 第 6 速 第 6 速 

OFF ON ON OFF 第 7 速 第 7 速 

ON ON ON OFF 第 8 速 第 8 速 

OFF OFF OFF ON 第 9 速 第 9 速 

ON OFF OFF ON 第 10 速 第 10 速 

OFF ON OFF ON 第 11 速 第 11 速 

ON ON OFF ON 第 12 速 第 12 速 

OFF OFF ON ON 第 13 速 第 13 速 

ON OFF ON ON 第 14 速 第 14 速 

OFF ON ON ON 第 15 速 第 15 速 

ON ON ON ON 第 16 速 第 16 速 

(注 1) 1~6 中任意 4 个 SW 设定为“1”和“r1”(多段速 SW 输入功能)时，从编号较小的 SW 开

始，依次有 4 个 SW 可有效用作多段速指令 SW。 
《例》将 SW1, SW2, SW4, SW5 设为多段速 SW 输入功能的情况下，上表的 SW3 处变为

SW4、SW4 处变为 SW5。 
 

■ 设定值“0”：多段速频率运行功能的操作示例 
可通过 4 个键信号来选择、切换、控制 16 种频率。 
(第 1 速：P004 的设定信号、第 2～16 速：P302～P316 的设定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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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W1～SW6 中的任意 4 个键设定为多段速功能键。 
(将 P101~P106 的设定值为“1”，“r1”。) 
·该功能中使用 1 个键输入时为 2 段速、使用 2 个时为 4 段速、使用 3 个时为 8
段速。 
·第 2～16 速频率(P302～P316)设定为“0”时，该多段速频率被选中的情况下，

变频器停止(零位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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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值“1”：第 2·3·4 加减速运行功能的操作示例 
使用 2 个开关信号，可以对 4 种加速、减速时间进行选择切换控制。 
(第 1 加减速时间：P001, P002 第 2～第 4 加减速时间：P317～P322) 
 
·将 SW1～SW6 中的任意两个键设定为多段速功能键。(将 P301～P306 的设

定值设为“1”和“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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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值“2”：加减速链接多段速频率运行功能的操作示例 
使用 2 个开关信号，可以将第 2 速、第 3 速、第 4 速与第 2 加减速、第 3 加减

速、第 4 加减速进行链接(结合)。 
 
·将 SW1～SW6 中的任意两个键设定为多段速功能键。(将 P101~P106 的设定

值为“1”，“r1”) 
 

 
 
 
 
 
 
 
 
 
 
 

 
·第 1 速为参数 P004 所设定的频率设定信号的指令值。 
·第 1 加速时间为参数 P001 所设定的加速时间。 

第 1 减速时间为参数 P002 所设定的减速时间。 
·第 2～16 速频率为参数P302～P316 所设定的频率。 

第 2～4 加减速时间用参数 P317～P322 进行设定。 
 
相关参数 P101～P106, P302～P322 

 
 
 
 
 
 



附录 功能参数一览 

203 

定时器多段速频率运行(设定值“3”) 
定时器加减速链接多段速频率运行功能(设定值“4”) 

■ 设定值“3”：定时器多段速频率运行 
进行定时器多段速运行时，加减速时间最多可固定为 8 段速。输入运行指令后，
在设定时间内运行后，自动将速度改变至下一个速度。 
定时器多段速中将 SW1～SW6 设定为“多段速 SW 输入功能”的状态下，即使
在定时器多段速运行过程中输入信号，该信号也为无效，继续进行定时器多段速
运行。 
旋转方向设定可通过“P323：定时器运行旋转方向”来设定，定时器运行 1 周
期的持续次数可通过“P324：定时器运行持续次数”来设定，定时器运行 1 周
期结束后至下一周期的动作模式和等待时间可通过“P325：定时器运行持续模
式”、“P326：定时器运行持续待机时间”来设定，第 1 速～第 8 速的各运行时
间可通过“P327～P334：第 1 速～第 8 速运行时间”来设定。 

 
■ 设定值“4”：定时器加减速链接多段速频率运行功能 
最多可链接8段速和4个加减速时间来进行定时器多段速运行。 

定时器多段速频率运行功能 定时器加减速链接多段速频率运行功能 

P301=3 P301=4 

旋转方向 
(选择位) 

频率 运行时间 加减速时间 
旋转方向 
(选择位) 

