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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OMRON制造的芦品是供合格的操作人員按照正常歩際使用井只供本手朋中所叙述的目的使用。
下列約定是用来指出本手冊中的注意事項,弁知其遊行分業。始終注意1≧何所規定的情況。不注意逮
些注意事項能早致対人体的傍害或危及励声。
△危険指出_介急迫的危樹言祝,如不遜免之培会]頚死亡或者重彷害。
△警告
摺出一ノト潜在的危険情況,如不遜免之,1≧会早致死亡或者重彷害。
△瀧
指出一ノト潜在的危険情況,如不避免之,言可能早致軽度的或中皮的彷害,或胸声損失。
OMRONデ=品附注
所有OMRON宇品在本手冊中部以大写字母表示。当字"単元"表示OMRON宇品吋,言也以大写字母
表示,不管已是否以宇品的正式肩示不表示。
縮写"ch",言出現在某些呈示中和某些OMRON宇品上,往往表示"字",在遠介意叉上程文件中稲写
方"Wd"。
縮写"PC"表示可編程序控制器且没有用作其宮任何宇品的縮写。
直視椋題
列在本手朋左側的下列椋題是帯助達者碗定各秒不同美型的資料。
注指出射石敷而方便地道用宇品特別重要的資料。
1,2,3
1指出一秒排列表或男一秤説明,如歩聚,栓査表等。
◎OMRON、1999
版奴所有。事先未径OMRON公司弔面許可,本出版物的任何部イ分不可用任何形式,或用任何方法,机
械的,屯子的,照相酌,景制的或其壱方式遊行夏制,存人検索系統或待遠。
美子使用遠里所包含的資料不負毛利責任。然而,国力OMRON公司不断努力致遊其高原量的芦品,
所以本手湖中所包含的資料可随日寸惨敗而不易行通知。在縮写本手朋日寸注意了一切可能的注意事
項,然而,OMRON公司丸子可能的措俣或遺漏不承担責任。射干使用本出版物中所包含的資料号数
的損害也不承担任何責任。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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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干本手冊=
CQMIH是一秒緊湊的,高速可編程序控制辞(PC),足力需要有16-256点1/0,具有先逃控$li操作性
能的系統的没汁的。介紹CQMIH的没書和操作有丙本手冊,CQMIH操作手冊(本手冊)和CQMIH編
程手冊,迩有一本CQM1系列七月1/0単元i操作手冊可供使用。
本手冊叙述CQMIH的系統配置和安装,提供編程器的操作歩螺的概要説明,述介紹梯形圏支持軟件
LSS和SYsMAc支持軟件(sss)的性能。首先1凋逮本手冊使休了ncCQMIH。
CQiMIHecu程手冊洋細介錯CQMIH的編程功能。
在休着手安装和i操作CQM1前,清先仔細地聞違井理解本手冊所提供的資料。
第1章叙述CQMIH的特性和功能,叙述系統配置,井概述操作前所需要的歩藤。官逐給出按用途分
列的CQMIH功能和CQMIH和CQM1之河的比較。
第2章介紹組合一起杓成CQMIHPC的各単元的規格,井給出存緒器各区的功能規格。
第3章洋鑓介錯組成CQMIHB9各単元的功能和寺用木悟,井給出美干鰯程没各和通信規範的資
料。
第4章叙述如何安装CQ1咀H,包括如何表装単元,1/0撰銭和達i接編程没各。同村迩給田安楽注意事
項和安装尺寸。力保正正碗地道行,清仔細遵循各規則,不正碗的安装可引起PC俣動作。
第5章給出CQMIH操作的概述,井包括CPU単元的内部錆絢,各科操,作方式的説明。
第6章叙述CPU単元前面板DII)升美的没定。多数PC操作部是由PC没置中段量的参数控制的。美
干PC汲置,清参聞CQMIH編程手冊。
第7章給出美子達接和使用編程器的資料。美干在編程器道行吋可能出現錯渓間洋情,清参圃第7-
9-2羊偏程器措渓信息。
第8章叙述下列内描件板的硬件資料:辮行通信板、高速汁数器板、脈沖1/0板、絶対値編碍器接目
板、模似量改定板和模測量1/0板。夫子軟件泣用的資料,清参囲CQMIH編程手冊。
第9章叙述支持CPU単元存儲器媛神亀池的堆炉,包括更換歩躁。
附乗叙述内描件板用屯幾的制各。
△警告不閲違和不理解本手班中所提供的資料,可能専致人身彷亡、損圷宇品、或芦品故障。在着
手遊行手翅}中姶出的任何歩際或操作之前,清全面地図慎毎ノト章市,井努必理解本章宇和
各有美章市中所給出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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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本章介招使用CQMIH系列可編程序控制器(pc)和有美波帯的一般注意事項。
本章包含的資料対可編程建制器的安全和可皐泣用是彼重要的。要仰着手装借或操作－PC系統之前必須薗
漢和理解本章所包含的内容。
1預期的渓者xii
4操作圷境涯意事項
2一般注意事項
3安全注意事項
5万立用注意事項
6符合EC規程
6-1
6-2原則
6-3
6-4
逓用規程
符合EC規程
降低饗応器輸出嘆声方法
xii
xil
xiv
xiv
xvii
xvii
xvii
xvii
xvii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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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第3章
1
予期的渡者
本手風力具有電気系統的知枳(屯弍工程師或相当的人員)縮写的。
・見事FA系統安装顛人員。
・杁事FA系統没汁的人員。
・見事FA系統和渋谷管理人員。
2
一般注意事項
用戸必須校則、提作手渦中叙述的性能規格来操作芦品、、
拍:将本宇品用干本手用木渉及的条件下或将芦品庇用干核按制系統、鉄路系
統、航空系統、車輌、燃焼系統、医丹波各、疾牙1机械、安全装置或如果使用不
当対生命或財ア可能有戸重影日向的其'ピ』系統、枕被和装置之前清向OMRON
公司代表机拘杏淘。
碗保本行品的額定徳和性能特性足以衙L系統、机械和装豊前要求,井努必
給系統、机械和装胃提供双倍安全机制。
本手班提供PC縮租和操作用的資川。在着手使用pC前,冬必渕旗本手脚,
井判子加番在身辺以便操作則参考、,
△警告将PC和所有PC単元用干規定用述和規江条件下是扱封可要的,特別在龍山:
接或間接影‖向人的生命的応用中e在将PC系統1立用Fヒ面提到白」庖用前必
須向OMRON公司代表机物件晦。
3
安全注意事項
△警告CPU早り6甚至在社序停止執/丁付(即,甚至在PROGRAM方式)也会刷1新1/
0。在欧変分配給1/0単元,寺用1/0中元,或内挿件椥]くV存儲器中的任一部
分約状窓前,必須預先碗杁絶対安全,分配姶1/O単元的数据的任何改変都
会引起与単元連接的頂載麦生未預料的操作。下列任一↑操作都会引起存
イi者器」犬的tt友交。
・将1/0存儲器数据杁綿種没各侍送到CPU単元。
・八端程没各改変存儲器的当前借。
・杁編程没各強制置位/変位位。
・杁上位汁算机或杁図路上男一介PC倭送レ0存儲器数据,。
△警告
在供屯的同時不要滅国振卸佳句単元或触及内部。遠祥倣可与致屯缶,,
△警告
在供由旬同吋不要触及任一端子或端子板。遠祥倣可早致屯缶,,
△警告
不要気圏折卸、修理或修改任何単元。任何遥拝倣的企園部可早致炭動作、
火寅或屯缶。
X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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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第3章
△警告力了在国PC涙功作,或其官外部因素影駒PC操作引起不正常吋,力保証系
統安全,要在外部電路中(即不在可編程序控制器中)提供安全措施。不逮祥
倣可早致声量事故。
・在外部擦制屯路中必須没有緊急停止屯路、朕鎖屯路、限位屯路和美似的
安全措施。
・在自診断功能栓測出任何錯渓肘或在執行声量故障振替(FAI.S)指令吋,
PC会符所有輸出置OFF,以保証系統的安全。必須投宿夕卜部安全借地作方
遠称錯俣的預防措施。
・由rf輸出継屯器的熔解或焼杯或輸出品体管的損杯,PC輸出可能保持在
ON或OFF。力了保証系統的安全,針対迭・斜句題必須没有外部安全措施。
・在24VDC(CPU的工作塩瀬)泣載或短路吋,竃屋可能下降井使者輸出蛮力
OEF。以保証系統安全,必須没有付対遠イ・内題的外部安全措施。
△警告
在供屯日寸不要触換毛源単元或屯源置OFF后不要立即触及屯源単元。迭祥
倣可尋致着火。
△注意只有在陥駄延長循称目引旬不会引起反作用后オ執行在銭編輯。迭吋輸入信
号不能如正常情況下及吋漢出。
△注意在将程序侍送給其官廿点或改変1/0存儲器区的内容前,要碗畝目的市点的
安全。不明荻而方之可専致彷害。
△瀧以操作手脚縦醐矩来搬AC南鮮元的端子板間馳.馳徽
可引起燃焼或援助作。
xiii
---------------------[End of Page 5952]---------------------