频率 运行时间 加减速时间 

正转/反转 
0／1 

第 1 速 
① 

第 1 速运行

时间 T1 

第 1 加速 
时间 A1 
第 1 减速 
时间 D1 

正转/反转 
0／1 

第 1 速 
① 

第 1 速运行

时间 T1 

第 1 加减速

时间 A1／
D1 

正转/反转 
0／1 

第 2 速 
② 

第 2 速运行

时间 T2 
正转/反转 

0／1 
第 2 速 

② 

第 2 速运行

时间 T2 

第 2 加减速

时间 A2／
D2 

正转/反转 
0／1 

第 3 速 
③ 

第 3 速运行

时间 T3 
正转/反转 

0／1 
第 3 速 

③ 

第 3 速运行

时间 T3 

第 3 加减速

时间 A3／
D3 

正转/反转 
0／1 

第 4 速 
④ 

第 4 速运行

时间 T4 
正转/反转 

0／1 
第 4 速 

④ 

第 4 速运行

时间 T4 

第 4 加减速

时间 A4／
D4 

正转/反转 
0／1 

第 5 速 
⑤ 

第 5 速运行

时间 T5 
正转/反转 

0／1 
第 5 速 

⑤ 

第 5 速运行

时间 T5 

第 1 加减速

时间 A1／
D1 

正转/反转 
0／1 

第 6 速 
⑥ 

第 6 速运行

时间 T6 
正转/反转 

0／1 
第 6 速 

⑥ 

第 6 速运行

时间 T6 
正转/反转 

0／1 
第 7 速 

⑦ 

第 7 速运行

时间 T7 
正转/反转 

0／1 
第 7 速 

⑦ 

第 7 速运行

时间 T7 
正转/反转 

0／1 
第 8 速 

⑧ 

第 8 速运行

时间 T8 
正转/反转 

0／1 
第 8 速 

⑧ 

第 8 速运行

时间 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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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时器运行 1 周期的模式示例 

 
 

定时器运行 1 周期按照“P068：定时器运行持续次数”所设定的次数运行结束

后，显示变为“tEnd”。显示“tEnd”的状态下输入停止指令后，返回“0000”
(动作状态模式)。 

 

 
 

·在定时器运行过程中，操作面板、外控操作、通信中的正转/反转指令为无效。 
·在定时器运行过程中，输入停止指令的情况下，即使在周期运行中也立即停止

运行。 
 
相关参数 P001, P002, P101～P106, P31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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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2 第 2 速频率*初始值：5.0 P310 第 10 速频率*初始值：27.5 
P303 第 3 速频率*初始值：10.0 P311 第 11 速频率*初始值：30.0 
P304 第 4 速频率*初始值：12.5 P312 第 12 速频率*初始值：32.5 
P305 第 5 速频率*初始值：15.0 P313 第 13 速频率*初始值：35.0 
P306 第 6 速频率*初始值：17.5 P314 第 14 速频率*初始值：40.0 
P307 第 7 速频率*初始值：20.0 P315 第 15 速频率*初始值：45.0 
P308 第 8 速频率*初始值：22.5 P316 第 16 速频率*初始值：50.0 

P309 第 9 速频率*初始值：25.0   

可设定进行多段速运行的第 2～16 速频率。 

数据设定范围(Hz) 0.0·0.2～400.0 

·“0.0”为零位止动 
·矢量控制时为 0.5Hz～120.0Hz。 
 
相关参数 P101～P106, P301, P317～P334 参照 

 
P317 第 2 加速时间 

第 2 减速时间 

P319 第 3 加速时间 
第 3 减速时间 

P321 第 4 加速时间 
第 4 减速时间 P318 P320 P322 

*P317、P318、P319 、P320、P321、P322 的初始值根据变频器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可设定进行 4 阶段加减速控制运行的第 2～4 加速时间和第 2～4 减速时间。 
第 2～4 加减速时间是从 0.2Hz 至最大输出频率的加速、减速时间。 

数据设定范围(秒) 0.1～3600 

设定单位(秒) 
0.1(0.1～999.9)、 
1(1000～3600) 

 

相关参数 P101～P106, P301～304, P323～P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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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3 定时器运行旋转方向                                           *初始值：0 