皮用注意事項
第5章
4
5
操作珠境注意事項
△注意不要左下列場所操作控制系統。
・田光宜射的場所。
・温度或湿度超迂規範中規定的場所。
・由干温度急刷改変而引起凝露的場所。
・有腐蝕性『体或易燃性句体的場所。
・有坐埃(特別是鉄屑)或盆雰的場所。
・暴露千木、油或化学品的場所。
・受沖缶或振動的場所。
△注意在籍系統表装在下列坊所要采取遥当而充分的預防措施。
・有静屯或其官形式曝声的場所。
・有強屯磁場的切所。
・有可能暴露干放射性的場所。
・皐近功力電源的切所。
△注意
庇用注意事項
PC系統的工作杯境対系統的寿命和可皐性有限大射影日向,不正常的工作杯
境可早致PC系統渓功作、故障和其官不可預料駒岡題。各必使工作圷境在
規定条件内,共在系統寿命期1司保持在規定条件内。
使用PC系統吋要遵循下列各注意事項。
△警告
始終注意逮些注意事項。不遵循下列各注意事項可辱致尊重彷害或可能的
致命病害。
・在安装単元吋息是把系統連接到接地屯阻不文干100Ω的接地。不遠洋接
地可早致屯缶。
・夜毎接屯源単元的GR和LG端子吋必須安装不大子100Ω的接地。
・在着手倣下列車的任一項之前,必須将PC的屯源切断。不洛南源切断可
引起涙幼作或屯缶。
・安装或折卸1/0単元、CPU単元、存儲器盒,或任何其官単元。
・装配各単元。
・改定DIP升美或旋特升美。
・連接屯纏或朕接系統。
・連接或解升連接器。
△注意不遵循下列各注意事項能引起PC或系統錯涙i操作,或能危及PC或PC単
元。必須注意遠些注意事項。
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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歳用注意事項
第5章
・必須先接遇PC的電源而后接通控制的電源。如果在校制系統供屯之后接
遇PC鬼瀬,在接通PC瞬間,DC輸出単元和其官単元的輸出端会瞬時変
ON,由比造成控制系統中信号的短射出錯。
・用戸必須采取故障安全措施,以防止拍i内部竜路故障造成輸出保持力ON
射的安全,遠可能麦生在継屯器、晶体管或其宿元件中。
・用戸必須柔取故障安全措施。防止在信号裁断升,瞬吋屯源中断,或其宮
原因引起的不正碗、芸失或拝堂信号吋保証安全。
・当数据在貨送付,不要断丹pc的屯源,尤其是,往歳或写春情器十吋不要
断升PC的屯源。在Busy指示灯亮着付不要取下存儲器耗在取下存緒器
之前先按住存儲器十鬼瀬升栄,而后等待Busy指示灯美揮。
・如果1/0保持位(SR25212)毘ON,則在PC杁RUN或MONIrl'OR方式切換力
PROGRAM方式吋PC的輸出不全姿OFF而維持其先前的状恋。在此情況
笈生吋努必使外部負載不声生危険。(当道行因致命錯俣的停止吋,包括
iFA.LS(07)指令声生的那些,輸出単元的所有輸出会変力OFF而只是内部
輸出状恋会保持不変。)
・当由CQM1-PA216屯源単元在200-240VAC吋必須折去砲座逸拝器端子
的金属跳残片,如果在供屯FE正方200～240VAC吋i接上短接片側全損杯宇品。
・必須使用操作手肋中規定的塩瀬電圧。不正碗的電圧可引起俣劫作或燃
焼。
・来聴遣」立措施以保証提供具有額定南庄和銅率的規定的功率。老E屯源不
穏定的場所必須注意,不正碗的屯源会引起涙動作。
・安装外部断路器和乗取其官安全措施防止外部接残燈路,不足的防短路安
全措施可引起燃焼。
・不要将超辻標定輸入電圧的電圧施加到輸入単元,超辻電圧可引起燃焼。
・不要将超辻最大升美能力的竃屋或超出額定的負戦連接到輸出単元。超
泣虫圧或負裁可引起燃焼。
・当遊行耐圧試験吋解升功能接地端。不解升功能接地端可引起燃焼。
・按操作手冊中規定正陥地実装単元。不正碗的単元表装可起俣幼稚。
・努必使所有安装螺些、端子蝦錠和毛鏡連接器螺望都以相美事班中規定的
力短打蜜。不正碗的持緊力矩可引起洪動作。
・接織付辻]示答附在単元ヒ,除去椋笠可使外部物廣遊人単元可能引起
俣功作。
・在…接銭完成后除去椋笹,以保証正常散熱,、辻椋笠密着也可能引起俣動作。
・使用圧接端子接裟,不要特操絞残直接与端子連接。裸役銭的連接可能引
起燃焼。
・正碗地連接所有接銭。
・在接通屯源前加倍検査所有接残和升美改定,不正碗撰銭可引起燃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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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用注意事項
XVl
第5章
・必須在完整地栓査各端子板和各連接器后安装単元。
・在接触単元前,方便集結的静電放電,努必先接触接地金属物体,不遠祥倣
可引起涙幼作或危険。
・努必使没有鎮定装置的端子板、存傭器単元、抄展屯親和其官項目正確地
機人位置。不正碗鎖定可引起俣動作。
・在宿劫操作前,検査升美設定、DM区的内容和其官各項准各,没有正碗没
定数据而店功通行可引起不可預料的操作。
・在単元上文除道行用戸程序前,要検査用戸程序能否正檎執行。不稔査程
序可能引起不可預料的操作,,
・在城圏遊行下列任一項操作之前,碗杁技有不良作用会在系統中皮生,不
迭祥倣可引起不可預料的操作。
・改変PC的操作方式。
・強制設定/強制星位存儲器中的一ント位。
・改変存儲器中任一字的当国値或任…没置値。
・只在DM区、IIR区的内容和恢夏操作所需的其官数据侍送到新的CPU単
元后オ仮痘操作。不迭祥倣可引起不可預料的操作。
・不要曳拉屯麗或考幽鬼継起辻其固有的限度,逮二秒中的任・一秒徹法都町
使屯縦断升。
・不要格物品散在亀鑑或共営接銭費路的上面,蒼蝿可使亀鑑断升、,
・更換男部件吋,各必碗汰新男部件的額定債是正踊的,不感祥倣可引起渓
動作或燃焼。
'在這輸或疋存屯踏板吋,用抗静電材料包裏官伯。以保扮宮イSl免受静屯作
用和錐…芋寺正常イ渚存温度,
・不要赤手触及屯踏板或表装在板上的各部件。屯路板上有尖銭失和英官
部分如果赴理不当可引起傍害。
・不要短接竜池二端或充屯、分解、加熱可焚化屯池。不要使塩池遭受強力
沖缶。傾注些中的任一↑所引起竜池漏屯、破裂、友熱或起爆,除捧已鉄落
在地板上的任一塩池或換句活説遭受迂辻度沖缶后的一ノト臨池。已受注
沖缶的屯池如果使用之可能漏電。
・UL椋准要求塩池只能由看経独酌枝木人員来更換,不允杵元資格酌人員
来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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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EC規程的一致性
6-1遥用規程
6-2原則
・EMC規程
・低圧規程
EMC規程
OMRON公司符合EC規程的装胃1,也符合有美的EMC椋准,所以官伯可以根
方痩地幾人其官装置或所有机械。力了符合EMC祢准OMReN対各文応芦品
都作了栓強(見下面注)、、然而各戸高足否符合用戸所用艶糸銃必須由用戸
来衿輸。符合EC規程的OMRON装置的相X的EMC性能,随装有OMRON装
置的世帯的配置接銭和IHヒ条件或按制面板約不1司而不同。因此,用戸必須
執行最后衿査,、以碗汰没各相整介机械足否符合EMC椋准,,
注運用的EMC(電磁兼容)椋准如下:
EMC(屯磁敏感ば)lEN6113.!-2
FM1(電磁干就)lENsoO8[-2
(き霞目寸メ之散:101皿常規)
低圧規程
必須保証渋谷all作在交流50-・1000Xi,或9.流屯圧75～1500V下的装置満足
PC所要求約安全椋准(kN61131--2)。
6-3符合EC規程
CQMIH系列PC符合EC規程。力了保iili使用CQ岨II系列PC的机械或装晋
符合EC規程,PC必須安装如下:
1,2,3...1.PC必・多爽表装冶三控ll那i盤内c,
2,通信和工/0供出用的PC電源必須采用加強絶縁或双重絶縁。
3.PC符合EC規程也符合共用投射椋准(EN50081-2)。然而当PC装入机機
内吋,使用継1も器輸出切換没斎会守生嘆声,両便整ノ1机械不能満足椋准。
如果麦生返事,在PC外部必須連接浪涌抑制器或杁外部ヌ寸PC遡i行測試。
下列各方法足降低嘆声的典型方法,就所有情況而言可能是不{移的。所需
的頚筋措施会随没各与控制枢的連接、接残、系統的配置和其官条件的不
同而不同、,
6-4降低継屯器輸出嘆声的方法
CQMIH系列PC符合EMC規程中的共用投射祢准〔EN50081-2)。然而,由継
屯器輸出切換戸生的嘆声可能不満足遠些椋瓶,遠聞,在負載側必須連接一
ノト嘆声濾波器或在PC外部必須提供其官舎遣的預防措施。
力満足椋准爾来取的預防措施随負戦側的装置,接残,各机械的配置等的不
同而不同。下列是降低声牛的嘆声用的措施的例子。
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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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措施
洋情,清参1凋EN50081-2。
効果整ノト系統,包括PC,其負栽切換的頻率小子5次/分,則不需要防鞄措
施。
如果整ノト系統,包括PC,其負戦切換的頻率等子或大子5次/分,則需要防苑
措施。
防萢措施挙例
当切換一感性負載吋,与負戦或触点井朕…ノト浪涌防砂器、二被管等措飽和
下表所示。
電路
CR方法
:◎:
二級背方法
圧敏屯阻方法
∵◎:
電流
AC
是
否
是
DC
是
是
是
特性
如来魚載是一介継屯・器或螺管銭
圏,則在電路断升和頂載変位之1司
有一問/珂延滞。
如果屯源内圧是24'-48V,則接入用
灸載井朕髄液涌保抄器,如果電源
庖圧是100～200V,則在触点之間接
大浪涌保炉器。
与負戦井朕的二根管使出銭圏累枳
的能量蛮力流人銭圏的電流,由干
地盛負載的屯阻仙電流特操力焦耳
熱。由遠称方法引起回路断升騰河
和負載恢亙瞬間之阿白勺延吋,迭介
退滞出歯CR方法引起的矢。
圧敏南限方法是使用∫王威屯阻的恒
正時性来防止在触点之間承受高
圧。在屯路断弁解1同和頂載変位解
同有肘1司退滞。
如果電源【包圧是24～48V,則接人変
阻器与負戦井朕。如果屯源屯正見
100～200V,則在触点之間接入座敏
屯阻。
需要的要点
毎IA的触点屯流,屯容器的容11[必
須カト0.51⊥F,面縛W的触点砲座,
屯阻器的屯阻必須是0.5～1Ω。然
而,遮些値随負戦和端舟継的特性
不同而不同。要根掘鑑耳金決定,井要
考慮触点分丑日寸前亀容抑制火花方丈
丸和屯路再次朗合財通泣屯阻対論
人血載電流的限制。
屯容・器的絶縁強度必須是200-
300V.如果電路是AC電路,則」立使用
光扱性的宅容。
二根管的反向耐圧値至少必須是電
路電圧値的10倍。二級管的正向屯
流必須等千載大子負載幽流.
如菜漬酒保炉器是位用予低電圧的
竜子屯路,則二級管的皮向絶縁強
度可以是大子鬼瀬塩圧2-3借。
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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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切換…具有高浪涌南流的負戦如一ノト自炊灯吋,抑制浪涌南流如下所示。
防萢措施1
:艦コ・
提供豹占1/3額定値的
暗屯流通辻白焼灯
防萢措施2
:ポ±
限定一介銀流屯阻
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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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言
本章叙述CQMIH的特性和功能,叙述系統配置,井概述操作箭所需要的歩魂,官述姶出按用途面分的
CQMIH功能泰和CQMIH和CQM1之間的比較。効果休先前未善用辻CQMIH清先1凋演本章。
美干編程的資料,清参1鴻CQMIH編程手冊。
予1(∠
一一
-1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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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一一ーー一一一一一
222222222
銃
一一一一ー一【一一
系111]11111
基本配置
編程没各的連接
CPU単元
内挿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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レ0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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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酉
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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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弓
打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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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行通信系統
通信岡路
表汁
ヒヒ
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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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分12
途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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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衣ユー
イ
叫
|
高速計数器
26678899012456623
111111122
く」后V
－一
-1▲-
豚汁輸出
CQM1-CQMIH比較
庶用歩i燦概述
O127
333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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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第1-1市
1-1特性
受活的系統配置
CQM田是…介察湊的支持通信功能和其毛先逃功能的可編程序控制器
(PC)。官是一一・・Al安楽在DIN早軌上,控制中小型机械的組装型PC。
英活的系統配置再出具有跡汲宏功能的串行通信,明徹内挿板的用芦安装描
件板,阿緒通借,寛遊園的監視和汲置方法,更高射速度和衷大的容量的加
強。遠些特性便宜具有更強的控制能力。
・安装至多雨快内挿板以増加通信或控制功能、,
通信功能:串行通信掻件板。
控制功能=高速計数器板,豚汁1/0板,絶対値編硝器接目板。模撚量没足
揃件板,相模似量1/0板。
・安装一十控制器鑓接単元連接到控制門鍵i接例祭。
・同時連接端麗没各和再編程終端(町)。
・与CQM1比較得到更高速度和更大容量:快1.25倍,2倍程序容量(15.2K
字),2倍1/O容量512点)和2倍i数据存儲器容=量(12K字)。
・使用新的指令組。
・与先前型号的PC保持兼容。
CQMIH不需要底抜而是通辻各単元側面的連接器連接各単元拘成,系統配
置1是活。CPU単元除16介内装DC輸入点。CPU単元内可安装爾快内描件
板。迩可以連接1ノトC・ntr・11er鑓ii接単元(通信単元)和最多可銅合7介或11
ノト1/0単元和鷲用1/O単元。
注1.CQMIH安装在DIN早軌上。
2.iXCQMIH--CPU51/61CPU単元支持内挿件根知Contr・1]er縫接単元、、
通辻各単元側面的連接器c4u.装各単元
⇒
⇒
←
卿位諜・慧浮㍗:薔
端孟
夏高速度和更大容量
LOAD指令的1丸行吋河降低ラ勺0.375μs(林CQM1的0.5tXs),MOVE指令%J
l7.7μs(ノ人23.5txs),盟粧う勺0.60ms(ノ人0,7(㎞s),息循il不日寸1司降イ氏多勺25%。
・程序容量,1/0容量和数据存債券容量都近予加倍。程序容量増加力15.2K
字(八cQM1的7.2K字);1/o容量力512点(原256点),和数据存儲器容
量加ジゴDM的6K宇和EM的6K字(原イ又6K字DM)。
・在CQMIH内可安装一ノト16K字存楮器盒以処理大用戸程序或更多数据。
遠些特性保証了更高級別的机械控制和使使用更方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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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第1-1市
用内挿板提升功能
CQMIH的特色屋内描板,官能遊行串行通信,多点高速汁数器(旋…待網明器)
輸入,簡単定位(梯形加速/減速豚汁輸出),速度改変,PWM(可変占室比豚
汁)輸出,絶対値旋特編碍器輸入,模測量1/0(4輸入,2輸出),稲模似量改
定、,
可用的内描被布皐行通信板、高速計数器板、豚汁1/0板,絶対値編硝器接口
板,模担屋1/0板和模似量改定板。遠些内描版可以根据所控制的机械的需
要来組合、安装和使用。
注CPU単元逐具有16点内貴輸入以及高速汁数器和輸入中断功能,使用晶体
管輸出単元」{支持』永沖輸出。
簡単定位,筒中速度控制,高速汁数
絶対値ぷ碍器愉人
面
ヒー
twuL
」
側以垣輸
最多4'不輸
模似量愉11
叔多2千倉
iU7A「晶体管輸出単元也支持豚
汁輸出(20Hz至lkHzrnax)
CPU単元肉置輸入:高速計
数器(イ又1/[＼)(単.相:5kHz;
相位差:2.5kHz
叫三こ]}旋特2扁石弓器(イ又1ノト)
或|1↑6訴輸入(最多4ノト輸入)
国
側如:微型光屯佳感器
用串行通信与
机械部件連接更好
目以後方便地与通用机械部件和寺用控制器遊行迩i接。串行通信板(一秤内
捕板)支持協双宏功能。使可以根掘外部没各的通信規約生成一イト協汲宏,
能用帯革介PMCR指令的通用没各執行数据侍送。原則上任何帯有串行端口
的没各,例如温度控制器、象形碍渕逮器和音用数字控制器都可与之通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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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行通信
或
ピ用挫制器
炉度控制器
没有RS-・232CＬCRs-422A/485端日的通用外部没借
用帯岡路通信的
小型PC作分布控割
接制器髄接単元可以包括在CQMIH内。使用Control]erLillk岡路肩以往数台
PC之同交換数据。支持的数据縫接能生成共用数据区和支持信息通信,能使
用岡染通信指令友送所需的数据和命令。Cont蛤ollerLink能使用双狡銭屯継根
方痩地拘成阿絡。也支持与C200HX/HG、CSI、CVMI和CV系列PC以及Ai人
汁算机数据交換。
注用CPU単元的肉置RS--232C端口之同的1,1鍵接就能与男一介
CQMIH或与CQMI、CPMi、CPMIA、CPM2A、CPM2C、SRM1、C200HX/HG/HE,或
C200HS建立数据縫接。
ControUc!・鯵f
同格通信指令如SEiND、RECV和CMND
(]OntiOl|er鑓守安固き特
技特率=2M]〕p5;侍輸距萬:ユKm(当技特率力500Kbps);最多亨点数:32・↑'。
CQMIH毎市点能笈送最多soooe7-。
支持対CQMI、CQMIH、cs1、C200Hx/HG/HE和CvM1/Cv系列Pc数据交i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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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与Compo8us/S的高速
/張星E南通作§
HMI魔笛園的監視
和設定方法
第1-1市
在CQM田内可包括－AiCompoBi,is/S主靖単元,,実現与CompoBlls/S杁端白勺
高速或医師商道程1/0通信。(CompoBus/S主軸単元是CQMIH的寺用1/0単
元、,)
CQMIH
CompoBus/S主靖単元
ComP・Bus/S(高速戊K距商近程1/0)
CompoBus/S林立出
題程]/0端子,近接器端－f－
佳感告端子、杁似量端子等、
縮程没各相可編程終端可以連接到多迭eq'Al端口,二Al端[在CPU単元」:,,
二介端口在中行通信板熟,因此在曲輪秤器或十人汁算机}盗視或鏑程的同
吋可以杁PT炭量和盗視机械控制。
手振識右担
[コ
CPU単元的RS-・232C端[
CPU」¥1ラ亡白勺タト渥乏指r-|
=P行通信板前RS-232C端1=1
㎞
PT
温度掩制器或其官設春
休也可以通泣凋制解凋器杁逸程現場的ノト天汁算机来編程和盗視。当今扮
』叉宏功能配合使用吋,祢也n∫以用PMCR(一)指令杁CQMIH上凋用Al人計
算机。当遊行連接吋,使用STUP(一)指令将車行通信方式切換到上位鑓接
(使用道程編程/胎:祝)。
如果表装了模似量改定板,就可精碗地凋市設定,則可以在現物使用播件板
前面的凋整枝,微凋旋鞍速度或汁吋器設定。
用戸可編程的DIP汗美引脚的ON/OFF状恋情存在AR区。在現場可以使用
※・ト引脚的改定来切換没定値,官可左武5金換作和文麻操作同切換,或通泣
輪穏便1≧咽座5AR位対座的迭些DIP兀実状恋的変化,去執行其他的功
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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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配置
第1-2市
使用完整的指令集和中断
功能使編程更方便
増加了数学指令(加澤点計算、指数函数、対数函数和三角函数)、TroTALIZ－
掴GTIMER(TnM(一)指令,CHANGERS-232CSETUP(一)指令和岡染通
信指令。此タト,支持CPU単元的完整的中断功能,包括輸入中断、高速計数器
中断和間隔廿日寸器中断(帯定吋中断和単豚r中中断)。迩支持杖使用跡汲宏
的串行通信的中断(中断通知)。遠些中断使得机械控制簡便而更失活。
存儲器盒用干程序/
数据管理;没有付紳
存儲審査(EEPROM或内藤存儲器)可以安装在CPU単元的前面。用戸程序、
数据存儲器(只漢DM、PC汲置)和打展指令信息可以成批存虻相違出。官也
可以改定刃,在宿劫吋自動装載存儲器盒中的数据。返金特性意味着,万一
電池寿命期満或不小心的編程/盟祝操作,用戸程序和数据存儲器的数据也
不会芸失。官逐表示可以根方便地可以迭到用不同的控制改変馬弓程序,此
外,使用没有吋神的存儲器盒,在用戸程序中耕可使用吋同和日期。
cPu単元
一
口
存儲霊鳥
EEPROM/1天り冴i存イ渚β号
:‖口le
用)オ.序,P(1取置等。
与CQM†単元的
兼容性
CQM1的屯源単元、基本1/0単元和輻用1/0単元可用在CQMlH内。因此,登
用1/0単元加温圧挫Ill‖トわC,f音感器単元,B7A接rl単元和CompoBus/D
(DeviceNet)鍵接単元都可使用。此外也再使用CQM1上用的用戸程序,CQMl
用的編程器和常規存儲器盒。(使用編程堺干要一ノト鞍摸造配器。)
i-2系統酉己置
1_2-1基本配置
下面赤出CQM{H逓用的両神配置。
CQMlH-CPU51/6t
可安装多至瓶壊内描件板,而cQMIH-cPu51或cQMIH-cPu61cPu単元可
以達i接－Al通信単元。下面表示営的配置。
屯源単元
可連接一介通信単元
                C。n加llerLink鑓接単元                                                  
        r       巳■■  CPU単元1/0単元或寺用1/O単元r_⊥_二「一」_■■__■幽幽醐/端端                                            
                        口_                                             
        人              口              ,                       ノ      
___こ二_二「＼___ノー1                                  H}}－L-_一                              
可安装的二快内挿板                                      可根掘需要連接多込11                            
CPU単元胸内置16点輸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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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MlH-CPU11/21
CQMIH-cPu11和cQMIH-cPU21cPu単元不支持内描付板或通信単元。
官佃約配置如下国所示。
屯～原単ノ]CPU日巨ノ己
1/O単元或寺用1/0単元
端蓋
/
罐縞輪嚇多込11働
CPLY九的内達16点輸入
1-2-2与4扁ホ呈没各自勺遂i接
写遂行支持軟件的イ'人汁真祝的連接和与編程器的連接示出子下。
↑人汁真祝
連接至CPU単元的外燈端ロ
lBMPC/AT　支
兼容机
連接至CPU単元的RS-232C端口
梯形圏支持軟
件,SYSMAC支
酎軟件
CSIWCN[〕口口
或CSIW-CN114
+CQMI・CIF口口
梯形閤支持軟
{/1:,SYSMAC支
持軟件
IBMPC/AT
或兼合机
外股端山
XW2Z{]=口S(・V)
RS-232C端口
注也可以遠接至串行通信板的RS-232C端口。
手提編程器
C200H●PRO27-Ei
CPU単元
CSIW・CN{コ24
或CSIW-CN114
+C200H・CN□22タト没鞘口
CQM1'PROO1'E
(作方附件提供的連接曳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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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CPU単元
基本規格
型号    レO点数(見注)   程序容量(字)    CPU単元外部輸入点数     DM容量(字)      EM容量(字)      肉置車行通信端ロ                内挿件板        通信単元
                                                外燈端口        RS-232C端口             
(二QM旧－CPU61  512     15.2K   DC:16   6K      6K      有      有      支持    支持
CQMIH-CPU51             7.2K            6K      尤                              
CQMIH-CPU21     256     3.2K            3K                              不支持  不支持
CQM田－CPUI1                                                    尤              
注1/0点数=輸入点数(≦256)+輸出点数(≦256)。
最大単元数
CPU単元 可連接的最多単元数              
        通信単元        内描件板        レ騨元己用1/o単元
CQMIH-CPU61     1       2       11
CQMIH-CPU51                     
CQMIH-C囲21     元      ノ己    
CQ間H-CPUIl                     
1-2-4内描件板
名称1規格               型青
苗逼」∫数器板  豚汁輸入(高速計数器)14点単相:50kllz/5GOkHz町切」換;相イ1差:lx/2x/4x多利速率,25kllz/250kHz可切換)タト部輸出:4点  CQMIH-CI刃窮
豚汁レo板       脈沖輸入(高速汁数器):z点(単相:50kHz,相位差125kllz脈沖輸出=Z点く50kHz)(支持固定占空比和可変占宝比)       CQMIH-PLB21
絶対値綱碍器接口板      絶対値輪禍器(二遊制格雷硯)輸入:Zl点(4kHz)       CQM田－ABB21
横手以景改定板  模似量改定:4点  C(～Mm-AVB41
模似量レo板     0～5V,0～20mA,～10-+10V的模似量輸入14,1款0～20mA,-10～+10V的f莫ナ以量輸とh:2しさミ      CQI剛正トMAB42
奉行通信板      1ノトRS-232C端山和1ノトRS-422A/485端[」口       CQMIH-SCB41
安装組合
CPU単元和槽             内挿件板                                        
                高速計数器板    脚申レO板       絶対値編硯器板  樹以量設定板    模似量1/O板     串行通信板
                CQMIH-CTB41     CQMIH-PLB21     CQMIH-ABB21     CQM田－AVB41    CQMIH-MAB42     CQMIH-SCB41
CQMIH-CPU61/51  槽1(左槽)       OK      イぐ可以        不可以  OK      不可以  OK
        槽2(右槽)       OK      OK      OK      OK      OK      不可以
CQMIH-CPU21/11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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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高速計数器板可同吋安装在CQM]H-CPU51/61的疏介槽中。
2,模似量没定板不可同日寸女装在CQMIH-cpu51/61的爾今槽中。
CQMHCPU単元
→
因捕件板槽1(左構)
内樋件仮枠2(右'槽)
1--2-5通信単元
名称    規格    型号
Com粕且er髄接単元       数据鑓i接(舟方点景多子数=8000)借息通信(SEND/RECV/(:MN吋L令)     CQMIH-CLK21
注通信単元連接在電源単元和CPU単元之河。
1-2-6存儲器盆
型号    存儲器  容量    購中                            懐/葛
                                用戸程序        数据存錯器(只逮区,PC没置)       ‡　展指令情思  
CQMIH-ME16K     囚椋拝借器      16K宇   否      是      是      是      AR区:存儲器盒仲CPU(可比較)屯源ON吋自動侍送=存借券盒OCPU
CQMIH-MEl6R                     是                              
CQMIH-MEO8K     EEPROM  8K字    否                              
CQMIH-MEl6R                     是                              
CQ閣H-MEo4K             4K字    否                              
CQMIH-MEO4R                     是                              
CQMIH-MEO8K     EPROM   8K/16K■(祝升美設定雨走)        否      是      是      是      貝焼存儲器盒→CPU
CQ岨H-MPO8R                     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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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頃7屯源単元
名称    規格                            型号
        亀源亀屋        工作亀圧萢圃    輸出容量        工作電源        
AC竜源単元      100～240VAC,50/60Hz寛萢副       85～265VAC      5VDC:3.6A(18W)  元      CQMi-PA203
                        5VDC:6A24VDC:0,5A(思30W)        24VDC:0.5A      CQIu1-PA206
        100或230VAC(可迭),50/60Hz               5VDC=6A24VDC:05A(息30W)         CQMI-PA216
DC屯源単元      24VDC   20～28VDC       30W5VDC:6A      尤      CQMI-PDO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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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1/oee元
名称    点数    規格    連接方法        型号    lROO1分配的輸入字       lR100分配的輸出字
DC輸入斗元      8点     ▲2-24VDC、独1}1公共端俗公共端1点,8介回路)      端子板  CQMI-ID211      1分字   44■
        1亀虫   12VI)C(∫1}公n論1】6点,吟回路)          CQM】-Il)llI            
                24VDC(毎公共端1∪llエ,1介回路)          CQM1-ID212              
        3鯨ミ   ]2VDC(毎を〉-4日描32し点)       連接器  CQ洞－IDIl2     2介字   
                24Vl)C('垂2>」[女島32し点)              COMI-ID213w             
                24VDC(毎公共端32点)             CQMI－重1)214           
AC輸入茸元      ぱ点    100～120VAC(随公共輪i亀!iS)     端子板  CQM仁IA]2】     1介子   
                20`〕～240VAC(4」2Slヒ立㎡8,㌧、0               CQM▲-IA221             
継屯器輸出単元  8点     2A,在250VAC(CoSの=LO)2A,在250VAC(CoSの=0.4)2A,在24VDC(イPノ↑、r>B元|6」1)狙ノ,公1ヒlf6         (二QM]-OC221    直●噌  1十子
        16,c    2A,在250VA(=((:oSの=LO)2A　イ今=250VAC(CoSO=0.4)2λ在24VAC(母単.元8A)           C卿1-OC222              
        8点     2A,在250VAC((=OSO=LO)2A,イ1:250VAC((=oSO={〕.4)2Aイ1=24VDC(膏」f元16A)独ン:公共端               CQMI-OC224              
品体管輸出.Y九  8点     2A,在2AVDC(毎中ノ亡5八)ぼ公具備&点              CQMI-OD2]1              
        1礁     50mA/4.5V∫〕(=～300mA/26,4VDC'」公|ヒ端16点            CQMI-OD212              
        32点    16mA/4.5VDC～10〔h禍A26,4VDC    迭接器  CQM1-OD213              2介子
        】礁    500n1A/24VDC,PN1輸出            CQMI-OD216              
        8点     3〔X〕h1A/24VI)C,PNP輸U{        端子板  CQM㌔OD214              1分字
        練      1,(1A/24VDC,P|NP輸出(毎中元4A),短路保炉         CQM】-OD215             
双向町控硅輸出単元      &点     0.4A,拍三100～240VAC,毎公共端飢S,2介電路                CQM1-OA221              
        6点     0.4A,在100～240VAC              CQMI-〇八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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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寺用1/O単元
名称            規格    型号    杁IROO↑分配的輸入字    杁旧100分配的輸出字
模似量輸入単元          4点模似量輸入一10～+]0,0～10V,重～5V,4～20mA    CQ蛆－ADO41     2介或4分字      ●●◎
        樹数量輸出単元  z点模似景輸出一10～+10V,0～20n込        CQM仁DAO21      ■●●  2介子
        樹以還屯源単元  模担量輸人魂輸出単元用電源(使用模担直輸入或輸出首元吋需要)      CQMトIPSOI(供1介単元)   '◆●   ●喧喧
                        C側1-IPS〔}2{供2十単元)         
B7A接口単元             16点輸出        CQM仁B7AO2      ●喧喧  1介子
                16点輸入        CQMI-B7A{2      1十字   噌●●
                32点輸出        CQMI-B7AO3      ●・・  2介子
                32点輸入        CQM1-B7Al3      2十宇   ●●●
                16点輸人和16点輸出      CQMI-B7A21      1寸'∫子        1ノト子
G730接口単元            2銭仏輸端・子,G730主沽単元(最多3Z点輸入ノ3Z点輸出)3二涼/1(庶可切換      CQMI-C7M21      1千曳2介子      1介或2分字
                拡雇主姑輸入用(最多32点),3Z点/16点可切換        CQMI-C7Nll      1十或2介子      ■●●
                打展主姑輸出用(知多3Z無),3己点/16点可切換       CQM1-G7NOI      ●■■  王ノト瓦2介与
1/O髄i}妻」羊ノ己(SYSMAC忌銭接我見靖年元)               SYSMACBuS接鶴見靖単元,3Z点輸人和3Znエ輸出       CQM1-LK501      2介了:  2ノト子
        イ膓IJ器単元    侍惑者輸入点言最多4点。与イ々惑器快投…起使用。単介佑感器単元可女装多込4イトイる悲話。  CQ捌－SENO】    1ノト字 ,・,
        光粁光屯模挟    E32系列光野単元,、又持自動教学,、       E3X-MAII        1コ＼子 ■■,
        帯分商敵大晶的光屯模快  E3C系列光屯イ音感器用。加人日劫教学功能。       E3C-MA1]        王・ト了二      ■■.
        帯分商敵大器的接近模快  E2c系列接近侍感器凧。支持自劫教学。     E2C-MAIl        1介了:  `■.
        杢模快  在先任徳器模快安装在CQM田吋,作方分隔変装在CQMIII的未用槽内。    E39-Mll 玲子    
        述程控制令      与倭感器単元連接,用干凋廿装有イ稔感器単元模快的艮敏度,凄人和修改汲置値,以及教学。地貌長;3m      C伽1-TUOO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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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規格    型号    1R分配的        lR1∞分配的
                        輸入字  輸出字
温度控制単元    熱電偶輸入(」/K)、ON/OFF或高級P】D控    cQMI-T℃{〕OI   1介或2つ＼字    】介或2分字
        制,品体管(PN朗食出,2イ＼回路                    
        熱地偶輸入(」/K),ON/OFF或高級P】1)控    CQMI-TCOO2      1介或2つ＼字    1介或2ノト宇
        f樹,晶]本管;(N∫N>輸出,2/、山路・                       
        銅竜胆温度珪輸入(PT,JIγr),ON/OFF或汚   CQM-'K二lo}     1介或2ノト字    1ノト或2分字
        級PID挫制,晶体管α戊NP)輸出,2ノト回路                   
        釦屯阻ρ度汁輸入(pr,」1γD,ON/0トF或菖  CQMI-TC三〇2    1イ㌧或2↑字    1介或2↑字
        級PID圭壬.r{ゴ‖,川毒イ本'[i;(.XI)N)躬禽]{1,2づ＼Ll蹟吝                 
銭性侍感器接[単元       測量幾性情感8綿勺電圧或自流輸入「『1将測        CQMI-ISEO1      1ノト字 1・卜字
        量fl1綾換的数恒数据用干出校制定牡理、                   
        枷紅型                  
        帯‖{[祝輸出    CQMI-1SEO2      玲字    1介子
        (-9,999V-9,999V),,                      
c・mp・B・・/si三身lllf元       128点(64点輸入不ll64点愉/lD,64点(32点   CQMI-SR五'茎2玉－V呈    1・へ2ノトユ    1介、2イト又
        輸人和32,"翁出),或3Z点(16点輸入和16             4十子   4十字
        点輸出)可用∫1咲逸拝                    
C姻P・Bu/D(1}vi・・N・t)        COml浦u5/1)林靖13島忠(1砿漸人和15、漸   C側1-Dl孟T21    1ノト字 1十子
レ0縫接¥.元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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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附件
DIN辱軌
丙播件板遣…接器
連接腺}申i/0根知OMRON伺服躯幼諾約亀鑑
一内播件板{8鴎器繊      伺服継電器単元  電離    {同月鯛区幼器
        x"ぽB-2(}16'-311'       し一貫ダljイ司jJ艮通歴Jl帯、F}訂:xwつ/一　　二1仁P1     R88D-UP[][]口
撫1巾レO止ix"2Z-rl　-」-Aj(1劇M}lii}1{1         匡ド〃酬玉川ヂ1冒、ixw二!-i白=11一撹    R88D」言T口口[=1
                轡一　州繊`ll杣・ll」・}x"12兄　　■]一田1      R88D-】IL]口[]
連接絶対値端鶴器
接口複相OMRON
絶ヌ寸値端鶴器的皮継
け[d'-AG5C-C
CI-AG5c-()
・E((:2-{G5C-(.:
32点レO単元的遽接点
}/O単元 連接器美型              型暑くFu陶戸)   成套型号(OMRON生声)
(1いll-1ぎ)1{2/213(32吋u人)cいn-・P　B(32ム泡　川       1]P〔1…伺1付件)        ハ掃ll: ト{＼-3djo40-Aじ        C500-CE404
                　　し▲ご細.   1(　N-'～6(X:040-」2    
        月一}   夕i,1   FCN-3醐040      (:500-(:}11405
                融点    ド(IN-363ト沌   
                連接器、蒜      FCN'-360(:04{1-」2      
                        FCN-36刀04〔}-Atl       C500-CE403
32点1/O単元的屯鏡
用途    1/0単元 連接亀裂        輸入或輸出用1/O継屯器端子
連接到継屯器端一1乙     CQM1-ID日2/刀3(3乏桑ミ輸入)_.一 G79弓「IC-口    G7「1℃一〕口16
        CQI111-01}213(32ンL㌧〔坊翁1{1} C79-O[(」       GアFC-OC[]口,C70D,G7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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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最大1/O単元和1/0点数
'ド表列出可逢=接的最大約1/0単元,寺用レ0単元,通信単元和内挿件根数
和可控制的最大1'1勺1/0点(即分配字)数,
CPU単元 1/O単元和寺用1/O単元数  通信単元数      内播件板敷      最多1/o点数(分配字)
CQM】H-CPU6】   廿多川＼        廿多1介 山名2峡 51ぴミ(32乍字)
CQMIH-CPU51                             
CQMIIトCPじ21           不文1寸近接     イ・又h逢接     256点(16十断:)
Cf)MIH-(:Pu1{                           
注'kll/0点数=輸入、」〔数(≦256)+輸出点数(≦256)c:
通ね回路1「元1                                                  最多11十白L                                                                                     |
                                                                                                                                                
r       i量1エ]∪_エ    一      =                               =       =       一      巴      一      =       一[瓜           =       =       口      、,ノ
                        口回    回口                                            》                                                      
}ll                                                                                                                                             
超辻最大レO単元数
超辻最多レO点数
捕件板(2槽)16式1ノ治山旧人(1■iy,」:)
CQMIH系列CPU・〕t加・抑∫通女11介1/0」r呪和－te"m//0単元如果汁迂
遠ノト数限,虫干内部5V屯源的丸圧下降CQ組H不能正常地逆行。CQMIH会
栓測是否巳超冠取大1/0点数(如下加悦明fi勺),柵下会燈測是否出超泣最大
単元数。関北,没汁系統吋扇使之不超迂鼓多単元数,
当超位取大レO点数吋,会甘示出"1/OUNrrOVER"信息,井停止払作、K]'
1/OUNrrOVER借iメn勺洋情,清参閲CQMiH端手吊手朋。
取多1/0点数和IPYU字分配之間駒栄系如イk所示。CPU単九具有16点内宣
輸入,分配三ノト字。
CPU単元 最大1/o点数     輸入分配                輸出分配        需求
                CPU単元 連接的単元      連接的単元      
(=QMIH-CPU61    51Z点(32ノト宇) 汁なiξ:        11イ・字        m介㍗   1輔+m≦32(11.m≦16)
CQMIH-CPU51                                     
CQMIH-CPU21     25鯨目64＼字)」 1分字   n↑字   m分字   1+11+m≦16(IL川≦16)
CQMIH-CPUIl                                     
注
美子分配給毎ノト単元的字数和布菜単元的存儲器分配的其宅情況,清参閲
CQMIH綿種子別^。
1、有可能超迂最多単元数而不起迂最多1/O点数(和分配的字),例如,対手
CQMIH-CPU61,如果連接12ノト単元,毎ノ↑'単元毎分分配1ノト字,則分配
学的忌数力13(包括分配給CPUI¥[元内直輸入的】ノト字)、、`ピ小干規定的
最大数L;然而,単元数超辻最大数i[i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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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也有可能超辻最大1/0点数(和分配的字)而不超iLtff.大単元数、,例如,対
手CQMIH-cPu61,如果連接毎ノト分配4ノト字的8ノト単元,側波有超泣最
大単元数CL然而,怠的分配宇内(4×8)+1=33字(包括分配給CPU単元
的内装輸人的1十字),因此超辻最大字数32。
1-3甘展系統配置
1-・3-・1串行通信系統
CQMIH可用下列串行通信端旧来打展系統配置。
・CPU単元口]思端口,2介細口;外役端口和RS-232C端山。
・串行通信根端口,2介端口;RS-232C端「1和RS-422/485端口(但
CQM]H-CPU51/61)
介入目算机
下撤扇程器
RS-232C端[(}1そ]通イ』「ホ反)
規約宏
上位鍵接
尤規約
1:]数据鑓接
NT貸EI妾(1=1戊丁
∫{こ/{=Nカ'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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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端口和奉行通信方式(規約)
串行通信規豹    皮層    CPU単元         CQMIH-SCB41串行通信板   
                外没端口        RS-232C端口(不在CQM田－CPU11上) RS-232C端口(端口1)      RS-422A/485端口(鋸目2)
手握編程器忌銭  5手握コ田程器通信       是      否      否      否
タト¢～恵銭    l」手振縮程器通信       是      否      否      否
上位机鍵接(syS胞CWAY)   已L位汁算机或pr通信     是      是      是      足
切i叉宏 按照タト部没各的通イ。規萢友送和接収fru 百      否      是      足
止跡改  勺通用泣寄元価又借      是      疋      是      疋
1、]数裾短接    与興宮C毘単元数継建接   否      七      是      是
NT艇接(1=1方式) 与Frh1通信      否      .ピ(児注)       是      走
NT鍵接(1:N方式) }」1γrl=1知IN通信      否      否      」ご    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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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展系統配置
第1-3市
規約
可在CPU単元的PC汲置中切換串行通信端口規約。根掘所造的規約配置下
列系統以支持車行通信。
規釣    主連接  庇用    可用的命令,通信指令
手擦編程器忠残  手控編程器      手提編程器1ゴPα旬通信  尤
外没忌裟四注戊  端程ぢと各,如CX-Bて》即ammer    縮程没各与Pq旬通信      尤
」.位机縫接     介人計算机OMRON町端程終端       上位↓1算机⊥JI℃同通信命令「∫以杁PC友送到汁算机       ヒ付机鑓接命令/FIN命令命令可杁PC笈送至汁算机。
規約宏  通用外部没各    根掘外部波寄的通信規萢友送和接収住息(通ね燥)通江投足各科参数便用SYS鳥fAC-PST生成規釣    PMCR(一)指令
先規釣通信      通用外部没骨    与通用没各元級釣通信    1xD(一)禾‖RXD(一){旨令
1:1数据縫接     c系列Pc }u脇Fc聞的縫接1予       尤
M鑓接(1=1)      OMRON可編程終端 {吏川直接的剛」}γ稿速1;1通信   先
付隣接(1:1)     OMRON再編程終端 棚]直接朔]ゆr同速1;1或1:n通fT   克
注外役恵銭方式是用千手握端程器以外的編程没各(例如,CX-Programnier)。
上位縫接系統
(SYSMACWAY
方式,1=N}
執行上位鑓接命令,上位縫接系統允許杖上位汁算机通辻執行上位机鑓接命
令(今人計算机或va),旗/写pc中的1/0存儲暑浮和改変操作方式。使用遠秒
方式,道辻一台汁算机述可以連接其古綿程没各。用TXD(一)指令或者可以
杁CQMIH的CPU単元向上位汁真帆友送数据。CPU単元的外役端q和RS-
232C端口,以及串行通信板的RS-232C端口,和RS-422A/485端口都支持
持遠称模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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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展系統配置
元規約逓倍
t:1数据縫i接系統
第1-3市
{:位計算机
一
_一」
ユロ
CQMIH
,               
        継il    
〒              
                }　
美干上位謝妾方式中上位計算机㌦CQ拠H連接所謂的鬼燈的坪情,清参1翔
第3-5巾偏程没各、、
対帯RS-232C端口的通用夕卜部没斎,可用不帯通信規釣或特操的梯形丙申
的TXD(一)和RXD(一)指令来任送数据。当友送/接紋付可以寝宿劫商敵在
数据的汗美,将終止碍散在数排的入端(或指定数識量)、、与規約宏不同,官
不能根掘通信伏伴的通信規萢杓成一介通信頓(根文)。井且,也没有霊域赴
理、数据格式特荻処理支対接枚数据的特務赴理的辻程。因此違令通信方式
是用干簡単的数振作輸,如輸入条形碍数据和輸出打印机数据。外遊端口和
CPUeP元的RS-232C端口,以及串行通信板的RS-232C端口和RS-・・422A/
485端口支打遠称方式c,
1→ト{'XD]
`
＼/
TXD(一)或RXD(…)指令
♂
条彫碍随類㌣
2導、・
ら　　　
～㌻寸.1
打印机
如果朔介PC辿迂其RS-232C端口連接起来,成力1=1鑓接,則官相可共用
多迷64■的LR区、,
真中,一介作方主砧工作雨男一ノト作ノヨ見始。下列三ノト工作字遊園之一可汲
置力的縫接区:
LROO～LR63,LROO～LR3三,LROO～LRI5
在CQMIH和男一ノトcQMIH之1司或在cQMIH和cQM1,c200Hx/HG/HE,
C200HS,CPM1,CPMIA,CPM2A,CPM2C或SRMI(-V2)之1旬建立hl数据縫
接通信系統。
注対手CPM1,CPMIA,CPM2A,CI)M2C,或SRM1(-V2)的1=1数据縫接通信的鑓
接区始終是1.ROO'-1..R15(16字)。
CQMIH主軸単元
1:i:}⇒li:l
l}::麟ぐ一{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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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age 5978]---------------------



折居系統配置
第1-3市
区介方式LlilCPU単元的1{S-232C端〔以及車行通信板的RS-232C端口利」RS-422A/485端口支持。
CQMIH
†
CQM】}1或」実他C系列pC
'
一
†
RS-232Ci-t[X覧
接銭
連接単元的屯銑的接躍如下所小。
C〈)MIfE
α～MIH戒力一介C系列1〔1
、-⊥
「
(
推蒋亀鑑
UI2464AWG28×5Pf'FS--R,VV--SB(UL荻可,E・uj,ikurra公司声)
AWG28×5PIFVV-SB(|llUL椋准)UI:u】三秋可,Flllikllra公司声)
UL2464-SB(MA)5P×28AWG(7/0.127)(ULUs可,「:1礼電鱗公司J'z:)
CO-MA-VwSB5P×28AWG(7/0.127)II:UL荻町,口U}E鏡公司JY'L,)
可用的連接器(CQMIH的椋准附件)
挿座:XM2A-0901(OMRON);防砂軍:XM2S-0911-E(OMIRON)
NT舗i接系統
如果PC和再編狂終端(Ily]r)足摺RS-232(=或RS-422A/485連接在…起,則
PC的1/0存儲器内的PT自勺状悉擦剤区、状恋通知区利目杯(如触摸升美,指
示灯和存儲閤)可以分配WT燵接系統使pr髄虫pc来校制,旦PT能周期地
渓PC状恋桧制的数据,以当区中状恣有仕付変化吋執行需要的操作,、「pr通
違格pr的数据写入状奈通知区,或P(=的1/0存緒器就与PC通信,,NT鍵接
系統能不使用PC的梯形圏程序就能控制和絃祝pr状志。
有爾神NT鑓接方式=一科是在一介PC和一・介P判司1]勺通信(1=1方式),雨男
一秒是一…4＼PC和一・一台ノト或多介Pl'同的通信(1、N)方式,返些方式支持完全不
同的通信。
NT鍵接:1=1方式
遠介方式用干一ノトPC和一↑PiT同r1勺通信,由CPU単元上的RS-232C端
口,以及串行通信振駒RS-232C和RS-422/485端口支持速ノト方式.1、lNT
徒桜方式只支持一ノトPC和〃一全Iyr同1的通信。円1通信汲置干1:1NT鑓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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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展系統配置
第1-3市
CPじ単元
一一「
はエ　コ
　ハ　　　ヨ　くノ　　
L二罐コP'r
縫接方式:1:N方式
逮↑方式用干・…台PC和n(8≧n>-1)'AlM「IViJ的連借。CPU単元的RS・一・232(1
端口,以及`li行通信板前RS-232C端[和RS-422A/485端口支持迭↑方
式。1:NNT縫弦方式.支持一一一/1、1ヨC和一ノト或几ノトPT間1♪1勺通信⊂将PT逓伝没
祉没遺子1:NNT髄接、
M「縫接:1:1方、㌧
NT赴接:1:N方式
lJ　ト行通]官板的
RS-232Ch'r}1.」
連接
串行通」七板
PT
PT
RS.422Att-23蜘
RS-422A/485
NT・ALOGl
RS-232Cう:RS-422A/485
緒換送配器
串行通信板
一232cS・gt「1
一]1恒PT
1苛串窄h`通イ■根釣RS-422A/
485端[近接
il1そ'通イー)i'羽三i
PT
・i－'
PT
RS・422A/485
規釣宏
注1:1NTξ連接方式和1:NNT鍵接方式使用不同美型的串行通信,井月.ピ佃之
河没有数据兼用性。
CX－規釣是用来按照通用外部没後規萢力通用外部没各生成称力規約的数
据貨愉辻程集,通信必須是半双工且必須使用起一停回虫,、生成的規釣被厄
歳在中行通信坂中,在CPU単元ll・只要簡単地執行PMCR(一)指令就能友送
数槍到外部没各和見外部没各接収数据。OMRON没各,如温度控制器、智能
信号妙理器、条形石弓岡渓器利潤制解凋器支持的数据通信規釣作)9梅i准規釣
(兄注1)。迭些規約可以改変以遠合用戸需要串行通宿根的RS-232C端II二1
和RS-422A/485端1コ支持規釣宏(児注2)。
注1.提供的各様権現釣是作方CX－規多勺和車行通信板間栃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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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展系統配置
第1-3市
2.CPU単元的肉置端口不支持規約宏、、
用戸1定叉的投文
(・通闇旗)
口
通用外部没借
金
指
←
R
C
M
P
R
鵬
P
ー
注CompoWay/F(上位机功能)
CQM田cpu単元可以作方,ヒ位机道行,笈送c・rnp・Way/F命令給養系統中連
接的OMRON部件。通江規約宏中提供的一4'柄i准規幻,使用C・mP・Way/F笈
送/接収吋序,執行COmPf)Way/F命令。
1-一・3--2通信岡絡
CompoBus/S岡8各
対CQMIHCPU単元,使用下列通信単元可達VA各例絡1
・CompoBus/S主立占上戸]亡ロ
・ControUer継接単元(仮CQMIH/CPU51/61)
COmp⊂}Bus/S是一・/卜返i程1/0.iU}1信f・19自Jr∫速()N/Olls剋、銭」寄CQ.Mi-SRM21・・-
VlC・mp・Bus/S主靖単元(寺用1/0lP元)・lj同格連接,元須在CPU単元内
編程,就能在PC和見靖回避狩込程1/0通信,対256点執行同速通信,循〕不
時河的1ms以下,対干CQM1}1-SRM21-V,除用./述高速通信方式外,LTii∫
用1建直tt通信方式,可以孔K迷50伽的aF銭.L通信,
ComPoBus/Sゴ三立1}i単元
CQMIH
V-・一ーーーへY-一－V'H－ノ
辺程互/0和其亡八動
Controtler
縫接阿i洛
Colltroller縫接岡狢是OMRO,NPCFA図略字的基本岡絡。当使用CQMIH-
CPU51/61CPU単元吋,可使用Co嘘d]er鑓接単元将CQMIH接人同格。逮使
官能与其官OMRONPC(例如,CQMIH,CS1,C200HX/HG/HE,CVMl,和CV系
列PC)或介入汁算机能移災活而簡単地侍送大量数据。可在各PC同建立数
据鑓接,遠祥元須編程和執行FINS信息通信就能薬事数据,在需要財能移各
別控制和侍送数据。尤其,使用数据縫接的直接改定能建立的英活数据縫接
系統,能有敷地使用的数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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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用途列出的功能
第1-4市
C。ntaol】er縫接単元
CS1,C200HX/HG/
HE,CVM】,或CV系
列PC
在`需要{1寸就可)將・扱文芳こ・送i至5£'ピ⊃S点点
竃巖㌶」1
目
=
1-4按用途列出的功能
用途            単元/描件板     功能    説明
循杯日鋼遊走    オ刊」k』短循珂樹間     CPU単元 P(:没置:循杯吋阿,最小循耳付何   k胃杵DM6619(0001-9999ms)。
        当循]不吋同超泣設置H∫同村停止操作              PC設置:循」利元祝吋1司  没管在DM6618(00-99;没辻単位:1α11s100ms,1s)
        槌測循〕不日寸間是位100m月之吋。                SR区:循珊1†飼超泣輪己  SR25309村方0凡、
        栓測循杯吋1司的最大値相当前償           AR区:最大循圷吋1司,」11」1∫循圷吋1司   最大循跡付同儲存在AR26,而当前循珂く吋同情存在AR27。
v刷新方法       只要執行輸出指令,就刷新輸出     CPU単元 PC没鷲輸出刷新方法,直接 在DM6639位00～07中取置直接輸出刷新方法。当在用♪在庁中抜行OUT吋輸出被刷新。
        当笈生中断吋刷新輸入            PC汲置:第一'卜中断輸入刷新宇和中断輸入刷新字的数目      当DM6630-DM6638中力毎↑中断没賢輸入刷新字。当輸入中断,間隔汁吋器中断,或高速汁数器中断麦生吋,在執行中断子程序前会刷新各指定字的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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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用途列強的功能
第1-4市
用途            単元/描件板     功能    説明
鯛武    在任一一操作方式ド将愉出単元的轍1階力OFF。(停止囚煤)    CPし池元        SR区:輸出OFF位  使SR25215特力ON。
        椅測指定位的ON→OFF和OFIc-・ON46換              微分監視(杁綱程没各)    ●44
        来集指定的1/↓)存儲器数据               数据眼踪        仙査可没貴方以固　葦1畑瀬,夜毎循圷終止吋或按網戸規定的1付1同報イ」]
        杓操作1吋改∴程序               イ磯網主}(杁編程没斎)   ●噌
Zl勘'1  操作もll二村偏」所イ3摘出醜状恣 CP川ノc SR区:1/0保持位  将SR25212」tON
        レ0存儲2在伝存状悉lil川釣操作                   
        当屯源ヲ」て)N吋保持1/o存儲器状恣               SR区:1,/o保和位p徽lt:1/0保持位状悉維持  オ匂SR252]2島.ONハドイ1二PC設置1メ」将DM660]位08□1ピ㌃孔以往∫r{功叶保拍/o保持位状砂口
        伎愉人争骨脂便用D}」汗夫jl脚而不用輸入」r九没置(例刻,武耳)巳操作和雲際操作　之剛}勺切換.                DIりけξ:力用ノ操作客戸化的1)IPヲ/天引脚存糖衣AR区.、   引脚6L戴L存儲在ARU712,,
        夙外部没清宴保抄程序有情器和只虞DM数据(仮」81用只凄区和PC設置)          DI】研メ…:程月:和敬据存儲器写保炉      将DIP/1・人的引脚1置()N以禁止写入。
        指定加功方式            Pc汲置:自助方式 炭竃在DM66(x粒00-07
        汁算電源断月:次数               AR区:1巳源OFF片敷器     監視AR23。
故障診断        妙理用ゾ1定叉的惜渓,杁i甫継鎮或停1上Pc操作      CPじ単元        用ゾ惜洪指令    以L(06)和FAIS(07)
        姶一段程序遊行吋間診断利運輯診断                ト?D(一)指令    
        記求帯同固織的錯炭,包括用戸定叉的錯俣。         借i昊妃求       也支持使用FAL(06)和FALS(07)指令的愉人位的氾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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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用途列出的功能
第1-4『旨
用途            単元/描件板     功能    説明
指令    生成歩擦制程序  CPu単元 歩縮程指令      
        執行浮魚算法            浮魚数学指令    ・4,
        〕丸行数値数据的三角、ヌ寸                      
        数或指数幽数                    
        生成只要改変各操作数就                  
        能在梯形函程序的各・卜地                MA(=RO指令      (MCRO(99)
        方使用的梯形圏子殺庁、、                        
存儲～桧        」改変辻程或机械吋改正系統      存儲器盒        Du月:美:日ノ」佳送存倍器盒      DllアF美的・jl脚つll(}N,目知る送仔儲器念内容Vl　力吋,'∋同行用
                        内在    成程序,∫～分1)国〉ζ伊1ノ,f)乳剤Rl反
                                貰:)和]∫展指人イ■息杖イr似据翁1ノ
                                到CPミγ九、、
        根掘AR民法昔在存儲器・今和CPU}Y元之1司侍送和1校弓八醐、1                AR区:各月功能   、1Rl400吉ON,数{プ杁(Pl陣,几佑送別存儲器㍗.AR14{〕隅ON,数秒夙イポ儲～　　{る近日llCIビ師二　
                                AR】402貞ON,ヒL較イ∫∬者掛rノ＼不日CIし'
                                単元数据的内合、(ZI　.畏輸、いll
                                ARI403　)
        使用吋仲功能儲存数∪占, 帯付争{・的存儲器       AR区、吋仲功能  相帯田争1」的存儲詩9盒将EI洞]反据
        遠↓佛日劇己景能帯1,措渓        命              (分,小1吋,秒,月1㌔∫1,τ」～,i日)侶
        友ノ■的晴間                    存在ARI7-AR21内、.
其営    降低各輸入点的電鍵和外部嘆声同形胸      CPU単元 Pc汲置:輸入肘伺常数     将DC輸入単元的輸入吋1司常数設置プεDM6620～DM6627内、「∫戊1{ゴ力投
                                フ」三:1,2,4,8,16,32,64,茎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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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用途列出的功能
第1-4市
用途            単元/描件板     功能    説明
中断功能        当檎人接力ON副,処理中断 CPu単元(肉置輸入)       輸入中断(層＼愉人):輸入中断方式 在CPじ単元肉置論人(IRα)000～lR(X〕003)変ON吋執行中断子程序6
        例如法矢切;辱世理(当掻i         用CC=α)的INT(89)       
        敗到接近汗美文光電後感          指令清除籍碍允↓'1・    
        器的中断輸入吋,友送指           輸入中断、      
        令姶刀具)                       
        lil碇1司隔中断性理              間隔片肘器中断: 以固定阿隔執行中断子殺月　,
        例如=薄板速反1|査(以ぱ          ぷ1吋中断方式用 
        定「削1鰯使用細岡舌梱包輸入             sr里M(69)丁ド令巾箱     
        w'汁～r⊥度)            一十操作数指江, 
        塙謬R欝lllli璽以                1句隔日吋オや中断:判示rll方式   在日判ll終了川執行rl1断子f－庁㌦イ久、
卜1離拙借逆二・・;(㌧循闘町田ぱ美)                      3寸＼田1隔片肘岩(0-2)〔澗ト頑酎 
                        界2]jll込ll－数燕o      
                        イ'llヒ回附⊥川、)      
        `1…1   lll     瓢　当1 
        、1低速OKH　1日数器的           輸入ll断(4十輸  ∫」ψくCPI:」‡元己1内1胃4念入(「ROGOOO～
        1、　到込o川処理鍵川ジr         人):汁数器方式  II{()00()3)変()N[|達],Vr減ノ」、,宅」…1>、～至lj迷
        例如:対　L件(如、Eこ片部                (逃減)  o対抗行子鮎子.,
        件)片敷,曲、百込到没11で1{              住用CC=0031伽NT 
        吋停u遅姶               (89)1亨夕惑洲・数       
                        器力式没鷲飽和H 
                        除権石}`"       
        当高速計数器P、崎某債一致財牡理中断f列女口、当一・二1:f牛(女μ」≒㌧多量)迷到某・・K度剛力行切害ll'ピ所需的.「作        CPU}Y.元(内意輸入)豚汁レo揃件根絶ヌす他端硯器接[板      高速日日数器中断:口称値比較     当PvlJ比較表中登1己内偵匹酉己1吋掬油断子穂r.
        当高速計数器PV偵迷到            高速汁数器中断: 当汁数器Pv位}二股煮的ヒ1～艮利下
        某一∫鹸樹赴理中断              池間比較        限之阿肘執行中断子程1子、、
        例如:在高連中在在・定K                  
        度内煙出□件(如=昇絞)                   
        当通追申行通信接牧至り数        串行通信販      規釣宏中断通知  
        据[吋中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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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用途列出射功能
第1--41s
用途            単元/描件板     功能    説明
高速汁数器功能  椅測位貴和長度吋接牧増・駐型旋賛編粥2x的輸入吋                  
        低速(呈KHz)頻率計数     CPじ単ノC(肉置輸入)     輸入中断:汁数器模式(逓減,nく11り        Cl℃単元内【iζ:輸入川i{0〔}000～lROO(X)3}可用作高速lt数器而不必執行中断,Pv鏑1儲存在SR244～SR2471戊甘く
        低速(2.5KHz/5KHz)頻率計数               「.,i速汁数器o:ノー力相位方式(2.5KHz)打ず二方式(5KI紛   メ」'(　}し/〕一ノじ1大≡'㍊:輸入(|R{〕0(X)4～lRo(}006)lIJi、Lil玉‖永1中新‖入汲イ'「ll'蛮文、PVfl77rイESI:{230～SR231i句・.
        高速(25KHz/50KHzユ      高速計数器板    i戚』ll'数～11-41       未「吊　⊥}1数器:板　{部川、2,3和
        250KHz/500KH2)歩萸.争二}1・             差幼目イノ:方式(25Kl{　/        4的高速肱川輸入i'iJlr数,ヌがf戸
        数              25{〕】人Ill)41=1子1/2/4)       1,pV6占イ∫自三IR200～11:{2071人1,rlli
                        肺沖+方向ノパ   メ・.}丁{樽2、イi者イ子:ζ1三SRつ互2～、R23)
                        (5{〕KHz/500rH、)       内、、(跡形方べ瓦量性方L都]1
                        :カ‖/独力c     泣:1.1、力敬川イLnl/、
                        (50KH/500KHz)   
        高速25K}翫/50KH牝)歩巾十二,計数 臓卜1/o板       i⊥i速目鉦～Sl和2:L力相f立方5…玉こ{:25喜(=∫lv!)ll永}rl1+方向方式(150KHz)戊∬1/D/』方　V(50Kl】z)      杁}1・芦l」速汁数日1{板立}詰」日」…U)」:的間」」一日}ll輸入自jd数,メ、曰い1,PVイ渚イ了1イ}1R200～ll{207泊∫メ;1干槽2,儲イ抽・SR232-SRり　9、{ユll形力v・又LLLカ　醐～|吸　1～カξ～'偵
                                =しIH　)
        来月絶対値旋鞍編刑器    多色対償煽石[淵 ㍍近什殴器1和2: 来日絶x寸ll1旋牟鰯11伯λ9的F∴逃制
        信号的高速外数  接u板   輸人ノ」式=     格コ傷輸入的川数ぷP～ず1}:儲存在
                        BCD方式和360◇:方式分卵 SR232～SR2351ノ～1二
                        率隊と定:8イ立(〔〕～255),10    
                        ∫∪(0～」023),12f立(0～        
                        4095)   
                        分辮率設置勾連接的編    
                        列藩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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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用途列出的功能
第1-4市
用途            単元/描件板     功能    説明
脚τ11輸呂効能  ノ当三箇年り泳}Tl・1食出        CPじ単元        PC汲置和SPED(64)/PULS(65)指令=可由祢准品体管輸出単元i立牛脈桐葡 没置豚汁輸出宅地趾(杁1RlOO～IRll5指定一字),頻率120Hz-IK}lz占方比=50%
                        出力    
        戸二日承沖列愉Jll念入定位用的電鍵J机駆動器(伺服屯机駆動器或歩遊屯机駆動署)、、  肺1中1/o板      端[1和イ苗2:市或不帯加速/減速的ギ[棚水打1輸出(使用SPED(64)指令)材1イ日加速/滅辻率       頻率:対刊服駆力器]OIIz-50Ktlz;ヌd'歩遊地肌1011■～20KHz占」二化:50%肺沖輸出PV儲存イ1=SR236～SR239内、,
                        的梯形∫f.相胸中4爾     
                        川(使用把S2(一斗        
                        指人)   
                        帯不同力圏速/波止↑・   
                        的梯形'↓.相月永ll{輪   
                        出(/1川Acc(一一)        
                        ‡旨相・        
        住用可変占〔比豚汁1食出         Ilo川和2:       妙1イ::5.9KHz、1,51111,9L6Hz
        功能,肌付吋何一比{ダ摘1         白いξ占・1比1泳1車輪   占':比,1%-99%
        度拐糺,         川(使用rWM(一一)        1泳1ヰ輸出Pv緒存「にSR236～
                        {冷)    SR2391楓、
模似†碇定      改定μ～=:遠…711ゼr{」;自勺【|寸lb],用凋整2号就ロ∫簡単地控制  模似呈改定板    模似量改定功能  凋整器指出的値被鞍換力0～200ぽcD)之阿的数了:包井儲存在
        固定距萬内的低速避給も                  IR220-IR2231ノ」、、
樹以量】/o      荻得温度数据,圧力数提篭 模似量1/o板     模似量レo功能当」JPID(一一)詰合 2小術人点疋田介輸出点模似量値(0～5V,0～20mA,0～10V)
                        使用附近可実行模        
                        似量挫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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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age 5987]---------------------