“P301：多段速功能选择”中，设定值设为 3～4 的情况下，设定第 1 速至第 8
速的各速度下的旋转方向。 
正转时为“0”，反转时为“1”，将第 1～8 速作为位，确定 0(正转)或者 1(反转)，
乘以各位所对应的加法值的 8 位的和即为设定值。 
 (请参照下表内容。设定值×加法值的各速度的和即为设定值。) 

 
■ 设定示例  第 1 速＝正转、第 2 速＝正转、第 3 速＝正转、第 4 速＝正转 

第 5 速＝反转、第 6 速＝反转、第 7 速＝反转、第 8 速＝正转  
速度 第 1 速 第 2 速 第 3 速 第 4 速 第 5 速 第 6 速 第 7 速 第 8 速 

旋转方向 正转 正转 正转 正转 反转 反转 反转 正转 

设定值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加法值 1 2 4 8 16 32 64 128 
 

(0×1)＋(0×2)＋(0×4)＋(0×8)＋(1×16)＋(1×32)＋ 
(1×64)＋(0×128)= 112 
在设定数据中设定 112。 
 

 
·本功能仅在“P301：多段速功能选择”中设定值为 3～4 的情况下有效。 
·旋转方向根据设定而发生变化，因此使用时敬请注意。 
 
相关参数 P001, P002, P301～P308, P317～P322 

 
 

P324 定时器运行持续次数                             *初始值：1 

“P301：多段速功能选择”中，设定值设为 3～4 的情况下，将第 1 速～第 8 速
的运行作为“定时器运行周期”，设定 1 周期的持续次数。 

数据设定范围(次) 0·1～9999 
*“0”设定为无次数限制的设定。输入运行指令后持续运行，直至输入停止指令。 
 

 
·本功能仅在“P301：多段速功能选择”中设定值为 3～4 的情况下有效。 
·动作过程中变更了数据时，所变更的数值在下一个周期才有效。 
 
相关参数 P301, P325～P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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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5 定时器运行持续模式                                          *初始值：0 
P326 定时器运行持续待机时间                                    *初始值：0.0 

“P301：多段速功能选择”中，设定值设为 3～4 的情况下，设定定时器运行 1
周期结束后进入第 2 周期时的运行方法及持续运行待机时间。 
定时器运行持续模式的设定值为“1”的情况下，定时器运行持续待机时间无效。 

 
■ 参数 P325：定时器运行持续模式 

设定值 内容 

0 1 周期结束后，第 1 减速时间中返回零位止动状态，变为下一个周期。 

1 1 周期结束后，第 1 减速时间中变为下一个周期的第 1 速频率。 

 
■ 参数 P326：定时器运行持续待机时间 

数据设定范围(秒) 0.0·0.1～6553 

设定单位(秒) 
0.1(0.1～999.9)、 
1(1000～6553) 

*“0.0”设定为无等待时间的设定。 
 

设定值为“0”时

设定值为“ 1”时

第8速频率

(n周期的最终频率 )

定时器运行n周期 定时器运行n+1周期

第1减速时间
第1速频率

(n+1周期的最初频率 )

定时器运行持续等待时间

(P326 )

 
 

 
·运行中切换了模式时，所变更的数值在下一个周期才有效。 
·待机时间中变更了数据时，所变更的数值在下一个周期才有效。 

 

相关参数 P002, P301～P308, 317～P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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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7 第 1 速运行时间  *初始值：0.0 P331 第 5 速运行时间   *初始值：0.0 
P328 第 2 速运行时间  *初始值：0.0 P332 第 6 速运行时间   *初始值：0.0 
P329 第 3 速运行时间  *初始值：0.0 P333 第 7 速运行时间   *初始值：0.0 
P330 第 4 速运行时间  *初始值：0.0 P334 第 8 速运行时间   *初始值：0.0 

“P301：多段速功能选择”中设定值设为 3、4 的情况下，设定第 1 速～第 8 速

频率的运行时间。 

数据设定范围(秒) 0.0·0.1～6553 

设定单位(秒) 
0.1(0.1～999.9)、 
1(1000～3600) 

*“0.0”设定为不在该速度下进行运行的设定。 
 

 
·各功能仅在“P301：多段速功能选择”中设定值为 3、4 的情况下有效。 
·设为“0.0”的情况下，不按照设定的速度进行运行。仅在 P327～P334 中进行