按用途列出射功能
第1-4芋
用途            単元/播件板     功能    説明
串行通信        在操作吋改変規釣(例如,  CPU単元 S'IU)(一一)     
        通迂凋制解凋器至ヒ位縫                  
        接)                     
        校具{ミ通イ壱』イ火イ学的通イ吉規多勺                   
        笈送相接牧信息  串行通宿根      規約宏功能      ■●●
        与其官PC遊行1:1数据健接 αし単元或車行  1;1数据鑓接     接台喧
        元規釣友送和接ll　数据(工特換)  通信板  兎規釣(rrXD(48) ◆◆●
                        和RXD(477))     
        没送未経清求的仁恵給L位計算机           PUd動的通信(TXD(48))    喧喧◆
        執行与Pr(可編程終端)的数据待送          NT雛桜(hl力式或1:N方式) 」■■
        通文正FA同路辺イ「『数据毛達]妾                 
阿絡通信        (共用数据区)    控制器髄接単元  数据縫接        ■◆,
        通己FA同多多遊行借息通信儒要吋笈送相接枚数据)           宿意通信(SEND(90),RECV  ,..
                        (98),和CMND(一〉)       
        通辻上位髄接或外部息銭                  
        村岡築上的興宮PC逃行違          違和編輯/1悟視  ■,,
        程棚程戊監視                    
1/o通信 使用高速ON/OFF息裂減少  COmP・Bus/S     (:・mpB・・/S主立占     用作具有多迭64点諭人和64点愉
        机械内的撰銭    主立占単元              出的C・m岬u・/S主姑。
        机械模峡比和使用通迂生  C・1npoBus/DI/O C・mp・B・s乃)杁姑      用作具有1∪点輸人和16点輸出的
        端的CPU単元的分布控制   鑓接単元                c・卿Bus/D杁端、
        城下接壌。                      
        符合DeviceNet多供泣高息                 
        銭,以其官公司的没各提供                 
        数据兼用性。                    
        減少接銭        B7A接目単元     逸程1/0通信     根掘控制規模有5秒美醜的単元
        例如:PC同的簡単通信,1℃                 可供使用。B7A鑓接端的連接可込
        机械手写之同的連接,、                   500m距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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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用途列出的功能
第1-4"r
用途            単元/描件板     功能    説明
栓測佳感器輸入  減少接残和作感器愉dl所  侍感器単元      光詐光屯模映,帯分       在単↑f与感器単元L可安装多法
        需的合同                立放大器的光屯模        四千含有三和i佳感器(光汗光屯
                        攻和幣分立放大器        イ4感器,帯分〔)二放大器的光屯侍
                        的接近模壊的輸入        感器和幣分・》1放大器的接近侍感
                        功能(放大器功能)        器)的侍感器模映.f稔感器模攻口「
                                根折要栓測的物品和距萬乗逃鋒
                                和組合.
模担呈侍感器輸入        杁俊感器或測亘没各渡人模似量屯圧或自流信号,井向逆変搾或模拡止自室制     模捌宣輸入単元或模担量輸日単元(電源単元需要     樹以量|/o       模似量輸入:4点(0～201滅,0～5V、-1〔仁+|OV)
        没各輸出模担量子号      的)             
        用言有位移侍感器組合旗  銭性貨感器接目  刈来自銭性侍感器/       対袈性(位移)伎感2　的亀屋或屯
        出距閤数据,如液位差和   単元    放大器的数据的繍        流輸入執行高速,高㌔度測昂,測
        板材的厚皮              人/操イ1功能    ピ結果鞍換力数値数据,用干比
                                校制定処理,輸入可根据外部汁
                                吋信号保持。
                                采祥循}恒lms汐卜部ポト吋釆祥肘
                                阿:0,3ms
温度捺制功能    用一・介単元演出両全温度        温度控制器単元  温度控制功能    回路数=2↑
        掠制器的数据                    輸入1熱電偶(K,J)或屯阻熱屯偶
                                (PLJPt)
                                輸出:ON/OFF　父高級PID捺制(1吋
                                画一比例於制)
†-4-1高速計数器
CPU単元/描件板  名称    汁数諸教        各輸入方式的最高計数率                          
                        相位差  詠沖+方向       加/減   遂増    逓減
CPU単元=輸入中断(汁数器方式)    輸入中断(汁数器方式)    4介     ,,■    」■■  ,,.     .`■    lKI■
CPU単元:内装高速}卜数器 高速汁数器0     1↑     2.5KHz  ●●●          5KHz    
高速汁数器板    高速汁数器1,2,3和4      4介     25KHz或250KHz;乗数:1/2/4        50K}lz或500KHz  50KHz或500KHz   .■,    
豚汁レ0板       高速計数器1和2  2介     25KHz   50KHz   5〔〕KHz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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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用途列出射功能
第1-4芋
支持高速汁数器的系統配置
系統配置        単元/描件板     功能    輸入方式和最高計数率    計数器数
配置A(息洪13・卜}1・数器)       CPU単元 輸入中断用逓減汁数器ol数器方式) 逓減i十数器:IKHz        4コ＼
                用干肉直輸人的高速}『数器0(IRO(X)04-IROO(X〕6)  相イ、けノ了C:25KHz通増方式:5KIIz       怜
        高速汁数器板(表装才1槽  高速}1数～♀L2β和4     根竹ノ方　L(乗数:1/2/4)1        4↑
        D               25KH■父250KHz,1床油相方回方エC,        
                        加/減方式=      
                        50KHz或50{〕KHz 
        打止汁数器板(表装干糟2) 口速}楼端1,2,3和4       δll伐ナーノ」上C(乗数ヨ/2/4)=25KHz或2501～.H,,且永1111禾{1ノゴ1{]ノゴェ竃,     4介
                        加/城方式:      
                        50KHz或500KHz   
旺甘B(ノ馳、共11/M数器) cP/l皐元        輸入ll断用連城汁数器(日数～肪式)        連枷1数1KH2     4↑
                用P内茂輸入白1「.i速汁  相中芦・力心2、5KHz     1十
                数器0   通増力式:5KHz   
                (IROOOO4-11{〔XX〕06)           
        ほ止計数在板(女L白糟    高速日数器L2β和4       木目イ寸～ノL/JV(乗数:]/2/4):   4千
        1)              25KHz或250KHz,腺}」相方回方式,  
                        加/滅プ」弍:    
                        50K臨或5(X)KHz  
        市迷汁数器板(家扶‡/榑  r遮}/数器1和2   相イ11ナ方式=25KHz脈Pl府1方向方 2↑
        2)              式:     
                        加/減力式50KIIz 
1-4-2月永}申輸出
単元/描件板     名称    胸中輸出点数    椋准豚沖輸出頻率                可変占空系数月永沖輸出頻率
                        元加速/減速     帯梯形加速/減速 
晶体管輸出単元  輸出点的豚汁輸出        1点     20Hz～伏Ilz             ・..
豚汁輸出板      端口1和2的脳中輸出      2点     10Hz～50KIIz(用干歩遊毛机20KHz) 仮加速或減速:0～50K月z加速/減速一起=1(X}Hz～50KHz       9L6Hz,L5KHz,5.9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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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M1--CQMlH比較
第1-5市
支持詠沖輸出的系統配置
系銃配置        単元/描件板     功能    輸出    点数
配」苦A CPい助言        品体管輸出単元輸出点    尤加速/減速ll勺柘イ仁∬永沖     1点
(共3イ、輸出)           的脈}中輸出。   輸出=20目z-IKHz 
        1辣油【/o板     肺沖愉ilほ和2   尤加速/減速約椋准肺沖   2点
        (在槽2)         輸1{:loHz-50K}lz        
                        帯梯形加速/減速的有jl准 
                        脈沖    
                        愉t日oHz～50Kliz可:変lf「       
                        一=比肺11輸出   
1-5
CQM3-CQMlH比i較
一ド表列1刊CQM田和CQMI之河的ナ別c,
項目    CQMIHlCQM1}     
女装£出梅      元1↓c抜(使用女装近接翻 
表装    DIN寺物変装(不可以螺ノ女}1り    
1/o客亭 CQh匡1}1-CPU1蓋/2」:256ノ～款CQMIH-CPII51/6正512L[∴1   …CQMI-{1口lm-1:Vl:128点CQMI-《韮し41/42/43/』雪4/45-EV1=25(元点
程序容量        CQMIfl-CPUII/21:3.2KCQM田－CPU51:7.2K(:QMIH-CPU61:圭5.2}<       CQMl-UUlレ21-EIVl:3.2KJ巡'C{JM]一(IlI41/42/43/44/45-EVj:7,2k」ξ
数日存儲甲容1:  CQMIH-CPU隻1/21:3Kr:CQMIH-CPU51・6K亨CQ蜘1トClU61:{2K・r(DM区:6K」一;EM区=61S了:)       CQM▲-CPし}1|/21-EVLll～J:CQM1-CPU41/42/43/44/45-}5V1=6KTl
指令民度        4」本旨令1歩,fJ本旨令1～4ノト『r        
指令集約指令数  162束(基本指令14条,寺用指令}48条)       (IQE'll-CPU1▲/21-EV】:】17条(共本14条,雪月指令103条)(QM1-CPし41/42/43/44/45-EV1:137条(基本14条,吉成:目i}旨令123条)
指令挟行日・胴  LDO.375μsMOVl7,6μs    m指令0.5μsMOV指令23.5μs
股控吋1司       0.601ns 0.8〔ぬs
CPU手元内貴輸入点       16点    
最多単元数      龍田CQMIHCPU単元連接的1/O鼻元或ピ用1/o単元数如下:CQMlII-CPUP1/2|/51/61=最多lIノト単ゾ己、,      龍山CQMI、CPU単元連圭妾的∫/0単元或(～用1/0単元数是如下:CQM|-CPUIl/21-EVI:最多7介単元(仮1/O単元)cQMl-cPu41/42/43/44-Evh最多U介単元(1/0単元或寺用1/O単元)
内描件板        C{～鳥1]}{-CPU51/6▲=2才曹      尤
高速汁数器      如安装CQMIH-crB41高速日数器板則支持。   不支持
肺沖レo 如安装(=QMIH-PIB2詠沖1/O板則支持,、     CQMI-CPU43-EVlCPU支持
絶対値煽石1数器接目     如女装CQM用－ABB21絶対債貌{再器桜口板則支持、,  CQMI-CPU44-EVICPU単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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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Mi-CQMlH比…較
第1-5苓
項目            CQMIH   CQM1L
模揚重設定              如安装CQM帽－AW41換損量改定板則支持。   CQM1-CPU42-EVICPU単元支持.
模似量1/o               如安装CQMm-MAB42模拡量1/o根側支持。     CQMI-CPU45-EVICPU単元支持。
規釣宏          如果表装CQMIH-SCB41串行通信板則支持.    不支持
通信単元                CQMIH-cpu51/6hlノト羊フ己       元
C。111r。ller継接               和迩接〔1(～WllH-C聡21Co,1trol1α縫接単元則支持、、     不支柱
外没端口達接    千人ll算机的迩接地継    CSIW-(=N口口E]注通江cslw-CNll44C換毛酷CQM量－CIFO1/02也可以与介入汁算机連接。   CQMI-CIFO1/02
        手提翁L器的赴接}も纏    CQM1-PRoOl手握蜘程器使用随手提編程器一起提供的屯銃或cSIW-CNIl4、、C200H-jRO27手握偏在器言CSIW-C224/624注通江CS】W-CNII4鞍換毛鏡C200H-CN222/422也可以}j端程器避接、、    CQM1-PROO1手握綱程器:使用]随丁握編宥辞…起提供的屯継,C200H-PRO27手提編程器lC200H-CN222/422
中断    輸入1{断(毎冬4点1       輸入中断方式=CPU単元的内殿輸入点(4点)根据外部宿預的輸入担任中断、       
                汁数吉方↓いCPU」手元間内i直輸入点(4爪)根掘牧到一定次数1的輸入執行中断,周汁数、 
        定帥酷1;∴二歩3点)      ん一日中断力式:以内部吋孕11測量的川定1司隔中断程1予。   
                Y友川析力式:在某一吋同居執行…次寸断,由内部吋軸測量。   
        ㌦一散器…中断  則り債比較:コ同速目数器PV等干一指定値吋執行中断。泣目‖比較;当言速汁数鼎P、ノ位乎推定萢園内口才執行中断。       
                可対CPUI鞠己的内音ll輸入点、月永沖工/O板又絶対編禍難接[根釣高速計数器輸入計数   可対CPU単元的内部輸入点的高速計数器輸人和(=QM]-CPU43/44-EVI、端口1和2的輸入片敬。
        串行通佃根釣中断        使用中断通知功能口∫以弘車行通信根調用中断子程序        不支持
1/o位           CQMIH-CPUll/2】=256点CQMlH-CPU51/61=51Z点       CQM1-CPUH/21-EVl:三28点CQMl-CPU41/42/43/44/45-EVl:256点
内挿件板槽1的1/()点             25礁(16宇)槽1内挿件板用同字:】R200～IR2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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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M1-CQMlH比較i
第1-5市
項目    CQMIH   CQM1    
内掃件板槽2的レ0点      19Z・1ス〈i2ノト字)     64点    CQM】-CPU43/44-EV]:
        安嚢子1三}曹2白勺1勾書函イノr板眉白勺字:        (衿字)  高速汁数器1和2的PV儲存在
        lR232～IR243            IR232～工R2351。
                        ユ美7≧CPueP元=IR232～IR235日丁
                        用作工作位,,
                臼点    CQM1-CPU43-EVl:
                (4介了) 豚汁輸出的PV儲存在IR236～
                        IR239、、
                        其ピCPU単元:】R236-1}{239或
                        山系銃使用文可用作工作
1                       位,、
|               96点    CQM1-CPU45-EVl:ξえナ以圭
                (6全学) 輸入鞍換紅羽{模担士輸出在L
                        儲存在IRη2-IR237、
                        」斐官℃PU単ノ亡:1}t232【・IR237町
                        用件工作位,
樹ぱ[没1端      6叱1無(4十字)   酪点    CQMl-CPむ42-EVI:
        使用CQM㌔AVB41樹以盲.岐止1則†存錆鮎U   (4・卜」つ      板摺工設置間着イ∫花111220～
        ±慧没`巨星{慮日Jjノ:{R220～[R223               IR223、、
                        其'しCPUＬfノ己:1R220-IR223〒可
                        用件1泊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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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M1-CQMlH比i較i
第1-5弔
項目    CQM†H          CQM1    
DM区    CQMIH一 以字(16位)力単位(旗/写)坊       CQM1一  DM区数据只能以字(16位)力
        CPU51/61:       何DM区数据。在屯源断升或        CPU4[二]-EVL    単位(旗/写)坊間、、在屯源断
        6,656宇 方式改変吋字債保持不変。        6,656字 升或方式改変同字侮保持不
        CQMIH一         CQM仁   変。
        CPU1/21:                CPUU/21-EVI=    
        3,584字         1,536   
        逮/写   CQMm-CPU51/61:  浅/勾   (IQMI一
                DMOOOO～DM6】43         CQM4[コーEVltDMOOOO
                (6,1441乎:)             DM6143(6,144宇)
                CQMIH-CPu21/11:         CQM三－CPull/21-EVL
                DMOOOO～DM3071          DMOOOO～DM1203
                (3,072杓                (1{〕24字)
                可以用程浄写人。                可通L1程序時人。
        只逮    DM6144～DM6568  只旗    DM6144～DM6568
                (425字)         (425'∫二)
                不可以用程序寄人。              不可屈狸1∫冨人,
        C。ntmller継接  CQMIH-CPU51/61: 克      ◆●●
        DM参薮医        DM6400～DM6409          
                (11字)          
                CQMIH-CPUII/21・元              
        路由来区        CQMIH-CPU51/61= 元      `',
                DM6450～DM6499          
                (50字)          
                CQMIH-CPUPll/21=元              
        串行通信板      CQM田－CPU51/61:        元      ■■.
                DM6550～DM6559          
                (▲0字)         
                CQMIH-CPUll/21・尤              
        錯俣厨史区      DM6569-DM6599   惜俣防虫区      DM6569～DM6599
                (31字)          (31字)
        PC没置  DM6600～DM6655  PC汲置  DM6600～DM6655
                (56了:)         (56判
EM区    6,144字 可以以字く161立)力単位凄ズ了    尤      ■,.
                EM区数据。在鬼瀬断升致方                
                式改変吋内容保持不変。可                
                用程序或編程没各遊行坊          
                16]。           
                渡/写字:EMOOOO～EM6143          
                (6144小字)              
存儲器盒        杁CPU単元的前面安装。存儲器食用来備存和漢収用戸程序,DM(只波数据和PC設置),和打展指                       
(EEPROM或囚煽存儲器)    令信息(作方…数据挟)、、                        
        可以汲置CPU単元,以致在通屯吋,儲存在存儲器盒中的数据自動佗送(在一・数据攻中)到CPU単                      
        元(自明自助)。使用AR区没定可以双尚侍送和比較CPU単元和存儲器盒之同的数据。                       
        除4K宇和8K字EEPROM存儲盒外,迩可使用             可使用4K宇和8K字EEPROM存儲審査. 
        15.2K宇内抵存儲器存傭欝金、,                    
躁踪存儲器      1,024三字(8艮踪ヒヒ較数据=12、・気,3ノト字)             CQM1-CPU4[二1-EVI:1,024ノト■(8艮踪比較数       
                        据=1聴,3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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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M1-CQMlH比較
第1-5市
項目    CQMIH           CQM1    
新指令  n∫月]的指令有'「11M(TO'i'AUZINGTIMER)指令。            CQMI不支持左辺的指令。  
        SICND(90)/RECV(98)/CMND(一)(同格通信)指                 
        令、PMCR(PROTOCOLMACRO)]旨令、STUP(一一^)                       
        〈CHANCF;RS-232CSETU}))指令和19条浮点数                 
        学指令。                        
        一ノト内置外遊端口                      
        支持下列通信:外没忠銭、編程器悪銭、上位机鍵接、尤規約                   
        一ノト肉置Rs-232(ン厨口 CQM田－CPu61/51/21:支お.卜位鍵接、尤規釣、NT鍵接(L:】方式)和】:|数据縫接通信、CQMIH-CPU11:尤注町支持手振綱程器功能(DIP升美的引脚7的OFF吋除外)   一…宇内置RS232C端口    支持上位鑓i接和元規約通信(CQM1-CPUlI/21-EVI除夕卜L>CQM1-CPU4[コーEV1述支]寺1:1数据縫接、NT連接(1:1方式)注CQM1-CPU4ローEVI支持円〔射干癬扁程器功能。
        串行辿信板(可分別使用)=叶RS-232C        支持上イノ謹撰、先規釣、1=]数据継接、Nr髄接(1パ方式、1:N方式)和親釣宏逓信,、    尤      ,■.
        端口和1イ＼RS一                 
        422/485端[                      
串行通信方式    充規釣                  
        用寺用指4可友道或接収多迭256字」ぽ,一丁坂口失代田和培東代田。可杖用侍輸延送付同役定。                   
        1二位縫接                       
        使用上位縫接命令可坊同所有的CPU単元的レO存儲器区和用戸1胸裡序.                  
        NT縫接  不用輪転可以裳現在毘和OM一      Nr焼接  イ又CQM1-CPU4じコーEV1
        (1:1方式,       RONPT之同数据佳送。PC和pr       〈収1:1方式)    
        1:N方式)        之比11∫以是1=1或1:N,。         
                1:N方式Nr鍵接迩接只対車行               
                通信被釣RS-232C或RS-422A/               
                485端口是可以的。               
        規約宏  使用車行通信板的RS-232C端       不支持  
                日或Rs-422A/485端口支持規               
                釣宏通信(仮CQMII㌔CPU51/                
                61)。           
                通泣梯形閤程序的用戸定叉的              
                規釣使用一介指令可以笈送和              
                接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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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用歩躁概述
第1-6市
項目    CQMIHlCQM1
屯源故障栓測1吋向       AC電源:10-25msDCI包源=5～25ms
椋准附件        屯池組・Cl㎜A－且燗1軸組・C5(沿－B兀r・8
1-6庇用歩藤概述
下面概述没罰,編制程序和控制CQA咀H控制系統所必需的歩螺。
1,2,3…1.碗定系統配置。
決定系統需要一介迩是更多肉描件板和宮相是安装在左構迩是右槽。可
使用下列掘件板。
・串行通信用串行通信板。
・高速汁数書翰入用高速計数器板或』永沖1/0板。
・豚汁王/0板或肺沖輸出。
・用手纏ヌ首位編碍器輸人的接目板。
・経由可変南陽輸入没定的模担長波定板。
'模}以量1/0月1模本以量1/0板。
此外,述要決定是否馬要1ヨContro]lerLink系統連接。
2.う}西日1/Oc
対干(=QMIH,分配1/0不需要倣什ム。不需要1/O表,所有1/0足白劫分
配的。分配姶1/0単元的字駄CPU単元升胎向右,輸人単元杁τROO1井始,
輸出単元杁IRloo升始分配。
3.設置PC設置内的没定。
可用PC設置来挟制CPU単元和内描件被釣功能。必須碗杁PC設置中的
訣省没定井見知果需要改変,必須在宿功操作前通辻手提編程没替優
改。使用内挿件板付也必須惨敗PC設置。
4.装eSPC。
5,接通史源。
6.学人梯形圏程序。
7.将程序佳送到CPU単元。
8.測試操作。
在試操作中必須執行下列歩螺。
a)栓査1/o接残、,
b)在存儲器中設置各需要的位(如1/0保持位)。
c)監視操作井在MONITOR方式下調斌系統。
9,修正程序井近回到上面第7歩。
10.存儲井打印程序。
11.チ1:始文応i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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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技木蜆花
本章介紹杓成CQMIHPC的各99成単元的枝木規格,井給田存儲器区的功能規萢。
2-1単元技木規萢
2-1-1
2-1-2
2-2輸入単元規格
2-2-1
2--2-2
2-2...3
2-3輸出単元規格
2-3-1
2-3・-2
2-3-3
電源単元
CPU単元規格
CPU単元的内置24VDC輸入
DC輸入単元
AC輸入単元
触点輸出単元
晶体管輸出単元
三端双向晶阿管輸出単元
⑳40414646仔545555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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単元枝木規格
第2-1市
2・一一1単元技木規格
2-1-1屯源単元
項目    CQM1-PA2・31CQM1-PA206          CQM1-PA216      CQM1-PDO26
屯源    100-240VAC,50/60Hz              100・230VAC(可逸捧),50/60Hz     24VDC
允許電圧池園    85-264VAC               85-132VAC或170-264VAC   20-28VDC
工作頻率        47・63Hz                        り.,■
功耗    6・VA以下112・VA以下                    50W以下
浪涌電流        30A以下                 
輸出能力        5VDC:3,6A(18W)  5VDC:6A24VDC:05A(息30W)         5VDC:6A(30W)
絶象亀阻        20MΩ以上(在500VD側),在外部AC端子和GR端子之剛児注1)                     20MΩ以上(在500VDC自首),在外部AC端子和GR端子之同(児注1)
絶縁強度        在外部AC端子和GR端子之同,2300VAC50/60Hz1分勢,(児注1)漏電流:10mA以下。在外部DC端子和GR端子之同,1000VAC50/60Hz1分紳,(児注1)池漏屯流:20mA以下。                    
抗枕皮  1,500Vp-p,嚇沖箆鹿:100ns・1μs,上升対向:1ns(由嘆声模測器)                       
耐振性  10-57Hz,0,075㎜振幅,57～150Hz,加速度:98m/s(見注2),X,Y,和Z三分方向毎ノト方向80分錬(日寸1司家数8分錬×系数因子10=息的河80分仲)                    
耐油吉性        147m/s2(対触点輸出単元以118m/s2),X,Y,和Z三介方向上毎↑'方向3次。                        
杯境温度        道行:0-55℃虻存:-20-75℃(竜池除外)                      
湿度    10%-90%(元凝露)                 
大『    必須元腐蝕性気体                        
接地    小子100Ω                       
机売等級        安装在面板上                    
重量    5】㎏以下                       
尺寸(元亀貌)    187-603×110×107㎜(W×H×D)                    
注1,在執行絶縁和絶縁強度試験吋,将屯源単元的LG端子与GR端子分外。
如果将LG和GR端子短路重:夏執行試験,則会損杯内部部件。
2.
98
加速度(m/e)
10
57
150
頻率(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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単元規格
第2-1弔
2-1-2
CPU単元規格
性能規格
項目            規格
控制方式                存儲秩序方式
1/o投縄方式             循圷]1描和白接4食出/立即中断処理一起使用
編程付言                梯形隆1
1/0容量         CQMlH-CPllIl/2い256己ミ(=(～MlII-CP{:51/61:512、・≠A
相丁合量                {=:QMIH-(λPliH/2h3.2/∫:(=QMIII-CPU51:7.21く子CQMIH-CPU61:15.2K石
数据]じ儲器各■1                (:QMIII-CPUI1/21:3kr:CQMlH-CPlj51:61jlCQM出－CPし161:12K宇(1)M:6K子EM:6K¥)
指令長度                f]]F令仁4r
指令集白山]主数         162条(∫Lオ⊆14条,寺戊昌f旨令」48条)
指令執行吋同            」}L本ナ旨く〉:{〕、375～1.125}Lsイ∫日」[令:17.7'一(訥睡OV♪旨令)
1姶:控吋河              0.70111s
女装鈷拘                元底板(各単元月遅接器水平方向連接)
安装            D】N詩歌表装(不允1午螺盈女主)
CPじY九山青Dc輸入[              霊6,心
力夢中元数              CQMIH-CPt'II/2]/5】/硯:葺多11寸＼1/0』f,元禾∬し用1/O廿元
山描イ1・板             CQ岨H-CPUI1/21・元CQMIH－α'U51/61:2]爽描イ}板
通い羊方                CQ州H-CP田1/21:元CQM】H-CPU51/61:1ノト」羊ノじ
　　中断叉川    輸入中断(最多4点)       愉人中断力式=根掘接6;UCPU甲元肋肉版論人点,外部信㌃源的輸入]丸イ沖]断。計数器方式1根掘通道CPじ洋瓦1酬力量輸入点(顧O接収至‖的一定次数(遠戚1卜数)的輸入抜行中断,,
        間隔片肘器中断(最多3点) 定吋中断力式:按CP幽二元胸内部汁吋器中郷得的一介預定間隔lt断種序。単笈中断方式:在由CPU単元自勺内部汁1吋器測得的某一対間問丸行一次LI」断,
        高速計数器中断  出訴値比較:当高速汁数器Pv等1こ…指定値11寸執行中断。池園比較=当高速汁数器PV位干・一指空泣国内日・白丸行中断。注高速汁数器能対CPU単元的内部輸入点,肺1中1/0板,或絶対値編硝器接目板的輸入遊行汁数。(高速汁数器板投宿中断功能,井只能在内部或外部輸出位模式,,)
1/o分配         1/0是杁⊥豆CPじ単元最近的単元起按次序自動分配的.(因力役有1/0表,因此不需要且不lt∫能八端程没各生成1/0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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単元規格
第2・"-i市
存虻区鎗梅
数据区          容量    字      位      功能
IR区(注1)       輸入区  256位   lROOO～IR伽5    IROO(X)0～IROI515       輸人位可分配給輸入単元或1/O単元,IROOO中的星6位忍足分配姶Cl)じ単元的内直輸入。
        輸出区  256位   ∫R100-∫R]15   IRIOOOO-IRI1515 1釦h位可分配給輸出単元或1/o単元.
        工作区  2,528位 IRo】6～IRO89   IRO】600-∫RO8915       ∫作泣没有イ壬何特定的功能山荘程序内被自由使
                至少    眠116～IRI89    IR11600～11U8915        用己
                (注2)   IR216～IR219    IR21600～IR21915        
                        lR224～IR229    lR22400～IR22915        
Contr・1王erUnk状悉区           96〃    IRO90～IRO95    IRO9000-IRo9515 伐日ノX手旨ノ」くCor}{rollerljllk単北数{君鑓路オ人志イや息,,(在技有近接C蝋mllelh』接⊥白し吋可用イ1　L作位、、)
                96位    HU90～IR195     lRl9(X〕0～川19515      月来指示い1{{卜・ljnkψ元詰扶相同絡ヂ1ヨ仁山　描技有」幻k白nいll〈三嫌接』∫九同町川竹　rl作
                                        fラ,)
MACRo   輸入区  64位    IRO96～1|{099   IRO96(」0ヨltO9915      在甘用MArRo]■i㌔礼ICRo(9切付使用　(在不使用
操イ1'薮医(注2) 輸出区  64位    lR196～工R199   1RI%OGパRI99至5 耐CR(}肯三川|∫川角-1帽、。)
内描件板槽1区           256仕   {R200～IR215    IR2(XXXj～IR21515       ユ1」し位分|想n■細/α～W川㌔(:1、1'5レ61的↓1亨1的1/1播イll板ぷ(存llll【L　li勺rL∫∫ll作:l/作↑'1)
                                        CQMII{-C冊4い速計数∂IY板1
                                        到{2(X)～|R2至3(14」=):[1三ザ{荻イ£、ト目
                                        lR214～IR215(2」-ie):ノfこ∫ll
                                        CQMlH-SCB4レ←イ〕弓田イ[↓反:
                                        lR2(X)～IR207(8」')、[1{t反イ素月」
                                        目モ208～IR215(8了・)イ、∫日
枝似内鍵定区(注1)               64仕    iR220～IR223    IR22(X)0～1R22315       在女装有CQM川－A還41払1〔λヨ':没止板剛1材ミ存儲摸似川又走、,(了ε投力安民族極量:没㎏板刑可用
                                        竹1:作泣)
高速汁数器oPV(注D               32位    IR230～IR231    IR23000～IR23115        用米儲存高速日数器0的当前{底,(在口速計数器0不破使用肘可畑作工作位,、)
因捕件仮構2区           192位   IR232～IR243    IR23200～IR24315        法要位分配給変装在槽2的内～所件板。(在使用CQMlH-CPUl1/21或↓曹2、是空釣吋可用イ乍ユニイ乍
                                        位,,)
                                        CQMIH-CTB41高速日数器板,
                                        JR232～IR243(12r了:)d有極イ吏ナト1
                                        (;QMm-ABB221絶対端石15器接[板;
                                        lR232-IR239(8字)1内1友使用;
                                        IR240～IR243(4字):不用
                                        CQ岨H-P田21』恒IPI/0板;
                                        IR232～IR239(8『}:):|勾ji反{吏用;
                                        IR240～IR243(4才:):イく用;
                                        CQM【H-MAB42模～以蛍1/0板;
                                        IR232～IR239(8字):西根使用;
                                        lR240～IR243(4字):不用。
SR区            184位   SR244～SR255    SR24400～SR25515        遠些位供寺用功能用,如杯志和控箭1位.
IIR区           1,600位 HROO～HR99      HROOOO～HR9915  迭些位在鬼瀬断刀:吋借存数推知保持他伯約ON/
                                        OFF状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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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区          容量    字      位      功能
AR区            448位   AROO～AR27      AROOOO～AR2715  遠些位用干特定功能,麺棒志和控制位。
TR区            8位     曾●,   TRO～TR7        遠些位帰来暫吋儲存程序分立赴的ON/OFF状杏。
LR区(注1)               LO24位  LROO～LR63      LROOOO～LR6315  用干RS-232端口或ControllerLinkliP元日勺1:1数据
                                        連接。
汁吋器/汁数器区         512位   '11M/CNTOOO～TIM/CNT511         汁吋器和汁数器使用相同的弓。当使用邪M頚15)
(注3)                   (汁日寸器/汁数器号)             吋,力保証在循杯ll寸校長吋能正碗定吋,可中断刷
                                        新号000-015定吋器.
DM区    撲/写   3,072字 DMOOOO～DM3071  ●●直  DM区数据只能按手力単位坊間、在宅源断升日宇
                                        値保持不変。
                3,072宇二       DM3072～DM6143  ●●●  只在CQMIH-CPU51/61CPU単元中可凧.
        只i亥   425字   DM6144～DM6568  ■'■   不能杁程序(只能杁射程波帯)尊人、,
        (注4)                           DM6400～DM6409(10字);
                                        控制器鑓接参数
                                        DM6450～DM6499(50字);
                                        あ占由表
                                        DM6550～DM6559(]0弓…り;
                                        車行通信板遊走
        措俣坊史        31字    DM6569～DM6599  ●●'   用干存儲錯渓釣友生吋同和笈生白鮪昔涙的鶴山代
        区(注4)                         禍。
        PC没置  56字    DM6600～DM6655  ■■■  用干存儲擦制PC操作的各秤参数,
        (注4)                           
EM区            6,144字 EMOOOO～EM6143  ■■■  EM置数据只能以了:作方単位坊何.在宅源断升吋
                                        字値保持不変。
                                        只能在CQM】H-CPU61CPU葺ノ亡帝{主用。
注1.未被用干其分配功能的IR和IR位可用作工作位。
2.最少2528位可用作工作位。其官位当官柏木用干其分配功能吋可用作::一
作位,所以可用工作位的息数取決干PC配置。
3.坊同PV吋,TIM/CNT号被用作字地]止;在坊同完成椋忍耐,宮相被用作位
地趾。
4,DM6144--DM6655不能igiiLt程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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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官存儲器規格
項目    説明
存儲器盒(EEPROM域内畑拝借2S>    杖CPU単元前面安装。存儲器食用衆情存相模収用戸程序,DM(只漢DM和PC汲置),和打展指令倍息(作カー法数据)。可以汲置CPU単元,使宅夜通「巳吋将儲存在存備器倉中的数据自訪韓送到CPU単元(自動眉劫)。使用AR区控制位可以双向侍送和比較CPU単元和存儲器盒之間的数据。
銀踪存儲器      1024字(眼踪出校数据=12点,3字)
功能規格
項目    規格
宏指令  由包含変量的指令射用約子程序、、
固定循琢吋飼    玉一999卵s(単位=lm8)
循琢対面盗視    在循杯吋回超迫】00ms吋,循]η;酎同超近称志責ON、而操作継接.{在PC汲置中可遊行没定,以伎此錯漠不投～1コ当循坪付同超泣循弥監視吋1司,操作停慮,循」不監視H寸1周遊定:以10ms力単位,0～9901τ問以1001田力単位,0～9990;以lsノ」単位,0～99sピ注循杯吋間的最大値和当館使僧1存在AR区。
レ0刷新 循再帰ll新、用10RF(097)届【1新,直接輸出刷新(在PC位置内没嵩.),中断論人刷新。(在PC技量中可分別段置力輸入中断,高速汁数器中断和定時中断刷新。)
在改変操作方式吋1/O存儲器的保持 取決干1/0保持位(SR25212)的ON/OFF状志。
頂載OFF 当CPU単元這行在RUN,MONIrOR又PROGRAM方式吋輸出単元的所有輸出可変力OFR、(用干緊急情況吋ダ止輸出,用rr茄滅,等等。)
用方定制的DIP汗美遊走   cPし宇元81j面的DIP升)ミ的引脚設定儲存在ARo712内,此段㌶可用作oN/oFF条件(例如,在武強操作和事防操作之阿切換),、
通電吋的方式投足        rl∫以
凋斌    †こ制畏位/変位,差昇監視,数据眼踪(定吋,毎次循珠,或在執行折令聞)、。
在裟編輯        CPU単元在MONrrOR方式酎可以以混用壊力車イノ夏冒用戸程序,,用cX-Pω91m㎜1er,1司吋可編輯兄分程1予映.
程序保炉        用戸程序,数据存儲器(DM6144-DM6655:只域DM),和PC没量(DM6600-DM6655)的写保抄:用DIP升美的引脚1汲置。
惜涙栓査        」・ll戸定叉的錯∫ノ1(即,川戸使用FAL(06)和FAIS(07)指令可定叉致命錯涙和非致命借i昊、、)注使用用再編程指令的致命錯洪可以停止操作.使用用戸端程指令在非致命錯俣吋可在特定位(尼衣)生成用方定叉的錯涙妃最。
備俣氾最        錯俣近永内緒存多込10ノト錯涙(包括用戸定又的錯渓)。信息包括錯涙代刑、惜俣細目和錯俣麦生的吋同、、
車行通信端山    内置外役端口:端程没各(包括手握編程器)連接、ヒ位机燵接、先規釣通信内置RS-232C端山:編程没各(不包括手提編程器)連接、上位迩接,先規釣通信,Nr鍵接(1:1方式),ll1数据継接。
        車行通信根釣RS-232C端口和RS-422A/485端U(分別ξ胃管):編程没各(不包括芋掘綿種R昇)連接_ヒ位燵接,元規約通信,Nr縫接(]=1方式),L1数据鑓接,規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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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規格                                
串行通信方式            CPI単元内晋端口         車行通信根端口
                内置外遊端[     内置RS-232C端山 
手提綿種器恵銭  用干与編程器通信、,     是(SW7:0N)      否      否
外部忌銭        用干与手振編程没書和cX-1㌔騨㎜1er通信。 是(SW7:0N)      否      否
上位縫接(SYSMACWAY)     用米直向CPu単元的1/0存儲器和使用ヒ位縫接命令的程月;。支持弓偏程佐清和OMRONI汀通信、,在此方式可八CQMIH戸力通信。 是(SW710N)      土      足
力規約  用干便用元規約或特換的{～用指令友送或接‖化多元左256ノト字廿6句数拶1　  疋(SW7:0N)      左      是
1=1数据鉦接     用乎辿迂数据縫桜L∫其官CQMIH或問C⑳H,CPMl,C200HX刀IG!41E或(=20〔}HSPC111通信    否      是      是
Nr鍵接(1:】方式,1:N方式)        用干与OMRONpr元和庁的数据交換.支持ld或llN(PCIIγr)連接,1注1:1方式和1=N力式不兼容,在lyr上努必須住用正碗前通イ吉端1-|。   否      是(仮1:1方式)   是(1:1方式或1:N方式)
規釣宏  用干」ヨ没有中右端口(如,RS-232C)的通用タト部没蚤自由交換数択、注此方式仮仮山斗行通信板支持      否      否      是
酎紳    有些存儲器食装各有司仲。注用干在女生錯』艮吋存備付同、、                        
輸入吋阿常数    用干力DC輸入単元設置ON(或OFF)‖向∫胆寸間.、可用没定11,2,4,8,]6,32,64,128ms,,                   
鬼瀬OFF稔測対向 AC電源:10～25ms,DC鬼瀬:5～25ms                  
存傭器保ザ1     保持区:保持位,数据存儲器和抄"展数据存儲器的内容,以及計数器完成称志的状志和当前値。注如果在PC的屯源接通H"/0保持位(SR25212)カON而PC汲置被置予保持1/0保持値状恣,則】R区和LR区的内容被保持。                        
向ヒ位燵接汁算机友送命令        使用TXD(一・)(通信端口輪日:D指令,能将上位鍵接命令胴泣友送至適辻上位健接系統連接的計算机。                       
近程編種籾監視  使用CPU単元的串行通信端[〕的上位縫接或外股忌裂通信,通辻Contro‖erI』11k系統用子PC的述程編穏和近程腔視。(但是,串行通宿根的串行通信端[不支持辻介功能、,)                  
程序検査        在操作升始吋挟行程序検査,。能登部類尤END(OD指令利1各指令惜俣項目,,CX-Programme池可用干検査程序(可設置程序検査的等級)。                  
苑池寿命        在25℃ツヨ5年(取決子」不境温度和屯源条件,最少:1年。)必須在5分仲内完成電池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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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規格
自診断  CPU錯i昊(監視汁II寸器)、1/0栓強錯洪、1/O忌残錯涙、存儲謡講↓昊、FALS系統錯俣(FAIS指令執そ丁或循杯盤祝吋阿超迂),FAL系統借淡(FAL指令執Z寸或PC設置錯俣等。)竜池借涙,御不吋間超迂儒緩和通信端[錯渓。
其宮功能        儲存屯源中断的次数(,〈儲存在AR区。)
内部電源消耗    CQMIH-CPU21/51/61=5VDC:840mA以下cQMIH-cPulh5vDC:840nA以下
尺寸    CQMIH-CPUII/21=187～57】×110×107mm(W×H×D)cQMIH-cPu51/61=187～603×uo×107mln(w×H×D)
称准賄付        RS-232C端日用連接器1只(CQM田－CPUI1除外)。捕座:XM2A-0901;外車IXM2S-0911-E－介CPM2A-BATo1屯地組(交貨財表装在CPU単元内)
2-2
2-2・-1
輸入単元規格
CPU単元的肉置24VDC輸入
項目
輸入屯圧
輸入阻抗
輸入屯流
ON電圧
OFF屯圧
ON延吋
OFF廷尉
愉人数
屯路配置
端子連接
CQMlH-CPU1†/21/51/61
24VDC+loo「n/-1部,
iN4和IN5=2.2KΩ;其官輸入,3.9KΩ
1N4和IN5:典型値IOinλ;]aj`'ピ輸入;典型値6mA(在24VDC副)
17.4VD(;以上
5.OVDC以下
鉄省値=8ms以下(祖℃設置内可成置力1至128ms之1司;児注)
訣省値18ms以下(在PC設置内可汲置力1至128ms之同;見住)
16点(16輸入/公共端,]ノト[路)
|
}聖霊騰i
:._1
注播号車的数字是用干IN4和IN5,輸入
屯源扱性可以以狂句方面連接、,
㌧;
;〔⑥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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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ooOOO--IROOOI5息是分配姶CPU単元的16点肉置輸入e
・輸人INO・-IN3(対座rFIROOOOO～IROOOO3)可以往PC汲置中波置力輸入中
断,、
・鰍IN4-IN7(対肝IROOOO4-IROOOO6)可以用作高蹄数器0.
端子    輸入号  輸入位  功能
BO      INO     lROOOOO 正常輪入域輸入中断㈱人中断方式或汁数器方式)1在PC没置内汲置(DM6628)。
AO      IN1     IROOOOl 
B1      IN2     IROOOO2 
Al      IN3     IROOOO3 
B2      IN4     IROOOO4 正常輸入或「溺二日数器o:在PC没皇土内取宵(DM6642)。
A2      lN5     lROOOO5 
B3      IN6     IROGOG6 
A3      IN7     IROOOO7 只能用作常規輸入。
～      ～      ■'     
B7      INl4    IROOOI4 
A7      1M5     IRO(X)15        
注如果INO-IN3在PC没置内汲置方輸入中断,則輸人中断的ON和OFF延吋
分別固定在最大0.1ms和最大0.5ms。如果1N4～IN6汝腎助1封作高速計数器
中断,則高速計数器間延吋如下表所示。
輸入    遵増方式1相性差方式     
IN4(A)  5K月z   2,5KHz
IN5(B)  'ド規輸入       
IN6(Z)  ⑪N:ムー}ミ最ノj、100μs;OFF延1吋;」要求取ノ1、500{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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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n旬立詠沖如下:
輸入A(IN4)r輸入B(IN5)
逓増方式(最大5KHz)
ON
相A
OFF
最小90μs
相位差方式(最k2.5KHz)
最小400Ps
ON
相A50%
eFF
ON
相B50%
OFF
T],T2,T3,T4;最ノIN90tXs
輸入Z(IN6)
最小100tユS
ON
相Z
OFF
最ノ」、500#s
        最小2001」s             
        最小90μs'      一      
                1       
＼      一      ＼      
        …v…           ＼‥'一一
…・ゾ                  ''"ソ           
        ・・一一        ＼                      ∠...一、
        /               ＼閏一■■一「司                
                TIT2了3T4                       /
小90内  一日トー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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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DC輸入単元
項目    CQM1-ID211                              CQM1-lD212                      
名称    12-24VDC&点輸入単元                             24VDC16点輸入単元                       
輸入電圧        12-24VDC+10%/.15%                               24VDC+10%/-15%                  
輸入阻抗        2,4KΩ                          3.9KΩ                  
輸入電流        典型値10mA(在24VDC吋)                           典型値6mA(至24VDC日寸)                  
ON塩圧  最小10.2VDC                             最小14.4VDC                     
OFF塩圧 最大3.OVDC                              最大5,0VDC                      
ON延日寸        訣省値:8ms以下(在PC没貴内可設置力1-128ms,児注)                          訣省値:8ms以下(在PC設置内可没重力1-128ms児注)                   
OFF延吋 訣省債:8ms以下(在PC没畳内可設置力1-128ms,兄注)                          訣省値=8ms以下(在PC汲置内可没貴方1-128ms見注)                   
輸人数  8点(単独5公共端)                                16点(16点/公共端,1介回路)                       
内部屯流消耗    最大50mA,在5VDC日寸                             最大85mA,在5VDC口封                     
重量    最大1809                                最大1809                        
電路配置        「一ーーー－lNO:2.2kΩ          輸入IED「:                                      1..」
        ÷認ご・鴇～、          _[縫'(醐                                晶      
        一,山群.∴晋÷.七一∈1:杵注輸入屯源根性可以以任何方向連接。     一一    '、、.江醸1-一_.一.」           簸塁YL.._一一注輸入屯源根性可以以任何方向連接。                 
端子連接        －lN匡i鐘・_十－lN[堅6。・_十－lN団坐伽一一+IN巨三三6・M-一+IN[壁面.、一十－lN5E撃面・・一一+lN6己cあ・一_+INE壁面・・一+NC     ⑭⑤⑧⑧⑭⑥A6⑤        ㊥⑪㊥㊥㊥⑧㊥㊥㊥              _δ℃IN1L_δ「5隅1]5「51N2◆_」5「5tN3十_言61N4ト六♂N5↓_≡IN6L示51N7L言さIN86_.δ〔51N9L言6Mo占_六さIN1と_品N12十_5「51N3占_5「5M4目51N5COM_コ1・↓c。ML.→卜二◆⇔   ㊥⑧@㊥④⑧⑧◎㊥       ◎⑤⑧㊥㊥⑧⑧㊥㊥      
        lN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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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名称
輸入屯圧
輸入阻抗
輸入屯流
ON屯圧
OFF亀屋
ON廷尉
OFF延酎
輸人数
内部電流消耗
重量
屯路配置
端子連接
CQM1-iD2"
12VDC16点輸入単元
12VDC+}o%/-15%
1、8KΩ
典型値6mA(在24VDC的)
最ノ」、8,0VDC
最大3.OVDC
訣省値:8ms(在PC没豊中可汲置力1-128ms,見注)
訣省値:8ms(在PC汲置中可-没置力1-128ms,見注)
16点(16点/公共端,1ノト電路)
最大85mA,在5VDC吋
最大1809
繊Ω
二二COM・620Ω
L
注輸入屯源根性可以以任何方向連接。
㌫一瀞
西l
ll(剰
_」
_δ「51NO六5囚1_δでIN2=5】N3_言るIN4≡IN5_δ頃δIN6_δτIN7_六51N8言δ19噸5Mo_言δ脚1_8「5N、2_δ「5113_δ'δN14_8で115COMコ1」C・M→←」      ㊥⑧㊥㊥⑭⑧⑧⑧⑧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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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名称
輸入亀圧
輸入阻抗
輸入自流
ON亀圧
OFF南庄
ON延討
OFF延吋
輸入数
内部亀流消耗
重量
屯路配置
端子連接
CQM1-1D2t1
12VDC32点輸入.単元
12VDC+iO「A)/-ls.".
2.2KΩ
典型値4n吐(在12VDC吋)
最小8.OVDC
最大3.OVDC
訣省億18ms(在pC設置内阿波置力1～128ms,児?li三)
訣省値1&11s(在PC炭量内可佼智力1-1281115,見住)
32点(32,点/公共端,1ノト回路)
5VDC,最大17ChnA
最大1609
備
,
纏
　　　ロロトタ　タコ　コ
「i麟
"r
…一当一'
へ
…「春江阻
自㍉
・主1山
12VDC
12VDC
Wdm
Wd{:,+1〕
:DcI,L,         －iN            11              INO一           
                        『N1-N→当N酬ユ・                       lM-lN2一内3-lN4-一蹴            
                                2i2                             
                                34      34                      
                                5       5                       
DC,⊥一 十:1                    6ア     67                      
                                8       8                       
                                9       9                       
                                                                :4⊥.T:■::⊥:二
                                10      iO                      
        十              COM酬追酬_一↓Nlloo-一譜酬一4N鴇OO-一楽COMNCNC                  輸lN9"■一→蛎.端坐旦1綜旦1ミ品         +T
                                竹121314二16、7 ↑112131416†7                  
                                ¶8     18      COM             
                                                __._.NCNC               
                                19      19                      
                                20      20                      
i2VDC
12VOC
輪人電源的根性可以是正叫以
是負。然而所有公主1ξ端的扱性必
須一致。
各COM端子在内:部迩接,但官田
全部必須用残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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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単元規格
第2-2弔
項目
名称
輸入電圧
輸入阻抗
輸入亀流
ON屯圧/亀流
OFFF邑ぽ/電流
ON延吋
OFF延吋
輸入数
内部亀流消耗
重量
屯路配置
CQM1-ID211
24VDC32点輸人単元
24VDC+lo'"/-15%
5.6KΩ
典,i型値4mA(在24VDCl1寸)
最4、14.4VDC
最大5.OVDC
幼省値:最大8ms(可以在PC没豊中設置力1～128ms
之1旬)
敏省値=最大8ms(可以在PC没豊中設置力1～128ms
之同)
32点(32論人/公共端,1介回路)。
5VD(二,170mA
最大1609.
COM
INOO
～
AINO7
COM
INO8
～
IN15
COM
INOO
～
INO7
COM
INO8
～
IN15
620Ω
5,6kΩ
620Ω
5.6kΩ
輸入
LEDゴ
輸入
LEDゾ
CQM1・-ED212
24VDC32点輸入単元
24VDC+lo%/-tS,m,
3.9KΩ
典型偵6mA(在24VDC吋)
最/2、15,4VDC/3.5mA
最大5.OVDC/lmA
訣省値=最大8ms(可以在PC没置中段貴方1～128ms
之回)
訣省値:最大8ms(可以在PC設置中段貴方1～128ms
之同)
3Z点(32輸入/公共端,1介回路)同村方ON的輸入点
数受杯境温度服制,見表層醜聞。
5VDC,最大170mA
最大1609
A
B
COM'
lNOO
～
lNO7
COM
INO8
～
tMsO
COMふ
lNOO
～
lNO7
COM
INe8
～
lN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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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単元規格
第2-2弔
項目
端子連接
CQMI-ID213
Wdm
24VDC
⊥
T+
24VDC
⊥
]
〒-----1
売。。。一。。語。
012341
NNNNN
OOOOOOOO
89CC
NNM……MlNN
B123
45678910111213
4「567,負∨90
1「-・'}-'12
A-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1困lNNNN
㏄売㏄討口口台抱
負冒9
スユきき
N。難『。。.『。。c
WdCm+1}
:
24VDC
⊥
.T
.〒
」
輸入屯源的根性可以是正也可以是灸、、然而所有公
共端的根性必須是相同。COM端子在内部連接,仙宮
伯全部必須用銭連接。
CQM1-ID214
Wdm
24VDC
⊥
T+
24VDC
⊥
]
T------
A
-}N
1
当M
2
一刑
3
.一・1IN
4
三一三〔IN
5
ぢ
『!17
≡附8
Cg
N810
-→N9
11
1
12
_→M1
13
1
14
1
15
_■SN1
16
]
17
18
NC伯
20
NC
N－N－N－N－N
N崎嶋一
合9、TCC
NNNM陪MMNN
7a91011121314151617181920
waCm+1)
二
⊥24VDC
+T
:
⊥⊥_
T
輸入屯源的根性可以是正也可以足頚。然而所有公
共端的根性必須是相同。COM端子在内部連接,但官
伯全部必須用鋳造接。
CQM1-一一1D214的回附力ON的輸入点数
間間力ON的点数与的圷境温度
論人IU山24.OVDC
t討
24
o
.一一一..一一ーー一.よ1-s●●一輪一一ーー一一τ・冶一一ーー一,一口一,→ :       ●1:」
43杯境温度(℃)  5       9弱
輸入屯J.,i{=26.4VDC
泣
(℃}
24
6●㎡
o
ひT}ー
"一
喝一
っおめ
(。C)
50ss{t)
琢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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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単元規格
第2-2市
項目
名称
輸入屯圧
縮人阻杭
輪人毛流
ON屯圧
OFF電圧
ON延吋
OFF延H;]'
輸人数
内部屯流消耗
手遠
屯路11L晋
端子近接
CQM1-IA121
lOO--120VAC8点輸入単元
100～120V.IXC'iO"A'/-15ee.,50/60Hz
20KΩ(50Hz),17KΩ(60Hz)
メ{↓i型伯:5mA(在100VAC日寸)
最ノ」、60VDC
最大20VDC
最大35nxs
最大55ms
8点(亀点/公共端,1介回路)
最大50mA,在5VDC吋
最大210g
当一}
　
～1,71470Ω68kΩ
類"嚇1
～
COMl
輸λ一「
堅五.i
i:(團i
O.15μF2、7kΩ
|
1,
`}II
輸入屯源的板摺ロ∫以メL正也可以是負.然而,所有
公共端的扱柱必胡是相同,,
▲00・-120VAC
CQM1-iA22t
200-240VAC8点輸入単元
200～24,0VAC+`oc{/-LS.os,50/6014z
38KΩ(50Hz),32KΩ(60Hz)
典型値6nVlj.(在200VAC吋)
最小150VAC
最大40VAC
最大35rns
最大55ms
亀点(乳点/公共端,]介回路)
最大50mA,在5VDC吋
最大2)Og
幾
/,。プ82。Ω220kΩ
答十、
lr
～l
COMフ
10・0821・F8・2kS)
「1
一
瞳
タ
目い⊃」
一
輪入屯源的扱性可以是正也可以里預,、然而,所有
公共端的扱性必須是相同、、
                        t@      
        か一〈)O←一一c)(〉〕ひ旦_L             〆'へ哩ノ       
        －INO-◇o…-IN1-IN2-IN〔一別4ウ…o(}…-IN5←oo-一－IN6-INo-'一ト内C     一一〆＼煕伝;、＼/㊥㊥㊥        ㊥      
        ←一一〇〇←→L山               ㊥      
                        ㊥      
        NC)NC           ⑰、、〆        
        1山⊆」・NCトー一・トーNClCOM   ㊦NC・⑧                
                        ㊥      
                        ㊥      
                叫⑰    r＼     
        _⑤1…  ㊥      ㊥i`    
                                