时间设定的速度下进行定时器多段速运行。 
动作过程中变更了数据时，所变更的数值在下一个周期才有效。 

 

相关参数 P301～P308, P317～P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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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5 绕线模式控制选择                                              *初始值：0 

选择绕线模式控制运行的ON及控制时的振幅。 
设定值 内容 

0 绕线模式控制OFF 

1 以设定频率为基准设定振幅 

2 以最大频率为基准设定振幅 

 

P336 绕线模式振幅                                                 *初始值：50.0 

设定绕线模式控制运行的频率振幅。 
设定范围(%) 0.0～100.0 

P335=1 时，频率振幅(Hz)=设定频率(Hz)×绕线模式振幅(%) 
P335=2 时，频率振幅(Hz)=最大频率(Hz)×绕线模式振幅(%) 
有关绕线模式控制功能的详情，请参阅本说明书 P160 页。 
 

P337 绕线模式反冲频率宽度                                      *初始值：10.0 

对通过P336设定的频率振幅，设定反冲频率的百分比。 
设定范围(%) 0.0～100.0 

 

P338 绕线模式周期 *初始值：10.0 P339 绕线模式上升时间系  *初始值：50.0 

设定绕线模式控制运行的 1 个周期的时间和 1 个周期中的加速时间。 

■ 绕线模式周期 

设定范围(sec) 0.0～3600 

■ 绕线模式上升时间系数 

设定范围(%) 0.0～100.0 

通过 P338、P339 的设定，得到下式的加减速时间值。 
三角波上升时间=绕线模式周期(s)×绕线模式上升时间系数(%) 
三角波下降时间=绕线模式周期(s)×(100-绕线模式上升时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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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0 绕线模式动作选择                                              *初始值：0 

可设定绕线模式动作选择。 

设定值 名称 

0 常规模式 

1 两点常规模式 

2 随机模式 

3 两点随机模式 

■ 随机模式 

“P340：绕线模式动作选择“设定为“2”，“3”时。绕线模式为随机模式。摆

动的上升时间在“P341：最大随机上升时间”和“P342：最小随机上升时间”内

随机摆动。 

频率

P341：最大随机上升时间系数

P342：最小随机上升时间系数

时间  

 

■ 两点模式 

“P340：绕线模式选择”设定为“1”，“3”，“P344：绕线停止长度”不为 0
时。绕线运行模式为两点模式。设定频率随着绕线长度的增加而改变，最终变为
“P302：第二速频率”。 
 

频率

时间
P344：绕线停止长度

设定频率

P302:
第二速频率

 
特别，P340 设定为“3”，为两点随机模式，基准频率随着绕线长度从设定频率
至第二速频率线性变化(P344 不为 0)，同时，上升时间系数在随机范围内随机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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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1 最大随机上升时间系数                                      *初始值：50.0 
P342 最小随机上升时间系数                                      *初始值：50.0 

对设定随机功能时上升时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进行设定。 

设定范围(%) 0.0～100.0(设定单位：0.1%) 

 

P343 绕线长度倍率                                                    *初始值：1 

在功能设定为绕线长度计数的SW输入脉冲时，根据“P343：绕线长度倍率”进
行绕线长度计算。 

设定范围 1～9999 

 

P344 绕线停止长度                                                    *初始值：0 

绕线长度累计至停止长度时，绕线模式工作停止。 

设定范围(m) 0·1～600000(设定单位：1m) 

·设定值为 0 时，绕线长度停止功能不工作。 
·设定值与显示的关系如下所示。 

1m～9,999m 时，显示为 1～9999。 
10,000m～99,999m 时，显示为 1.000～9.999。 
100,000m～600,000m 时，显示为 10.0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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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 控制是指，为了使反馈值(检测值)与设定的目标值一致而进行动作的控制方
式。MK300 中，将 P118、P101～106 的设定值变更为 10(r10)后，可以使用
PID 控制。PID 控制相关参数为 P345～P356。 

■ P 控制(比例控制) 
输出与偏差成正比的操作量(输出频率)。 

■ I 控制(积分控制) 
输出偏差积分的操作量(输出频率)。可有效控制使反馈值与目标值一致，但无法
跟踪急剧的变化。 

■ D 控制(微分控制) 
通过对微分(斜率偏差)乘以时间常数的数值加以控制，推断信号的偏差。通过增
加微分控制，可降低过冲或振动等的瞬态特性。 

■ PID 控制框图 

-
+

周波数指令值
(P004的设定内容)

)
1

1( ST
ST

K d

i

p 




P348: PID偏置值

P346: PID上限值

P347: PID下限值P345: PID目标值

(P345 = 0)

(P345 = 0.1～100.0%)

+
+

操作量
(输出频率)

PID目标值(SP)

PID测定值(PV)

偏差

第2模拟输入信号
(P119的设定内容)

0

(P118 = 1 or 2)

(P118 = 0)

－

＋

P355:睡眠动作频率
P356:睡眠动作延时

输出
ON/OFF

有效

无效

无效:PID控制切换信号=ON
有效:PID控制切换信号=OFF
（P101～P106 = 10)

P349:比例增益[Kp]
P350:积分时间[Ti]
P349:微分时间[Td]
P349:控制周期[Ts]

P354:PID输出反转特性

PID输出

PID运算

 

P345 PID 目标值                                                   *初始值：0.0 
可设定 PID 控制中使用的目标值。设定值为“0.0”时，作为目标值，使用通过

P004 设定的频率设定信号。 
 

数据设定范围[%] 0.0、0.1～100.0 

 

P346 PID 上限值                                                    *初始值：100.0 
将 PID 运算后的计算值设定为不超过设定量。P012:将最大输出频率设定为

100%。 
 

数据设定范围[%] 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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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7 PID 下限值                                                      *初始值：0.0 
将 PID 运算后的计算值设定为不低于设定量。P012:将最大输出频率设定为

100%。 
 

数据设定范围[%] 0.0、0.1～100.0 

 
P348 PID 偏置值                                                    *初始值：100.0 
可调整 PID 输出相应的偏置值。P012:将最大输出频率设定为 100%。 
 

数据设定范围[%] -100～100.0 

 
P349 PID 比例增益(Kp)                                             *初始值：1.0 
设定 PID 运算中使用的比例增益。 
设定值越大，偏差会少一些，但过大会产生振动等不稳定现象。 
设定值较小时，目标值(SP)和测量值(PV)之间的偏差会变大。 
 

数据设定范围 0.1～1000 

 
P350 PID 积分时间(Ti)                                              *初始值：0.00 
设定 PID 运算中使用的积分时间(积分计算的时间常数)。 
仅通过比例控制无法使偏差为零，因此必须设定以消除该偏差。 
缩短积分时间后，可迅速稳定。设定时间过短时，会发生过冲或振动。 
 

数据设定范围[sec] 0.00、0.01～360.0 

※设定值为“0.00”时，将比例动作设为无效。 
 
P351 PID 微分时间(Td)                                             *初始值：0.00 
设定 PID 运算中使用的微分时间。 
设定值越大，响应性会提高，但将产生振动。设定值减小后，可以抑制过冲，但

响应性会变差。 
 

数据设定范围[sec] 0.00、0.01～10.0 

※设定值为“0.00”时，将比例动作设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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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52 PID 控制周期(Ts)                                             *初始值：0.00 
可设定 PID 控制的执行周期。 
 

数据设定范围[sec] 0.00、0.01～60.0 

 
P353 PID 输出特性                                                    *初始值：0 
对 PID 运算输出的正、反向动作进行设定。 
设定值 内容 

0 反向动作 

1 正向动作 

 
■ 反向动作 
偏差(SP-PV)为正时，增大操作量(输出频率)；偏差为负时，减少操作量。 

-
+ 偏差 ＞ 0

PID目标值(SP)

PID测定值(PV)

偏差 ＜ 0

操作量(输出频率)↑

操作量(输出频率)↓

(例)制热

冷→操作量UP

热→操作量DOWN

 
■ 正向动作 

偏差(SP-PV)为负时，增大操作量(输出频率)；偏差为正时，减少操作量。 

-
+ 偏差 ＜ 0

PID目标值(SP)

PID测定值(PV)

偏差 ＞ 0

操作量(输出频率)↑

操作量(输出频率)↓

(例)制冷

热→操作量UP

过冷→操作量DOWN

 

P354 PID 输出反转选择                                              *初始值：0 
PID 输出为负时，可设定是否将旋转方向反转。 
 