200～240V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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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単元規格
第2-3芋
2-3輸出単元規格
2-3-1纏屯器輸出単元
項目
名称
最大升芙能力
最小井ノ能力
搬1量器
地竜外1二作寿命
ON延吋
OFF鋤け
輸出点数
内部屯流消耗
矛最
lE踏肥古.
端子連接
CQM1-OC221
a意趣屯器輸出単元
2A,250VAC(c:osφ=1)
2A,250VAC(c(,s¢=0,4)
2A,24VDC(16A/単元)
10rrlA.,5Vl:)C
G6D.-1A
屯伐:幼作300,000次(屯阻負戦)
幼稚100,0(X〕次(屯感頂載)
W'L械:云力・作i20,000,000次(少tL}1二)
取大10ms
最大5tns
8点(独ン1公共船
最大43{InA,在5VDC財
最大2009
「一一'アー…緬「
　へ
'[.11f)
　フ
窒紺・'1〔蛋÷
　　むけ　
:エ輸出:～識Ac、2A
LEDi。、,,24VDC、2A
:當il・一越'…3
L-一..」c。M7
ヅi㊥
:⑧
⑧
…⑬
Si
命i
fi'「・E7
A6」`
さワ
め・
㊥
④
CQM1-OC222
随意触点輸}ll単元
2A,250VACC　¢=D
2A,250VAC(c!osφ=0,4)
2A,24VDC(8A/単元)
lOinA,5VDC
G61)-LA
屯C:動作300,000次(屯阻f」、載)
幼稚100,000次(1・邑～惑.fＬsi載)
あ「L方爽:云カイ乍20,000,00〔〕次(見}f三)
最大10rns
最大5m、
]6,t,S,(16,,Z/公共端,1介山路)
良人850111A,在5Vl)C日寸
最大23咋
「"'
…ノ舶∵「。UT・
1.JDD
㌫9・
lL
OUTl
ill{"～三÷
」COM最大
250VAC:21、
24Vl〕(.:=2A
        oU†oLOUT、1/一＼               .'1⑥i  
        ト《D.ouT2i.トー①。UT3 砂/一＼ /　＼-k弓1ノ.i  
        OUT4    廼ジ    /'＼叉ノ        
        ←一①。u了5    i/一'＼IiUi⑲           
        ⇒トー①…①。UT6iOUT7⇒・一①。UT8ト           ⑧、    
                        ㊥1     
        ・一一①ouτ'                   
        蓮㌫.①Ouγ12   ㊨/、㊨ 倫)i＼,,..＼ilさiり1…/..＼さり 
        ・一(歩uT13・①OUT14    /＼ぷ元・一'            
                一、・邑z)              
        ←一([P旦T15COM         ㊥      
        _◎lc。M        ㊨              
                                