设定范围 内容 

0 反转动作无效 PID 输出＜0 时，将输出频率设为 0。 
1 反转动作有效 PID 输出＜0 时，按照输出值进行反转动作。 

 
 

·P118=2 时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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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55 睡眠动作频率                                                  *初始值：0.0 
P356 睡眠动作延时                                                  *初始值：0.0 

 
■ 参数 P355：睡眠动作频率 

数据设定范围(Hz) 0.0·0.2～400.0 
 
■ 参数 P356：睡眠动作延时 

数据设定范围(秒) 0.0～25.0 

设定输出频率 < 睡眠动作频率时 
睡眠动作延时经过以后，变频器停止输出。 
设定输出频率 > 睡眠动作频率时 
睡眠动作延时经过以后，恢复输出。 

输出频率
睡眠动作频率

睡眠
动作延时

睡眠
动作延时

运行指令
RUN RUNSTOP

 

P357 启动时速度搜索选择                                           *初始值：0 

设定启动时是否进行速度搜索。 

设定值 内容 

0 
启动时速度搜索无效。 
通过参数“P101～P106：SW1～SW6 功能选择”选

择速度搜索，当相应的开关 ON 时，执行速度搜索。 
1 启动时速度搜索有效。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时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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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59 速度搜索待机时间                                             *初始值：0.5 

速度搜索开始时，设定至开始速度搜索的时间。 

设定范围(sec) 0.0～100.0 
 

 
·如果设定了“P033：待机时间”，则经过待机时间后，按照速度搜索待机时间

的设定值进行待机，然后执行速度搜索。 
 
P360 速度搜索电压恢复时间                                       *初始值：0.5 

设定以速度搜索中检出的频率，逐渐施加电压。 

设定范围(sec) 0.1～10.0 
 

 
·设定值过小时，可能会发生过电流跳闸。 
 

P361 再试时速度搜索选择                                           *初始值：0 

通过参数“P029：再试功能”将再试功能设定为有效时，设定出错再试后是否

进行速度搜索。 
设定值 内容 

0 无效：出错再试过程中不进行速度搜索。 

1 有效：出错再试过程中进行速度搜索。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时无效。 
 

P362 速度搜索再试选择                                              *初始值：0 

选择速度搜索失败时，是否再次执行速度搜索。 
设定值 内容 

0 速度搜索失败时或者超过速度搜索再试次数的上限

时，面板上显示“SEr”，并停止运行。 

1 速度搜索失败时或者超过速度搜索再试次数的上限

时，从起动频率开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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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63 速度搜索再试次数                                              *初始值：0 

选择速度搜索再试时，设定速度搜索再试次数。 

设定范围(次) 0～10 

 

P364 速度搜索上限频率选择                                         *初始值：0 

设定进行速度搜索的频率范围。 
设定值 内容 

0 在最大频率以下进行速度搜索。 

1 在自由运行停止前的前一次频率值以下进行速度搜索。 

 

 
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部件 
名称 

有害物质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 
二苯醚 

(PBDE) 
实装基板 × ○ ○ ○ ○ ○ 

外装部件 ○ ○ ○ ○ ○ ○ 

包装配件 ○ ○ ○ ○ ○ ○ 

本表格根据 SJ/T11364 的规定编制。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GB/T 26572 规定的

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GB/T 26572
规定的限量要求。 

(※)：外装部件包括外廓壳体、标牌类、光学系零件、电缆、连接器、 
 配线用螺丝、端子、安装支架等零件。 

 

TYP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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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autions on European Standard Directives 
 
1. CE Marking labeled on the inverter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specifications 

directive. 
 

Council directive :
2006/95/EC Low Voltage Directive
2011/65/EU RoHS Directive

Harmonized Standards :
EN61800-5-1 : 2007 Second Edition
EN50581 : 2012  

2. Adaptability to EMC Directive shall be determined in a complete plant 
equipped with the inverter. 

3. Inverter's control circuit terminals are only basically insulated (protection 
against electric shock I, overvoltage category II, pollution degree 2). 
To meet requirements of CE Marking, final product shall be subject to 
insulation. 