注上表中継電器工作寿命値代表最小値。下表姶出実1赤工作寿命的参考値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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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単元規格
第2-3市
CQM1-一一〇C221/222的継屯器工作寿命
部即
↑10◎
ミ
継50
碁30
8
『
完10
三
勲
章
峠
01234
O
A
Oσ(
流
8も
7入
升
6
5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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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単元規格
第2-3is
項目    CQM1-OC221                                      
名称    8点地竜器輸出単元                                       
最大升美能力    2A,250VAC(c。s¢=1)2A,250VAC(cos¢=0,4)2A,24VDC(16A/単元)                                       
最小i汗美能力   1(hnA,5VDC                                      
継亀器  G6D-IA或G6RN-1A                                 
継亀器工作寿命  rE民的:劫作300,000次枕被的=動作10,000,㎜次(児注)                                        
ON延吋  最大15ms                                        
OFF延吋 最大5ms                                 
輸出点数        8点(独立公共端)                                 
内部電流消耗    最大440mA,在5VDC吋                                      
重量    最大2709                                        
車路配置                r戸             ノ輸出『…⊃1夏ED1      lOUTO・・し"?rレ～÷†.占'●・」COMO1最大1～250VAC・2A24VDCI2AOUT7鍵:…:r..」。。M7     
        1:      内部屯路                                
                        .一」一冷.                      
                                                
                1州偲皆                         
                                                
        lL      1内部・1巳路    薄:?                    
                                                
                                                
端子連接                ㊨                              
                                        ㊥      
                                        ㊥◎    
                                        ㊥      
                                        ㊥;     
                のOUT1～MlOUT2茎OUT3七竃iOUT6〔8・　OUT7〔8・…:芸              ⑭A1醍A3㊥⑧⑧◎⑧      ⑧      
                                        ⑧      
                                        ㊥      
                                        ㊥      
                                                
注上表中的継屯器工作寿命値代表二最小値。下表給出雲隊工作寿命的参数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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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単元規格
第2-3市
CQM†一一〇C224的継電器工作寿命
100
_50
藁3・
§iO
－×)但A川宅[
01234
0
1
9
8
7流
屯
6美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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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単元規格
第2-3苓
2-3-2晶律管輸出単元
項目                                    CQM1-OC221              
名称    8点晶体管輸出単元                                               
最大升美能力    2A在24VDα1{}%/.15併5A億万                                              
漏自流  最大0,hnA                                               
剰余電圧        最大0.7V                                                
ON延吋  最大0.1ms                                               
OFF延吋 最大0.3ms                                               
輸出点数        &点(a点/公共端,1介回路)                                         
内部屯流消耗    最大90mA在最大5VDC吋                                            
保険些          7A(毎公共端一介),使用的保障貨不是用戸可更換的。                                 
工作亀流                最小15mA在24VDC÷10保/一瓢(1.9mA×ON的点数)                                     
重量    最大20咋                                                
1も路配置       |                                       一一    
                                                        +VloLlOUTア1し1亨24VDC`COMl
                　「一一ーーーーー一一                  一一            
        `       壷豊一                  ;       lI      
                                '               1       
                                        工              
        :L                                      1保燈1些7A[__一___」    
                                        一唱'.一一一唱A一               
端子連接                一◎。UT。←①。u↑10UT2鞠OUT3『ト①。UT4←一①。UT5↑一①。UT6十一①。u「7宝lNC典・売国荒      ㊥⑧◎㊥⑧⑧⑧◎        ㊥1㊥⑧㊥㊥⑧㊥㊥一㊥           注      +DC和公共端的迩接不要接反。如果+DC和公共端的連接不正碗,会危及内部屯路。
                「メ1.c。M      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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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単元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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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名称
最大升美能力
漏電流
剰余亀屋
ON延吋
OFF廷尉
輸出点数
内部自流消耗
保険牲
工作屯源
重量
屯路配置
端子連接
CQMI-OD212
16点愚律管輸出単元
50mA在4,5VDC～300mA在26.4V(見下闇)
最大0.1mA
最大O,8V
最大0.Ims
最大0.4ms
16点(16,Ft,/公共端,1ノト屯路)
最大t.70inA5VDC吋
5A(毎公共端1介),使用的
保障盤不是用戸可更換的。
最小4α11A在5～24VDC±10%(2,5niA×ON的点数)
最大}80q.
「一一輸出
麟s
〉
L
最大升美能力(毎点)
に
OO
O5
3
(書)山杖寝
20426.4+V{V,
}i
4.5
∫
26,4
VDC
最大升沢能力(躬L的慈和)
頴"aρ朗
(巴山名畷
o
4555(・c,
        F蛋白⑧         ㊥
        鵠              ㊥
        鵠              ⑧
        ・…一①OUT6            ㊥
        。ill2。漂←◎。uη←一①。uT8晋1。+DC          ㊥
        嬬ト《)包丁"    ◎@⑧⑧⑧⑧◎   ⑧
        L①。UT12十一(D匹T13            ㊥
        十一一◎。UT14トく弾15          ㊥
                        @
        一日8.c。M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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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単元規格
第2-3弔
項目
名称
最大井美能力
漏南流
剰余亀1玉
ON延}吋
OFF延吋
輸出点数
内部電流消耗
保険≧
工作亀源
重量
電路配置
CQM1-OD212
3Z点晶体管輸出単元
16mA在4.5VDC～100mA在26,4V(見下関)
最大0.]mA
最大0.8V
最大O.Ims
最大O.4rnli
32点(32点/公共端,IAI屯路)
最大240mA5VDC吋
3.5A(毎公共端】ノト),使用的
保険盤不足用戸可更換的。
最小110mA在5・-24VDC±10%(3.4nA×ON的点数)
最大180g
最大升美能力(短点)
100
⊇
連
山5。
田騒15
+∨
∩∨7,凸05
刊mM刊刊M
UJUOVU↓UOV
OOC
+O
OC+
つφ巾泡‥鴎
4SYO204264+V{V)
OUTOO
～
OOUTO7
COM
+V
OOUTO8
↓
OUTIs
COM
+V
A
ー
く
1-1ふーーノ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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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単元規格
第2-3常
項目
端子達接
CQM1-OD213
Wdm
B
WCttm+t}
…                              1       1               
                        1       2       2       寸      
        →L_.   .       峨㌃し4L        345     345     上竪,,oo=i      ご
                        LOUT6し噺       678     67B     蓼      
                                9       9               
        のC                                     ◆DC    
                                10      10              
                        σ巴L7園        1112    1112    顯      
                        L       13      13              
                        ¶1                     コuT1⑱ 
                        L       14      14      L       
        t       =       12L     15115           OUT`2L-"∨1⑱3  碁
                        口                              
                        L       16      16      Luv714  
                        4                               
                        L       17      17      L       
                        `5                      ∪      
                L               18      t8              
                OOM                             c       
                                tg目9                   
        +DC                                     ◆DC    
4,5～26.4VDC
COM端子在内部連接,但富田全部
必須用銭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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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単元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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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名称
最大升美能力
漏亀流
剰余亀屋
ON延酎
OFF廷尉
輸出点数
内部電流消耗
保険i笙
工作亀源
重量
FE路配置
端子連接
CQM1-OD212
16点PNP晶体管輸出単元
50mA,在4.5VDC～300mA在26.4V(見下国)
最大0.1mA
最大O.8V
最大0.1ms
最大0,4ms
16点(16点/公共端,1介回路)
最大170mA,在5VDC吋
3,5A(毎公共端P卜),使用2十
保険些不足用戸可更換的。
最小60mA在5・…24VDC±10%(3,5mA×ON的点数)
最大210g
言、。。
:
益
50
L
ピ:端己 保障廷13・5A6+∨市「i㎝.o               よ{
'[              1?寸二  
、ζv栴●疫     註饗    1～OUT15〔①一→        
「.             1吋d    
                lOV     
._J
4.5
{+)
～
26.4
{一)
VDC
大井美能力(毎点)
45
20.426.4+V{V}
(巴山来路
(U85543 最大升美能力(短点)
        
        ＼ii」1
O
3955〔。C}
垣      仁8課…認               荷⑧
        藁仁8・皿←くDOUT6←{)OUT7←◎。UT8←①OUT9仁8器←.◎OUT←G口UT1峯_①OUT←CρUT1ヨ1+co  ⑭◎@㊥。⑧、⑧、⑭⑤   ⑧㊥㊥⑥㊥⑧㊥
        OV      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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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単元規格
第2-3市
項目    CQM1-OD215                                      
名称    臆PNP晶体管輸出単元                                     
最大升美能力    1.OA在24VDC+10免/.15%4A/単元                                    
漏南流  最大0.1mA                                       
剰余屯圧        最大】.2V                                       
ON延吋  最大0.2mS                                       
OFF延吋 最大0.8mS                                       
輸出点数        札点(凡点/公共端,1介回路)                                       
内部屯流消耗    最大UOmA,在最大5VDC吋                                   
工作屯源        最小24mA,在24VDC+1梛/一働(3mAxON的点数)                                 
重量    最大2409                                        
根警輸出        輸出数          2介輸出ALMO:撮警輸出0{jTO～3ALMIl根警輸出OUT4-7                 
        輸出規格                最大井1美能力:100mA在24VDC+1脇/一瓢漏屯流:最大0.ImA剰余屯圧:最大0.7V                    
宴位輸入        輸入点数                2介輸入Rsro:星位輸入OUTO-3RST1=変位輸入OUT4-7                   
        輸入規格                輸入屯圧言24VDC'】脇/一酬輸入屯流17mA,椋准(24VDC)ON砲座1最小16.OVDCOFF塩圧:最大5.OVDC                   
短路保捌児注)   ‡金側屯流:2A(最小値),1,6A(典型値)                                      
電路配置                                一「、、V。C            
        111111  「=一一1「一                            
                内部屯路                ^+V             
                        輸出轟二棚≧叫事        1・UT・d←)     ‡・}   〕才障輸出)夏位輸入
                        ▼㌔一ーイ                      
                        輸出LED /・㎞(封1               
                        扱警塁ぱ目                      
                        ㌦・・-r        鎧酬            
                                四人RST把               
                        }羅蕊   lRSτ1__.吋・v..                
                        一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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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age 6023]---------------------



輸出単元規格
第2-3市
端子連接
        OUTO                    ㊥
        噸              ⑧      
        ←①OUTloUT2                    ⑤
        嬬              ⑧      
        O器、                   ㊥
        罵              ⑧      
        。蒜、                  ㊥
        w               ㊥      
        揺篭                    ㊥
                        ④      
        饒告1                   ⑧
        ←一◎刷1                       
                培』。M ⑧⑧    ㊥
                                ⑧
                OV      ◎      
                                ㊥
        .llド晋         ㊥      
                                
注如果任一輸出的輸出屯流超辻検温自流,則包指抜輸出的4全点(OUTO～3
或OUT4～7)的輸出会蛮力OFF。在此間吋,根警輸出(AIJM1或ALM1)会蛮力
ON且根警指示灯会点亮。
如果扱警輸出蛮力ON,則首先排除引起栓測屯流枝超迂射向題。然后将在撮
警輸出変ON赴芳辺的夏位輸入(RSTO或RSTD的ON蛮力OFF。然后扱警輸
出指示灯会美闇。撮警輸出会変力OFF,且輸出触点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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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名称
最大井美能力
漏南流
剰余亀圧
ON延酎
OFF延吋
輸出点数
内部南流消耗
保険竺
工作亀源
重量
撮警輸出
短路保炉(見注)
電路配置
CQM1-OD2i5
3Z点PNP晶律管輸出単元
O.5A在24VDC`iO「kJ/.15・th
5A/単元
最大0.lmA
最大0.8V
最大0,1mS
最大O.3mS
321某(32点/公共端,IAI回路)
最大240mA,在最大5VDC吋
7A(毎公共eemlAl),使用1介
保障廷不是用戸可更換的
最小160TiiA,在24VDC"otn/-15,c・(5inAxON的点数)
最大210g
輸出数
輸出規格
1介輸出(PNP):当]ISi測出輸出短路或泣電流時変ON。
最大ア「疋能力:
漏電流:
剰余屯1」三=
5(hiiA在24VDC+loc"'/..tS,
最大0.lmA
最大0.8V
検卵電流:O,7～2.5A(在清除措炭后自動恢宴道行)
「‥
T.ED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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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COM端子和OV輸出是在内部連
接,但宅部全部必須用銭連接。
注如果任一輸出的輸出屯流超迂槍測南流,則輸出会,YカOEF。在此同時,根警
輸出(A:LM)会蛮力ON(LOW)。
如果扱警輸出蛮力ON,測排除引起栓測南流被超違射向題。元件的内部温度
会下降且振警会自助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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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端双向晶削管輸出単元
項目
名称
最大升美能力
泥亀流
剰余亀圧
ON延吋
OFF延吋
輸出点数
内部亀沈滞耗
保険牲
重量
屯路配置
端子連接
CQM1-OA221
&点三端双向島廟管単元
O.4A100～240VAC珂寸
最大1蝋,在100VAC和最大2mA.在200VAC
最大1.5V(0.4A)
最大6mg.
最大1/2Jd期+5ms
8点包点/公共端,2介電路)
最小110TnA,至5VDC
2A(毎公共端1介),使用2↑。
保険銘不足用戸可更換的。
最大2409
一              一一'－L.一'1↓・UT・・ 
        .       llへ    L1
                ,≠。UTO3-nOMO  
        一「、  保険廷2A:60uTO4 100印し
                ]       c～
                才:1:7r一       
椥四タ2A`
100'・'240VAC
1eo・J240VAC
OUτO,                  ;㊥     
℃                              
        c。M。`⑧OUT1           ⑧      、
口              ?⑤             
        』c器2          ㊥      
栂栂            ⑧              
        、COMOOUT3              ㊥      
        COMO    ⑧              
一千9・一◎OUT4                 ⑨      
                ㊥              
栂      c器,            ⑧      
'口             ㊦              
        .COMVOUT6               ㊥      
」口    COM1    ⑧              
        OUT7            ⑧      
                ◎⑧            
一一◎・        'COMIclNC               ㊥      
                                
COMOi和COM1在内部不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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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名称
最大井美能力
最小升美能力
漏亀流
剰余電圧
ON延吋
OFF延酎
輸出数
浪漏電流
内部自流消耗
保険竺
重量
屯路配置
端子連接
CQM1-OA222
6点三端双向島伸1管輸出単元
0,4A,在lOO～240VAC(50/60Hz)
】OOmA,在10VAC
50mA,在24VAC
10mA,在100VAC
10mA,看三240VAC
最大lmA,在100VAC和最大2mA,在200VAC
最大1.5V(0.4A)
最大lms
最大1/2負戦頻率周期+lnis
向点(4点/公共瑞,1介回路;乳点/公共端,P↑㌧回路)
6A,100ims
15A,10ms
最大250mA,在5VDC
5A,在250V(毎公共端1介),使用2介
保険廷不是用戸可更換的。
最大2409
†OO・v240VAC
100'>240VAC
OUTO                    ㊥
一①            ㊥      
        c器,            ⑧
占              ◎      
        c器、           ㊥
」              ㊥      
        』c器3          ⑧
口口亡8‥～             ㊥      
,c器                    ⑧
℃              ㊥      
        c蒜,            ⑧
栂                      
                        ㊥
        き遮;・C1籠     A5㊥⑤  ⑧
                        ㊥
        1       ⑧      
COMO和COMI在内部不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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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単元
本章洋網焼明2R成CQMIH的単元的功能和木清
井給出夫子各論程没養和通信規萢的資料。
3-・lCPU単元
3-2
123456789
一一}一一隅一一一
11Tムー-]111⊥
一一一一ー一一ー一
333333333
指示灯
竜池船蓋
竜池
DIP升実
存備器金
串行通信端口
外没端口
内置RS-232C端口
内揃件板槽1和槽2
3-3
3-4
3-5
3-1-10内直輸入
屯源単元
3-2-1屯源単元自]件
3-2-2FE源単jii己白勺逸i舞…
3-2-3単元重量
1/0単元
内描件板
編程最寄
3--5-1乎握編程器
3-5-2支↑寺軟件
23445588901112355678
77777777788888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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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
CPU単元
有四神不同的CPU単元。遠些単元都列在下表中。四ノト型号可以分力丙組=
支持内挿件板和通信単元射利不支持的。CPU単元在程序容量,1/0容量,EM
的可用性相内量RS-232C端口方面也存在差昇。
型号    レo容量(点数,兄注)      程序容量{K字)   CPU単元肉置輸入点       DM容量(K字)     EM容量(K字)     内貴弟行通信端ロ                内挿件板        通信単元
                                                外役端口        RS-232C端ロ             
CQMIH-CPU61     512     15.2    Dc:16   6       6       疋      是      支持    支持
CQMIH-CPU51             7.2             6       元                              
CQMIH-CPU21     256     3.2             3                               不支持  不支持
CQMIH-CPUI1                                                     否              
注1/0容量=輸入点数(≦256)+輸出点数(≦256)。
CPU単元狙件
竜池舶蓋
打升此蓋以操作電
池,DIP汗美和存借
券盒。
外燈鋳口＼
用米迎接編程没各,
如手経輪程器或退行
曇玩三澱雛継
接和元規約通信。
解㌫認羅躍て
pc通信的上位鑓接,先
規釣,1:正数据鍵接,或
NT燵接(1=1方式)L=
一
滑映
用米緊周部近年元、、
連接器
用詰合遅桜器水平面添加単元
ll
『τ
内描件根差
女装因捕件板付卸去遠些孟子,、
内挿件板槽2(右槽)
用此槽安装高速汁数板,豚汁1/0板,絶対債編
碍接目板,模掘量改定板或模測量1/0板。
内播件板槽(左槽)
用此槽女装高速計数器板,模測
量改定板,或串行通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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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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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一・1指示灯
RUN指示灯(緑色)
「C臓在正働嚥
三滋滋
')・E"1i',,'r',,i　Il1"
L齢/扱警指示灯(22色)
当有罪致命錯i昊村内螺。
CPU8迷徴送そ丁,
ぷ　　/、∵、、　、輸入状恋指示灯
tt㌻'Il・一間x地利P碑元的1臓
r㌧∴■∴.、」r齢点EIgl}{O・Ol剛人横句
　　rt..if■　　・ON/OFF状悉。
輸出禁止指示灯(INH)(黄色)
当輸出OFF位(SR25212)変ON吋点亮i:.所有輸出単元的輸f{都蛮
力eFr、
当有致命錯渉吋点亮。
RUN手量ガζよＴkIAj,CPU単
元遠行停止,而所有輸出
者1～変ラ勺o正1.
[
外部端口指示灯(PRPHL)(黄色)
当CPU単元通江外部端口在在tj男外的没各通信日寸固煉L:
内装RS-232C端口指示灯(黄色)
当CPU単元通江RS-232C端[在与男外ψ勺没各通1部吋内
線(CQM至H-CPU11.)
指示灯  顔色    状杏    意文
RUN     斑色    亡二    在MOMTOR或RUN方式下PC『ド道行,
                不亮    在PROGRAM方式,或因致命措渓↓」ヒ追行吋PC{亭止送行.
ERR/ALM 紅色    亮      麦生了致命櫟}昊.CPU単元畜IL送行,且所有輸出単元的輸{{都蛮力OFF。
                囚煤    麦生了→卜致命措i芙,CPU単元継接道行。
                不売    CPU単元在正常遠行或麦生了Wa■hdr)g汁吋器錯咲。
lMI     黄色    亮      輸出OFF位(SR25212)己変i力ON,.所有輸出的輸出蛮力(}FF。
                不売    輸出OFF位(SR252】2)カOFF∵
PRPHI、 黄色    亮      CPU単元通迂外部端山在通信。
                不発    CPU単元段通迂外役端[在通信、
COMM    黄色    亮      CPU単元通道内習:RS-232C端口在友送和接収、
                不亮    CPU単元没道辻肉置RS-232C端口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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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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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竜池船蓋
将指尖或小型螺望月播人孟子底部的旋隙,向上打升抱地舵蓋,。
丸池龍蓋①
⇒
DIP汗美
竜池
存儲躍食安装糟
(方月齢D
3-1-3屯池
CPU単元有一介内部塩池。腓E池支持下列数択.
・1/O存儲器(包括PC汲置:)
・用戸程序
・吋紳数据(変装帯有吋紳的存儲器食付)。竜池寿命在琢境温度力25℃耐
力5年,,当FE池寿命期限到吋,CPU単元前面的ERR/ALM指示灯会点亮。庇
在一周内更換新屯池。
更換竜池組
CPV単元
型号:CPM2A-BATOI
存借券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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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除更換竜池対外,不要卸下電池。如果在卸下電池后在5分紳内不更換的,則
会去失内部数据。美干更換電池射倖情,清参閲第6-2市竜池更換。
3-1-4DIP升美
3-1-5存傭器盒
春情器盒
DIP升美是月来汲置下列参数:存借券写保炉存儲器盒数据的自助借送,手
提編程器顕示酒害,打展指令鎧,通信汲置,用戸可碗定的設定和与外没端口
連接的没各。美干洋情,清参閲第6一工手DIP升美改定。
存楮器盒可以安装在CPU単元内,以便侍送或比較CPU単元和存儲署盒之
河的下列数据。
・用∫h程序
・数据存儲器
(只漢DM:DM6144～DM6568;PC設置:DM6600--DM6655)
・打」展‡旨令イ青息、
不必指定逮/写区。所有数据同…批侍送,、存儲器盒必須分別胸芙。
CPU単元
1                               
                                
        し一レ0存儲器□掘方⊂勝運       匡              存儲器盒㌫㎜]隠比較
        　　鎚L_」　                    
存儲器盒神業
存儲器盒有三秤美型:EEPROM,EPROM和囚煤存傭器。下表列出通用的存儲
器盒的型号。
存傭器  型号    規格
EEPROMl CQMl-MEO4K      4K宇,不帯吋帥
        CO組－MEO4R     4K字帯H寸舛
        CQMl-MEO8K      8K字,不帯吋紳
        CQM1-MEO8R      8K字,帯付舛
EPROM2  CQMl-Mpo8K      8K字,16K宇,或32K字,不帯酎仲
        CQMl-MPO8R      8K字,16K宇,或32K宇,帯吋舛
Flash13 CQMIH-MEI6K     16K字,不帯付帥
        CQMIH-MEl6R     16K字滞吋仲
注1.用編程皮蛋可以旗写EEPROM存緒器禽的i数据。
2.用編程没各可以漢EPROM存儲器金的数据,但必i須用PROM写人器写
人。
3.cQMIPc内不能用cQMIH-ME161〈和cQMIH-ME16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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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EPROM芯片
下列EPROM芯片之一必須分別鈎契丹安装在EPROM存儲繋金。
型号    ROM型式 容量    存取速度
ROM-m-B 27128或相同的   8K字    150ns
ROM-JD-B        27256或相同的   {6K字   150ns
ROM-KD-B        27512或相同的   32K字   150ns
在女装EPROM芯片前根掘芯片称美汲置存儲器盒上的汗美。
劃o〔===]。品目巨鋼Oo           
        レ      rs叩:S－ノ
Ph品品hh仙h蜘q          
                
升美設置如下:
EPROM型号       SW1     SW2
27128   0∬     o£r
27256   ON      Of{'
27512   ON      ON
将EPROM芯片変装在EPROIV[存備器食肉類下所下,杖EPROM芯片的凹目
与存儲黒金上撤廃的凹田対i芹。
凹目
修多ク
EEPROM或同源
存儲器盒写保炉
EEPROM存傭器盒
EEPROM存儲雑食没有一十能用来防止盒内的数i据被清除或重写的場保炉
汗X。此升美示子下圏。内耳保杉存儲器食,将升美置ON。力写数据,)igiFF
美置干OFF。
ヂ.韓
国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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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要改変升美改定吋,断升CQA1田的屯源井卸去存儲器盒。
2,在存傭器盒是写保抄吋,AR1302カON。
丙源春情器盒
囚煤存儲器倉役有一介与保炉升芙,官用来防食内数据被栓測或重写。此升
美示手下困。内耳保炉存儲器食,洛外美貴ON。力号数据,将野美置OFF。
春情器的安装
注1,要改変井美設定吋,断升CQM出射屯源井折下存緒器盒。
2.a在存儲器食是写保抄吋,AR工302カON。
将存儲器食滞人凹槽井往内推直至・戸CPU単元内的連接器接合,如下国所
示。当完成吋合上蓋子。
注1.在安装或卸去存緒器食付必須ngfiFFCQMIH的屯源。
2.不要取下竜池。如果取下竜池超迂5分紳,会去失CPU単元中的数据。
3.在返付期間不要打升葦子。
数据的俺送和比較
有丙秒方法漢/■和比較存儲器盆和CPU単元之1旬的数据:AR区控制位/椋
志和起動吋自動侍送。美干洋情,清参閲CQMIH編程手冊。
AR区控制位和椋志
AR1400=置ON,将CPU単元的数据写人存儲器盒。
ARl401:置ON,将存儲器盒的数据逮到CPU単元。
AR1402:置ON,比較CPU単元和存儲器金的内容。
AR1403:在比較吋置ON,表示CPU単元和存儲器盒数据不同。
后訪問自動俺送(自動引号)
如果CPU単元前面的Dlpi:F美的針脚2置ON,在宿功賦存緒器盒i数据自助
佳送到CPU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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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串行通信端口
外没端口
(在孟子下面)
通常用干編程没各,此端口
嚇弓手握鰯臨＼k
内置Rs-232C端口
(在CQMIH-CPUI1,ヒ没有)
通常用編程没各以外的波
寄。此端口不支出よ」編程器通
信和外都忘銭通信,、
串行通信方式和端日
没各和方式      外役鰐口        肉置RS-232C端口
手提細和器在手提編程器忌銭方式  フ止(脚7:0FF)   否
在外部息残力共在全人計算枕机ピ道行的輪転碇谷    ,し(脚7=ON)     づ;
在上位燵接方式的卜付汁貞机或pr  是(脚7言ON)     疋
在元期釣方式的通用]外部波帯     是(脚7:0N)      ノ上三
在1=1数∬縫接方式的C系列PC      否      是
在ltlNT{荘接方式的pr    否      聖
3-1-7外役端白
外部端口蓋的打外
外没端口主要用子達接編程没各,如手提編程器和道行支持軟件的ノト人計算
机。手握編程器只能与北端口連接。上位鑓接和元規釣通信也用此端口支
持。
注1.在将手提編程器連接至外部端口付,将CPU単元前面的DIP升美的脚7置
OFF。
2.准将手提編程器以外的役畜,如退行支持軟件射干人汁算机連接至外部
端口付努必将CPU単元前面的DIP汗美的脚7置ON。在連接至外役忌銭
財,逐必須将PC設置中的通信方式量子上位縫接方式。
将指尖或小型螺錐刀摘入藍子右辺的縫陳弁向左拉汗,如下悦明圏上所示。
⇒
タト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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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一一8内置RS-232C端ロ
CPU単元肉置RS-232C端口主要是用子達接編程器以外的没各。使用迭イ'
端口不能通泣外部忌銭与手提編程器或任何其官編程没各通信。支持下列
通信方式:上位鑓接,尤規約,1:1数据縫接和1:1方式NT鍵i接。
連接諸説脚分配
RS-232C端口的引脚分配在下表給出。
)○○(
○○○
6
9
引脚    略悟    名称    流向
1       FG      現場接地        "白
2       SD(TXD) 友送数据        輸出
3       RD(RXD) 接収数据        輸入
4       RS(R'IS)        清求友送        輸出
5       CS(CTS) 消除友送        輸入
6       +5V(見注)       鬼瀬    ●・・
7               不用    
8               不用    
9       SG      信号接地        ■■■
連接器装配      FG      現場接地        
注通辻引脚6連接的5V屯源,是只用riFNT-ALOOIRS-232C/RS422S特i換縫
接遺配器。
端口規格
項目    規格
通信方式        半双不
同歩    自動一停止
波特率  1,200,2,400,4,800,9,600或19,200bps
借輸方式        点ヌd点
侍輸脹面        最大15m
接目    EIARS-23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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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汁算机的連接
通iLtRS-232C端口CPU単元可与IBMPC/AT或兼容計算机連接如下所
示。
捕座lXM2D-0901(9
脚,描法)
里子,XM2S-0913
IBMPC/AT或兼容
・し・卜算JFJL(9}|k‖,寸話失)
CQMIHCPU単元
Rs-232C端'口
里子,X"a2S-・09U-E
揖i月ミ:XM2A-090▲
CPu.単元用称准附件
推幕電x箆
UL2464AWG28×5PIFS-RVV-SB(UI、1示准)(Fujikura公亘D
AWG28×5PτFVV-SBB(非UM>f准)(lujikura公司)
UL2464-SB(MA)5P×28ノ、WG(7/0.127)(UI.椋准)(Hitaclli屯銃公司)
CO_MA_W_SB5P×28AWG(7/0,127)(非UI、栃i准)(Hi‡achi屯麗公司)
3-1-9内描件板槽「1和2
CQMIH--CPU51或CQMIH-CPU61CPU単元没存問ノト安楽内播件板用1的
槽:槽1(左槽)和槽2(石摺)。
注可安装的内挿件板対毎一ノ1槽是不同的。美干洋情(清参1凋第3-一一4第内捕件
板。
CQMII-ICPU単元
一
構1.左槽
槽2・白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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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源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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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内直輸入
CPU単元没有16点内直輸入。IROOO的16ノト輸人位息是分配給遠些輸入,美
干規格清参渕第2--2--lCPU単元的内置24VDC輸入。
CPU単元内直輸入的
輸入端子
卸除蓋子
拍上蓋子
1)将荒子的有辺縁鈎
住面板然后2)将藍子
向左旋鞍囲合。
一
一
杁左辺打升益子以使古継右
辺壕旋桂。
一
へ　
工
工
①
3-2亀源単元
有三秒AC電源単元可供使用,cQMI-PA203,CQMI-PA206和cQM1-
PA216。逐有⊃卜DC鬼瀬単元可供使用,CQM1-PDO26。逸用与系統的屯流
要求匹配的屯源単元。
3-2-1電源単元組件
下国示出電源単元的基本姐件。
電源指示灯
屯源在供屯付点亮。
外部端子
圧接端子
美穐騨元繊,使用下面示出的願端子。圧接端子庇小干7㎜寛,而
接残腹是1。04祁2.63mm2之1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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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    型号    圧接端子
AC電源  CQMI-PA203CQM1-PA206CQMl-PA216  
DC屯源  C(～M1-PD206    
3-2-2屯源単元的迭捧
如前所述,有三秤AC電源単元和一ノトDC屯源埠几。根掘配置系統中単元的
忌汁5VDC屯流要求和24VDC愉出端(PA206乃'A216)逸持這当的電源単元。
汁算挙例=
力汁算出CPU単元(如CPU2D,2ノト16点DC輸入単元和3介16点触点輸出
単元組成的PC系統所需的容量,近付下列封算:
CPU単元(CPU2D電流客車+16点輸入単∫危rE流容量×2+16点触点輸出単
元電流容量x3=0.82+0.085×2+O.85x3=3,54、、
需要一!↑'其容量至少力3.54A的屯源単元Cd
型号    
CQM正－PA203    5VDC,3.6A(コ8W)
CQ掴－PA206,CQMI-PA2{6  5VDC,6,0A;24VDC聯禽∫L,0,5A(忌日30W)5VDCIじ源和24VDC輸出約忘、功耗必須ノユ、'」二30W己換㍍之、5V[)C「巳r【[泊耗×5+24VI}C屯流消耗x24≦30(W)。
CQMl-PDO26      5VDC,6A(30W)
電流消耗
下表万ミ出CPLI単ノ1三末日1/0単元白勺「邑流辛1]耗,,
単元            型号    亀流消耗(5VDC)
CP開元          CQMlH-CPUll     800mA
                CQMIH-(:PU2蔓   82{hnA
                CQM旧－CPU51    840mA
                CQM用－CI)U61   840n1A
内描件板        肺ψ1/o板       CQM旧一冊321    ]60mA
        絶対値端的器接[板       CQ掴1トCIB21    150mA
        高速日数器板    CQM田一－crB21  40(XnA
        模似量:設定板   (=QMIH-AVB41    】OmA
        模測量1/o板     C(～MIH-MAB42   400mA
        串行通借板      CQM田－SCB41    20αnA
通信単元        C別ml玉erI」ハ〕k単元   CQMIH…CLK2】   27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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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装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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単元    型号    電流消耗(5VDC)
DC輸入単元      CQM1-IDm        85mA
        CQMトml12       170mA
        CQMI-m21】      50mA
        CQM1-ID212      85mA
        CQ妬－ID213     170mA
        C伽1-ID214      170mA
AC輸入単元      CQM1-IA121/221  50mA
触点輸出単元    CQM仁OC221      430mA
        CQMl-OC222      850mA
        CQM】-o(=224    440mA
晶体管輸出単元  CQM1-OD211      90mA
        CQM㌔OD212      17(hnA
        CQMI-OD213      24.0仙へ
        CQM1-OD214      170n1A
        CQM1-OD2】5     lIOmA
        CQM1-OD2」6     240n][A
三輪双向町控硅升美単元  CQM1-OA221      lIOmA
        CQM1-OA222      25(hlA
B7A接口単元     (=QM1-B7A口口   10(h1]直
B730接目単元    (=QMI-G7M21(上端        250n1A
        CQM1-C7Nll/Ol抄』展主立占       80mA
1/o髄接岸ノし   CQM1-LK501      150mA
模似§輸入.単元 CQMトADO41      80n1A
模測量輸出単元  {:QM】-DAO2】   90mA
屯源単:元       CQM]-1田Ol      420mA
        CQM三一]PSO2    950n1A
佳感29」Y元     CQM仁SENOl      6(Xhl1A以下
費性侍感器接目単元      CQMI-ISEOl      380n1A
        CQM1-LSEO2      450mA
温度擦剤.単元   CQM1-Tc□□□   220mA
C・mP・Bu・単元 (:QMl-SRM21     180mA
        CQM歪－Dl董T21  80mA
3-2-3単元重量
CPU単元
電源単元
型号    重量
CQ姐H-CPUIl     5009以'ド
CQ岨H-CPU21     5{09以下
CQM旧…CPU51    
CQMIH-CPU6ユ    
型号    重量
CQMIH-PA203     460g以下
CQMIH-PA206     560g以下
CQM田－PA216    
CQM田－PDO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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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装輸入
内描件板
逓倍単元
1/0単元
84
第3-2市
内描件板        型号    重量
豚汁1/0板       CQMIH-PLB21     909以下
絶対値編碍器接]板       CQM田－ABB21    
高速汁数器板    CQMIH-CTB21     
模測量没定板    CQMIH-AVB41     60g以下
模担量1/0板     CQMIH-MB42      100g以下
車行通信板      CQ岨H-SCB4蓋    9(㎏以下
                
単元    型号    重量
C・ntrollerI'h1賊玩     CQM田－CLK21    170g以下
単元    型号    重量
DC輸入単元      CQM1-IDIll      180g以下
        CQM1-ID112      工60g以下
        CQM1-ID211      1809以一ド
        CQM1-ID212      
        CQM仁m213       ]609以下
AC輸入単元      CQMトIA121      2109以下
        CQMl-IA221      
触点輸出単元    CQMトOC221      2009以下
        CQM1-OC222      230g以下
        CQMl-OC224      2709以F
晶体管輸出単元  CQ]u1-OD2H      w2009以下
        CQMl-OD212      18咋以下
        C餌1-OD213      1609以下
        CQM1-OD214      210g以下
        CQMl-OD215      24(㎏以下
AC輸出単元      CQM1-OA221      
        CQM仁OA222      
注実子寺用1/0単元的洋情,清参圃CQMI寺用1/0単元操作手冊(W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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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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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0単元
1/0単元有丙秒基本美型:帯端子板的和帯連接器的。
下困示出1/0単元的基本鋸件、,
指示灯
指示各1/0端子的ON/OFF状志。
当出漁接通吋RDY
指示灯点亮。
状吋
的通.
喘耀
1/丸剥
き
好客ー三指
霧蕊
帯端子板的CQMt-
OC224輸出単元
帯端子板的其官1/O単元,
(CQM1-OC224除外)
帯連接器的1/O単元
3-4
内播件板
下表列樹可供使用的内捕件板。遠些板必須安装在CQMIH-cpu51或
CQMIH-CPU61CPU単元的内描件板槽]或槽「2内。可使用的槽白描件板前
称美碗定。
名称    型号    規格    可安装的槽      
                        槽1(左構)       槽2(右槽)
高速†1数器板   CQMIH-CTB41     4ノト∬水神輸入刑」4ノトタト音β輸とヒ1 是      是
肺沖1/O板       CQM田－PLB21    2分脈沖輸人和2分球沖輸出        否      是
絶対値編碍器接口板      CQMIH-ABB21     2介独立編碍器輸入               
模似量没定板    CQMIH-AVB41     4令制以還設定   是(児注)        是(見注)
模似量レ0板     CQMIH-MAB42     4介模担量輸人和2介換損量輸出    否      是
串行通信板      CQMIH-SCB41     1ノトRS-232C端口和1ノトRS-422A/485鞘口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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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程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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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模測量改定板不可回付表装在丙介槽中。
CQMIH--CTB41
高速汁数器板
CN1
昼水神輸入
1和2
CN1
肺沖輸入
3和4
CQM酬－AVB41
模似長波定板
模担量設定0
模担宣戦定1
模本日量遊走2
模似量没定3
CQMlH-PLB21
胸中レO板
CN1
輪禍器輸入1
CM
編褐器輸入2
CQMlH-MAB42
模似産1/O板
CN1
模扱託輸出
1至4
CN1
綱掲器輸入1
CM
錦岡器輸入2
RS-232C端口
CN1
模ヨ以量輸出RS-422A/
三至2端口
CQN【1-Cl)usl-CPu61
CQMGH-ABB21
絶対値編明器接目板
CQMlH・-SCB41
車行通信板
槽1
3-5多畠禾呈没書
可使用的編程没蒼蒼商神:手持武鯛程器和花Windows計算机上道行的支持
軟件。支持軟件通常帰来編写程序,両手握編程器用来修政操作方式,編輯
程序和盗視有限的点数。
CQMIH可使用下列編程没各。
・手握編程器
・支持軟件
CX-ProgrammerVl.2或更高版本的(見注1)
SYSMAC-CPIs(児注2)
SYSMAq支持軟件(SSS)(兄注2)
注1.CQMIH系列CPU単元中不能与CX-Pr・grammerV1.1或更低版本連接。
2,使用SYSMAC-Clyr或SYSMAC支持軟件吋清参閲第3-5-2命中的使用
支持軟件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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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程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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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手握編程器
CQM工H可用的手握編程器有爾ノトlC200H-PRO27-E和CQMI-PROO1-
E、,下面示出途爾今端程器,,
C200H-PRO27-i三手握縮i$量器
LCD区.
方式∫1人
匙
合式磁寸描[
CQM出不用
操作鍵
CStw-CM14
(亀裂長度:0,5m)
篇㌫謬1蒜
～41
夕卜部潮目
CQM1・-PROOI--E手握輪程器
LCD区
方式升実
操作健
CQM1-PROOl-li]編程器
CQM1_PROO1-E
編程器含有的屯鎧
作
CSIW-(=Nl14(鬼燈長度0.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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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程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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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錦程器連接
単元    端[コ   DP升美  手握縮程器      亀蝋    
                                長度    型号
CPU単元 内貴外没端口    脚7置引ニOFF    C20011-PRO27-E  2m和0,05m4m和0.05m2m61n C200H-CN222和CSIW-CNU4
                                        C200H-CN422和CSIW-CMl4
                                        CSIW-CN224
                                        CSIW-CN624
                        CQM1-PROO1-E    2m和0,05m       編程器含有屯鏡和CSIW-CNIl4
DIP井美没定
在将手握編程器連接至外部端口吋,断升DIP升美的脚7。脚7断丹田,脚5
的没定和PC設置設定被禁止如下表所示。
DIP升失脚5      DIP井美脚7      PC没置(DM6650)
禁止    OFF     禁止
3-5-2支持軟件
CQMI-H再使用的不同美型的支持軟件在下表示出。
名称    型号    格式    計算机  OS      串行通信方式    型号    i功能限制
CX-1㌔・騨㎜]er WSO2-CXP口ローE CD-ROM  IBMPC/AT        Mlcrosoft       外役忌銭或      (=QMIH  否
                        或兼容机        Windows 上位鑓接                
                                95或98                  
SYSMへC-C町     WSO1-CPrB1-E    3.5寸軟盈               Microsoft       上{ヴ髄接       CQM】一 是(見注)
                (L44MB)         Wil〕dows               CPU43   
                和CD-ROM                V3,1                    
SYSMAC  C500-ZL3ATI-E   3.5寸軟盤               描αo約ft       外役忌残或      CQMI    
支持軟件(SSS)                           DoSV3.2 上位鑓接                
                                或更高版本                      
注功能限制在下表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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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程没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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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支持軟件射的眼鯛
項目    CX-ProgrammerV卍2或更高級的     SYSMAC-CPT      SYSMAC支持軟件(SSS)
PC型号  逸拝CQ岨H       迭摘…CQ傾－CPU43-E     逸拝CQM1
不支持的CPU単元型号     没有    不可使用CQMIH-CPu61CI)u単元。(如斌閤迩接之会出現措俣信息。)可以使用CQMIH-CPU11/21/51CPU単元。   不可使用CQMUI-CPU6】CPU単元(如試閤連接之会出現錯洪。可以使用CQM摺－CPUI1/21/5】CPU単元。
不能使用的指令  没有    CQMIcpu単元不支持下列指令且官佃不能在SYSMAC-C円上使用。如果滅圏将含有其中任一指令的程序後送給SYSMAC-c凹',則会友生牛浜。汁肘器指令TTIM出行通信指令PMCR和STuP同格通信指令SEND,RECV和CMND浮点指令Fix,FIXL,H∫r,Fn〔1、,+F,-F,★F,/F,DEG,RAD,SiN,CoS,TAN,ASIN,A-CoS,ATAN,SQRT,EXP和LOG      将下列指令弘CQMIH系列CPU単元侍送到SSS作方打展指令官佃就可在SSS上使用、,在抄展功能菜単下使用打展指令特操操作、、岡染通信指令ぴ悩D浮魚指令FIX,FD(1」,FLT,FLTL,+F,-F,★F,/F,DEG,RAD,SIN,COS,TAN,ASIN,ACOS,ATAN,SQRT,EXP和LOGCQMIH.ヒ的其官新指令不必特換内君展指令就可使用。
存儲器皿示      対CQM田呈示     対CQMl-CPu43会扇zゴ存緒器,即至最大7.2K字        対CQ醐CPU単元会呈示存儲器,即至最大7.2K字。
串行通信方式特征
支持軟件与PC連接支持下列丙介通信方式。
串行通信方式    性能
外没息銭        可以高速通信。通常,在与CX-Programmer連接吋1立使用遠介方式。イ又支持1:1迩接。
上位焼接(SYSMACWAY)     基本規約用干与1二位計算机通信。通信速度低干外役息残。可以1対1或1ヌ寸多介通信。可以与凋制解凋器或光鋒鑓摸造配器連接。
DIPJF美和pc設置設定
外没忌銭連接
在通辻外部息銭規約把支持軟件連接望外没端口口寸,遊行下列改定。串行通
信方式必須設置力上位縫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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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程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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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升矢幹脚5    DIP升美針脚7    pc汲置=DM6650
OFF     ON      00α)十六逃制椋准改定〉或000汁六遊制(畑中改定)
ON      ON      九天(椋准改定)
注在使用外役息銭連接支持軟件吋,必須将DIP升美的斜脚7接遇。如果斜脚7
断升,就不能連接。
上位縫接連接
在通道上位縫接規約連接支持軟件肘,遊行下列設定。
外没端ロ
在PC汲置中使用下列没定作椋准通信改定1
在PC汲置中使用下列造庭倣慣例通信設定:
根据脚5訣省没定使用下列没定通信:
注当在使用上位鍵接連接的汁算机ヒ遠行支持軟件吋,如果DIPチF美的脚7必
須量ON。女口月却7カミ10FF只事就不自旨i奎]妾。
RS-232C端1口
在PC没豊中使用下列設定作柄准通信設定:
在PC設置中使用下列遊走倣慣列通信改定:
根掘脚5訣省改定使用下例改定予通信:
D{P升美針脚5f)∩        DIP升主計脚70N  PC没置:DM6650α〕0叶六遊観梱准没定)
Dlp升共針脚5    DP升美針脚7     pc設置lDM6650
OFF     ■aON   ooOl十六逃制(い例▲又定1没岩波特率,数据長度1等.佃M6651)
DIP升美斜脚5    DIP井i美針脚7   PC没葺:DM6650
ON      ON      光美(]示剤k定)
DIPi井井針脚5   DIP井美計脚7    PC没置:DM6645
OFF     売笑    00001一六逃制(椋准設定)
DIP升美辞脚5    DIP井芙針脚7    pc伎量=DM6645
OFF     元美    OGOI十六遊制(慣例改定:没置波特車,数据長度等。在DM6646)
DIP升美新郷5    DIP井井針脚7    PC没置:DM6645
ON      元芙    元美(杯准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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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接亀鑑
1這…i接至りタト設立嵩口
CQM}一・CIFO2CSIW-CN14
注CSIW-CN225/625/227/627連接亀鑑不能用干一5CQMIH的連接。
与RS-232C端口(CPU単元或串行通信板)的連接
1:1通信
IBMPC/AT或兼容日算机
呂
(D-Sllb,9脚,描座)
(=QM田CPU単元
RS-232C端口
達接竜郷
XW2Z-200S-CV(2m)
XW2Z-500S-CV(5m)
Al人計算:机和PC之同的1:1通信使用下列屯幾。
単元/播件板     端口    串行通借方式    型号    長度    注腎    自助方式(犯注)
CPU単元 外部端口        タト没忌残或上位鑓接(SYSMACWAY) (=SIW-CINII4+CQMI-CIFO2 0,05m+3.3m      ,..     PROGRAM方式
        RS-232C端口(D-Sub,9脚,描ヲぐ)   上位鑓接(SYSMA(;WAY)    XW2Z-200S-CV    2m      使用已来用ESD抑制的連接器       元美
                        XW2Z-500S-CV    5m              
車行通信板      RS-232C端口(D-Sub,9脚,描座)     上位縫接(SYSMACWAY)     XW2Z-200S-CV    2m      使用已来用ESD抑制的連接器       
                        XW2Z-500S-CV    5m              
注上表的自助方式是供PC汲置中的DM6600没置大峡省投足財用。肩明方式
取決手所用亀鑑的美型。洋情,清参渕第5-2-3市店劫方式。
与外燈端口直接連接
使用CSIW-CN226/626連接屯貌(IBMPC/AT或兼用計算机的用亀鑑)就可
以将ノト人計算机直接連接至外役端口。如果使用此屯貌,則宿劫方式(当PC
設置中的DM6600被設置方訣省没定日寸)会是RUN方式,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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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程役畜
第3-5弔
単元    端口    串行通信方式    型号    長度    店劫方式(児注)
CPU単元 タト没端n       外役息残或ヒ位髄接(SYS凧CWAY)   CSIW-CN226或CSIW-CN626  2m或6m  RUN方式
注.ヒ表中的自助方式足指PC汲置申的DM6600是置内殻省改定吋,宿坊方式
取決干所用屯貌艶美型、,洋清清参凋第5-2-3■肩劫方式。
用RS-232C亀鑑連
接タト音8立端口
在将RS-232C屯継句外没端口達接吋使用下面所添的CSIW-CMI8連接
屯躯。当連接XW2Z-200S-CV/500S-CV日寸,自助方式(当PC没愚亭的
DM6600被置手紬省設定吋)将是RUN方式。
単元    端口    串行通信方式    型号    沃度    注繹    自助方式(兄注)
CPU単元 外遊端口        外股忌銭山上仁焼接(SYSMACWAY)   CS】W-CMI8+XW2Z-2(X〕S-CV/500S-CV       0.lm+(2m」～5m) 使用し剃手lj:ISD恒施的連接器XW2E-[コロ〔]S-cv   RUN(方式)
                        CSIW'・CNH8+XW2Z-200S-V/500S-V          .■」}  PROGRAM方式
注上表的肩幼方式是供PC設置中的DM6600被段丘只敏省没定財用,眉劫的
方式取決手所用連接屯魏的i炎型。洋情清参閲溺5-2-3百宿坊方式。
使用RS-232C
亀錨連接
RS--232C重器口
1⊇㎜　一
連接亀鑑
XW2Z-200S(-V)(-CV)(2m)
XW2Z-500S(-V)(-CV)(5m)
C(L)MIHCPU」41Ui
在使用RS-232C屯貌将IBMPC/AT或兼容汁算机連接至RS-232C鞘口
(内装或在串行通信板上)吋,下列連接方式是可以的,,
単元/播件板     端口    奉行通信方式    型号    矢度    注殺    自助方式(見注)
CPU単元 内鷺RS-232C端口CD-Sub,9脚,描座  上位縫接(SYSMAcWAY)     XW2Z-200S-V     2m              元美
                        XW2Z-500S-V     5m              
串行通信板      内置RS-232C端口CD-Sub,9脚,揃座          XW2Z-200S-V     2m              
                        XW2Z-500S-V     5n1             
注上表的自助方式是供PC没豊中的DM6600被設置力訣省投足吋同,后功方
式取決手所用連接屯笏的美型。夫子洋情,清参閲第5-2-3市店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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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程没各
第3-5市
1=N通信
下表示出介入汁算机和多台PC之1司通信的連接方法。
奉行通信方式    千人汁算机上的RS-232C亀銭       RS-232C-+RS422A/485韓族雛接這配器       RS-422A/48←RS232C特操縫接遣配器        連接亀鑑                PC口的端口
                                長度    型号    
上位縫接        XW2Z-口0(E-CV或XW2Z-[コ00S-V    B500-ALOO4      NT-ALOOトE      0.7m    XW2Z-07(打㌧1   RS-232C端口(D-Sub,9針脚,描座)
                                2m      XW2Z-20㎝一1    
RS-232C亀鑑的制各
局CX-Programmer的連接
在籍RS-232C端口与CX-Pmgrammer連接吋,将通信方式設置力士位鑓接
方式芽接下列方法連接。
CQMIH系列CPU単元
可疲用的連接器
(D-sub.9週却,}話1主)(D-sub,9』却,『雷座)
在制各号RS-232C端口達接的RS-232C屯幾時,使用下列連接器屯纏。
CPU単元連接器
項目    型号    規格    
描座    XM2A-0901       9脚描美 一起使用(随CPU単元各提供1ノト)
炉軍    XM2S-0911-E     9脚,公制螺致    
今人計算机連接器
項目    型号    規格    
描座    XM2D-0901       9脚捕失 一起使用
加里    XM2S-09】3      9脚,英制螺紋    
推…淳亀鑑
IBMPC/A'r或兼用計算机
(9‖却,i}函丈)
端口
座:XM2D-
0901
1戸軍=XM2S-0913
推纈榊・X-1ミザ:XM2A-0901(9脚鰍)
随CPU単元提供
FujikuTa公司:UL2464AWG28×5PIFS-RVV-SB(UL芦品)
AWG28×5PIFVV-SB(非UL芦品)
Hitachi屯貌公司=UL2464-SB(MA)5Px28AWG(7/0.127)(UL宇品)
CO-MA-W-・・SBsP×28AWG(7/0.127)(非UL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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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安装
本章説明忽祥安装CQMIH,包括如何表装単元,替1/o接銭和連接編程没各。同吋述給出安装注意事項
和安装尺寸。力保証正碗這行清仔細道徳各規則。不1E晩酌安装可引起pc涙幼作。
1(∠つ⊃41迂」107
一一ー一一ー一
4444-444,
4--8
4-9
故障安全電路
安装注意事項
変装尺寸
PC姐件的蓬ii接
内描件板安装
DIN尋i飢安装i
接
達123
和一ー一
銭弓コ弓
接444
屯源単元接銭
1/0単元撰銭
32点輸人和輸出単元用屯鏡的制各
1/0単元接銭注意事項
連接編程没各
4-10連接可編程終端
9697990304050606ω13151718
111111占11ー工-'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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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防止故障電路
第4-1市
4-1故障安全電路
力防止在PC或外部電源錯俣吋衆生危険的情況,在PC的外部必須汲置安
全屯路。
△警告力在由干PC俣劫作或外部因素引起的錯涙吋保征系統的安全,在PC的外
部必須乗取安全措施。清遵循下列注意事項。不注意迭些事項可能引起戸重
或可能是致命的傍害。
・在夕卜部電路中(即不仮在可編程序控制器内)提供朕鎖電路,限制屯路,察
急停止電路和美似的安全措施、
・当PC栓測出惜俣或FAIS(07)(致命錯俣)指令被執行吋,i操作会停止且所
有輸出会蛮力OFF,,力了在所有輸出蛮力OFF吋保証系統安全,在PC外
部必須来聴安全措施。
・虫干輸出単元内部電路的俣劫作,如継屯器或晶体管俣動作,輸出可能保
持力ON或OFF,力了在輸出故障保持力OFF或ON吋保証系統安全.在
PCタト二部提供任何必需的毛足各。
・如果PC的24VDC工作屯源有辻載或短路,副砲圧会下降而輸出会蛮力
OFF,方了在輸出蛮力OFF吋保証系統安全,在PC夕卜部柔取任何必需的9t
全措施、
当輸出動作前向PC供亀
PC錯涙的赴躍
如果P(1的鬼瀬在被控系統的供屯屯源之后接通,則単元,如盲流輸出単元的
輸出可能瞬耐震動作,力防止任何渓動作,添加一…コ＼防止被拓系統的屯源先
予PC本身的屯湯前接通的外部電路。
」」女生下列伍一一'踏涙吋,PC将停止這行且所有輸出会費OFF、
・電源単元的逆電流保炉電路幼作
・CPU今昔渓(1監視}十日寸・器乍昔X昊)
・致命措俣★(存儲器措俣,尤END(OD指令措淡,1/0忠残措淡,迂多1/0
点措渓,或FALS致命系統錨俣)
方了在使PC停止道行的措i昊中保〕1E系統安全,努必在PC外部添加任何必
需的電路。
注☆在致命措俣友生吋,輸出単元的所有輸出会蛮力OFF,即値10M保持位E[蛮
力ON以保扮1/0存儲器的内容。(当IOM保持位力ON吋,在PC杁RUN/
MONITOR方式切換到PROGRAM方式后輸出伍然保持其先前的状悉。)
輸出i昊功作的処理
緊急停止亀路
虫干輸出単元内部電路的戻功作,'如地虫器或晶体管俣動作,輸出可能保持
ON,力了在輸出不能蛮力OFF吋保i正系統安全努必在PC外部添加任何必需
的屯路.
下列例子緊急停止電路擦剤被控系統的電源,以使屯源只在PC送行吋オ向
被控系統供屯。将"忌是ON椋i志"(SR25313)編程力輸出単元輸出点的執行
条件井将此点用作RUN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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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注意事項
第4-2市
将外部継屯器(CR1)」ii此RUN輸出連接如下国所示。
注用"息是OM/lk志"(SR25213)作方輸出単元輸出的執行条件。
MCB1                    屯源
…                      
                        