4. Make sure to ground the supply neutral. 
5. Power supply input end of the inverter shall be equipped with protection 

devices for over current, short circuit and leakage of electricity. 
6. Main circuit wiring (R/L1,S/L2,T/L3, U, V, W) shall be connected with 

ring-type compression terminals. 
7. The inverter is only used for fixed installation, not for other occasions. 
8. Adaptability to Low Voltage Directive for the inverter 
① Protection against Electric Shock: I 
② Overvoltage category: II 
③ Pollution degree: 2 

9. The capacity of relay output terminal mark A, B, C is 30V DC, 0.3A. 
10. Use the 2.5 mm2 wire with the allowable continuous operating temperature 

up to 70°C for the grounding. 
11. Ambient Temperature: 40°C max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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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规格指令的注意事项 
 
1. 贴在变频器上的 CE 标记，是基于低电压指令的 CE 标记。 
2. 有关对 EMC 指令的适应性，请在装有变频器的整套设备中进行测定。 
3. 变频器的控制电路端子，仅实施了基本绝缘(保护等级 I，过电压分类 II，污

染指数 2)。 
为了适应 CE 标记的要求，最终商品必须附加绝缘。 

4. 电源的中性点必须接地。 
5. 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必须设置过电流、短路以及漏电的保护设备。 
6. 主电路配线(R/L1、S/L2、T/L3、U、V、W)必须使用圆型压紧式端子。 
7. 该变频器仅用于固定设置的装置，不要用于其他场合。 
8. 该变频器的低电压指令适应条件 

① 保护等级(Protection against Electric Shock)：I 
② 过电压分类(Overvoltage category)：II 
③ 污染指数(Pollution degree)：2 

9. 继电器输出接点(端子 No. A，B，C)的规格为 30V DC／0.3 A(阻性负载)。 
10. 请使用连续最高容许温度 70℃以上的指定尺寸电线作为接地线。 
11. 环境温度最高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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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修 
 
本资料中记载的产品以及规格，如有为进行产品改良等的变更，恕不另行预告，

所以在进行所记载的产品的使用研究和订购时，应根据需要向我公司负责窗口查

询本资料中所载的信息是否为最新信息，并进行相应的确认。 
虽然我们为确保本产品的质量进行最大限度的质量管理，但是 
1)在有可能超过本资料中所载的规格、环境或条件的范围而使用的情况下，或者

在没有记载的条件或环境下使用，或者在研究使用到特别需要高可靠性的用

途，如铁路、航空、医疗等的安全设备和控制系统等上的情况下，请向我公司

咨询窗口进行咨询，并进行规格单的签订。 
2)为了尽可能预防本资料记载以外的事项引发的不测事态，请就贵公司产品的规

格以及需要者、本产品的使用条件、本产品的安装部位的详情等，向我公司进

行咨询。 
3)请在本产品的外部采取双重回路等方面的安全对策，以便在万一发生了因本产

品的故障或外部要因而引起的异常的情况下，能够确保整个系统的安全。此外，

在使用时，请对本资料中所记载的保修特性或性能的数值留出一定的宽余。 
4)对于用户所购买或者进购的产品，应尽快进行收货检查，有关本产品的收货检

查前或者检查中的处理，请充分注意管理和维护。 

【保修期】 

• 本产品的保修期为在购买后或者交付到指定场所后的 12 个月。 

 所谓 12 个月，是指包括流通期最长 6个月的制造后 18 个月。 

【保修范围】 

• 万一在保修期内本产品因我公司方面的责任导致故障或有明显的瑕疵时，我公司

将提供替代品或者所需的更换部件，或者无偿地进行有瑕疵的部分更换、修理。 

但是，故障或瑕疵属于如下项目的情况下，则不在保修的对象范围内。 

1. 起因于贵公司所指定的规格、标准、操作方法等的情形； 

2. 起因于购买后或者产品交付后进行的我公司没有直接参与的结构、性能、规

格等的变更的情形； 

3. 起因于无法通过购买后或者签约时已经实用化的技术来进行预测的现象的情

形； 

4. 脱离商品目录和规格单中所记载条件或环境的范围而进行使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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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将本产品嵌装到贵公司的设备中使用时，贵公司的设备若具有业界通常具

备的功能、结构等则能够得以避免的损害的情形； 

6. 起因于天灾或不可抗力的情形； 

7. 电容、冷却风扇、继电器等耗材、电缆等选配件； 

此外，这里所说的保修，只限于对购买或者我公司交付的本产品单体的保修，

不包括本产品的故障或瑕疵而引发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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