                        
MC82            ⇔●●ひ一一.伺 
                :理:    被控系統
                :工1ら●・←'   
=               変圧器或        
嘆声泣濾器
殴合残対
:道行吋:
,O`
1{;
lCR1`
'1
CQMIHPC
直流屯漂
浪涌抑制器
+DC
－輪人/輸出
朕鎖電路
4-2
当PC控制某一操作,如屯胡桃的順吋針和逆時針這轄日寸,装各一イ＼如下面所
示的外部蝦鎖,以防止正拘和反向輸出回附変力ON。
耳菜鎖1包路
屯劫机順吋針道特
㎡、PC  10001,  MC2     
        10002,  一－MC1 ㊥㊥
                一一    
                        
屯劫机逆吋針道若
返!1＼屯路防止輸出MCI和MC2同財力ON,即使IRIOOO9和10002丙者都方
ON,所以屯劫和得到了保抄,即使PC没有正碗地編程或渓動作。
安装注意事項
当CQMIH安装在社制面板上吋,要遵循下列各点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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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注意事項
第4-2市
琢境温度
控
掴
夙扇
竿⑳
」〔緬
CQMIH
/→＼
面叶宙
堆炉
外部撰銭
CQMIM能使用的ヨ不境温度萢嗣是0～55℃(如乗手握編程器与CPU単元連
接,別方0～45℃)。
在通凡良好的区域使用CQMユH。
不要将CQMIH直接変装在加熱器,変圧器,大容量竜胆器,残任何共営幅射
大量熱能的没各上面、、
如果杯境温度高『F55℃,測如上聞所示表装一風溺或冷却器,使温度鍵持在
55℃以下。
不要将CQMIH変装在高圧没各或電源渋谷附近。
外部接銭清遵循下列各注意事項。
・使用多芯信号屯銃ll∫,要避免将レ0接銭和其亡控割接浅組合在同一屯親
中。
・如果各接銭架是平行的,則各接銭架之河相隔至少300nun日2吋)。
・如下闇所示敷設CQM】H鬼瀬我利功力屯螢(400V/]OA以下或220V/20A
以下)。
PCl/O接銭
PC屯源和通用在
制屯路撰銭
功力残
工m酬.
T
300mm以上
⊥
接地至100Ω以下的接地端
如果1/O接銭和功力丸鏡必須敷没在同…亀鑑湾内,則必須用接地的薄銅板
将1≧fl]相互屏蔽。
pc屯源和
通用控制薄鋼板
PCI/0撰銭自賠接残功力銭
=工200mm以上
8111:8811::88二:8
⊥撫1。。Ω以下的接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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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尺寸
第4-3市
改善抗干抗
通道遵循下列各点滅小手枕的影駒。
・不要将PC安装在装荷高圧装置的面板上。
・安装PC至少萬肝魂力銭200mm(0.65呪)。
功力銭
200mm以下
・将PC和安装面之河的安装板接地。
PC方位
在IECQMaH表装在校制屏.ヒ吋,息是将単元安装i成通風口向上,PC的上下
必須荷重少20mm的杢阿,、
正碗
措俣
4-3安装尺寸
錯涙
下闇示出由屯源単元,通信単元,cpu単元和1/o単元組成的CQMIHpc。
在CPU単元対面最未一介単元的右側必須夏蓋一挟終端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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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尺寸
第4-3市
外部尺寸
                                                                        
        ユロ                                                            "5
                                W                                       
                                                                        
トトー-te7--ny"
単位:nlm
下表列出PC的忌寛W
n=1/0単元数+寺用1/0単元数。
電源単元        寛(mm}
CQM1-PA203      32×11+187
CQM1-PA206      32×n+219
CQMl-PA216      
CQM1-PDO26      
注CQMIH-CPU2正/31/51/61:nミ≦11
例如,効果使用CQM1-CPUsl/61屯源単元且有意汁4介1/0単元和寺用
1/0単元,則其寛力347蜘1。
W=32x4+219=34711㎜
如果将通信単元与CQM1-CPU51/61相連接,則力得到息寛要加3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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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尺寸
第4-3市
CPU単元
下国示出CPU単元和端蓋的尺寸,端蓋藍住PC最右端一失的単元,端養殖
CPU単元一起提供,所有尺寸以11㎜表示。
CPU単元前視固2端差前祝園
1!0115.7
斗
13.5
L_12。_一」
CPU単元側祝園
CPU年端程没各相娃接的CPU単元
L_.__Aj
A:タト没端1コ=釣16(hi】m
RS-232C端口:釣160mm
注所有単元的深度是相同的。
連接有内描件板連接器的CPU単元
L唱
…一」
注所有単元的深度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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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尺寸
屯源単元
レO単元
102
第4-3帯
下圏示出電源単元的尺寸。所有尺寸都以㎜〕表示。
CQMi-PA203CQMI・PA206/PA216/PDO26
∴∴
上
LL⇒
下国示出1/0単元的尺寸,所有尺寸都以nm1表示。
レO単元前視圏連接器型1/O単元側祝園
2
L_ゴ
(児注)
CQMH-OC224輸出単元側祝園
107mm
.13S.7mm-一一→N
注使用圧煤連接器財,連接器型1/0単元的深度釣力120n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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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狙件的連接
第4--4市
端子板
下闇示出端子板型1/0単元的端子板的尺寸。所有尺寸都是以mm表示,,
閣
コ6・4
コ7・6
幽_
4--4
PC狙件的連接
1,2,3,
只要把各単元禁圧在一起井将鎖梢滑面単元的背部就可将‡勾成CQMIHPC
的各単元連接起来。以同祥的方法将端蓋連接在PC最右辺的単元上,下面
列出連接PC姐件的歩螺。
在連接或折升各単元肘必須将CQMIH断屯。更換単元必須在英周CQMIH
系統后遊行、,
1.下圏水田組成CQMIHPC的阿単元的連接。描人単元使各連接器正嫡配
合,、
連接器
2.毎ノト単元頂部和底部lil勺黄色敬相将各単元鎖在一起。将敬相向単元的背
部清明如下国所示直到や住。
注如果敬相没有正礁1地下紫,則CQMIH会不正碗地退行。努必滑功績梢宜到官
伯牢固地下住。
清白勺毛炎楢宜到官fVj{ぐ住、
滑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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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描件極安装
第4-5市
3.寝端蓋連接在PC最右側的単元。
CPU単元
鬼瀬単元
←
←
←
一一/
難糠ζごレ撫－
CQMIH没有底板。PC是通起倒面的連接器将各単元連接起来拘成的,
△注引綱蓋連接在PC右側端,ll,e勺単元上.如果雅馴蓋測PC会オく醐地送
行.
注下表示出可連接的単元数,効果超迂遠限数,PC会不正碗地遠行。
CPU単元 1/O単元和寺用レO単元数  通信単元数
CQM田－CPU6三   最多ll介        最多1介
CQM田－CPU51            
CQM田－CPU21            ・不刻寺
CQMIH-CPUl1             
4-5内摘件板安装
在CPU単元内用下列歩醗安装内捕件板。
1,2,3..,1.按庄内播件板船霊頂部的十謝.
按圧頂部幸和
2.卸去内挿件板船蓋。
口
圏
内揃件板連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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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尋軌安装
第4-6布
3.装入内播件板。
△端縫繊折卸内ま酷板前,必須先断鞠源.樋亀目按装或折卸内才喬件板
可能引起CPU単元淡劫作,危及内部姐件或引起通信錯遅。
△注意在安装内挿件板之前,努必首先接触接地的金属物件,如金属水管,以使静
電放屯。
4-6
DIN尋軌安装
使用下列歩繰在DIN尋軌仁安装CQMIHPC。
1,2,3,、,L在至少三Al分万的位置上用螺空将DIN辱軌牢固地安装在在制板上或控
制盈内。
2,松升CQMIH単元后面的安装脚、、達些脚将PC鎖住在DIN早靴工。
末額
3.摘入早軌的頂部,将PC的后面安装在DIN早軌上,而后圧入在PC的底
部,如下所示。
①■▼
D酬早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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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銭和達接
第4-7苓
4,将安装脚鎖住在CQMIH単元的后面。
5.在PC的毎一側変装…ノトDIN浮戦端来。力安装端来,将端来的下寄鈎在
●軌的下部,特功端実以彼某上部鈎毒忌軌的上部,而后拝察螺些鎖住端
来。
DIN辱軌端央
DIN早朝和附件下面示出使用DIN浮軌和DIN早軌端吏c
DIN尋圭丸DIN冑軌端}爽(需要2ノト)
型号:PFP-50N(50urn)型号:PFP-M
PFP-10〔〕N(IOOem).PFP-|00N2(lGOcm)
剛
4-7接銭和達接
4-7-1
本市叙述実子電源単元和1/O単元的接銭以及編程没各連接的基本情況。
亀源単元撰銭
△警告不要試圏在電源供屯的同吋折i除任何単元。逮祥倣会早鼓電畜。
△注意当遊行絶縁強度斌強吋将屯源単元的LG端子脱升,
△注意使用圧接連接揺揺i銭,不要特操殴合裟直接連接到端子上。
△注意在接銭未完成之前不要将電源単元頂部的封条除去,
在操作単元前将封条除去以防止泣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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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銭和達接
第4-7市
AC屯源単元撰銭下国示出AC鬼瀬的正陥連接方}去、、AC屯座位在100和240VAC(50～60Hz)
之何。美干屯源単元容量的洋情,清参圓第3-2-2廿電源単元的逃捲、
、△警告在鬼瀬供自吋,不要触及住僧端子、如果遠祥倣可能年数亀古。
△瀧用O.8N・m的撤蹄察ACI酬端子蜘.松醐端子螺数Z可引起火蛾遠
行措淡。
な寺銭的似白根必須竪2mnC以上L.
圧接端子
＼
隔日定圧言【{
断路器
Ac屯源
隔高支圧外人人減小舟屯順義和
接地之岡引止」的燥ピ,隔萬変圧
摺的刷込イ要接地、
△注意書必使AC屯河屯圧保持在搾汁電圧イ引」」内.洋情,清参閲第2一㌔1}、屯源
市元、
CQMI-PA216屯源単元愉人砲座泥田仁1∫在80-.130VAC或160～264VAC之
1司切換c
AC電源単元的撰銭使用下面所示的尺寸力M3,5的同形圧接端子、
注必須使用/玉接連接器接銭。不要将裸絞金銭直接連接到各端子上,
7一以下=◎a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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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銭和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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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板
下国示出AC屯源単元的端子板。
CQM1・PA203
                ⑧      
                        噂φ
                ㊤      
                        崎⑨㊥
                ⑧一    
                        
:       :       ㊤      
                        
AC使用100V至240VAC同的AC電源
輸入
⑨口嘆声泣濾器中性端硯注4)
㊥GR保搬地熱見注5)
CQM1・PA206
                        
                ⑧      .`φAC
                ⑧      ・輸入
                ◎      
                        十LG㊥GR
                ⑧      
「      [               
≡              ○      
                        ・⑤
                ⑧      '(∋
使用100和240VAC同
輸人的AC電源。
嘆声泣濾器中性端
(見注4)
⑤使用24VDC,0,5A端
向DC輸人単元供屯。
CQM1-PA2!6
        ㊦      一      通人
                一φAC  
        (i)             
                一      
        ⑧              
                ㊥一    ・㊦'○
        ㊤              
↓                      
        ㊦              
                        
        一⑧            
使用100或230VAC的AC}iE源
屯』玉造持器(見注6)
短接:100VAC
断升;230VAC
保炉接地端
(見注5)
使用24VDC,
O、5A立端向DC輸
入単元供屯。
注],使肝残至少位是2mm2。
2.提供尽可能接近CQ.MIHPC的接地点。
3.用0.8N・m的力矩持緊端子螺些。
4.LG(「h或⑨)1
燥声辻濾器中性端。使用短路条将LG(rh或9)端和GR(㊥)端短路
井将官佃接地在小子100Ω的接地屯阻,以便降低嘆声和防止電畜。
5.GR(㊥):
保搬地端。至少連接一根2㎜2識到接地端
的独立的接地銭,以便接地在小if・lOOΩ的接地屯阻以防止屯缶。
6,当用CQM1-PA216供欲100VAC吋的亀屋吋,電圧迭ii棒端必須短接,而当
供屯230VAC的屯圧吋,必須断罪。当用CQMI-PA216在230VAC吋供屯
吋卸去短接塩圧迭持端的短路条(作方附件提供)。如果在短路条連接吋
供儂230VAC,則単元会損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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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銭和達接
第4-7弔
DC亀源単元接銭
下図示出DC屯源的正碗連接。使用24VDC屯源。美子電源単元容量,洋情
清参1凋第3-2-2市電源単元的迭持。
絞合銭
:(トO
H
DC電源
注意各必使DC電源屯圧保持在20～28VDC的允i年波幼遊園内。
圧接端子
対干DC屯源単元使用下面所示M3,5的圧接端子。
㎞以下=}□㎞以{=◎毛
端子板
注必須使用圧接端子接銭。不要将裸銭直接連接到各端子上。
下国表示DC塩瀬単元的端子板。
CQMt・PDO26
                …w-一⑧⑧⑧    
                        
4       ±      ⑧呈色  .蟷人俘LG㊥GR`NC.NC
提供24VDC屯源
嘆声泣濾器中性端(見注4)
保扮接地端(見注5)
注1,使用的早銭至少1立是2nu112。
2.提供尽可能接近CQMIHPC的接地点。
3,用O.8N・m的力矩狩緊端子螺些。
4.LG(〆笥)=
嘆声濾波器中性端。使用短路条将LG(一)端和GR(㊥)端短路井将官
伯接地在接地屯阻小子IOOΩAgi接地点,以降低操声和防止丸吉。
5.GR((iD)、
保炉接地端。連接到一根至少力2nlm2的独立的接i地銭,接到小干100Ω的
接地屯阻的接地点以防止屯缶。
6.符合EC規程(低圧規程),姶鬼瀬提供加強絶縁或双重絶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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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銭和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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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銭的撰銭注意事事項
按照下国達接接地銭。
力了堤高FU磁兼容性(EMC),使用所i提供的DIN等軌連接屯規格LG(th或
㊥)端連接到端板螺忽上。
(随CQMIHpc－起提供)接地銭
(使用至少2m1㎡的」挙銭
接ま也至‖屯阻ノ]、子100Ω的
接地屯阻。)
注EMC的定又:
EMC指的是表示装置幅射的能力,官表示装置声生的電磁波不影哨其他通
信装置的等級,也用抗批性表示,官表示波寄抗屯磁手枕的等級。
△注意稽与舵装置共用接地或連接鍵筑物的梁ヒ.不醐的接地会引齪目
反射結果、、
不正確
正確
南
其他没各
4・-7-・21/O単元撰銭
輸入没昔
在将一分有DC輸出的外部没各一1∋DC輸入単元連接吋,没各的接銭如下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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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銭和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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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蚤
触点輸出
NPN升路集宅扱
NPN屯}荒輸出
PNP}も流輸出
竜座輸出
電路固
Zl墨屯器
IN
glcl
亡トーヒ鯛
一荏藤』_[音感器i
b、,p、,[
_屯源_」
「」
lN
OV
COM(+)
恒流屯路
輸入和俊感器使用同一屯源
一一十  1       占      －INtc。
.OutDut                 
典硝[驚盤…     十      1       
COM(+)
_'」                    一11♀IN・}CO一
        十      侍感器鳴瀬      
「一    Output          
        OV      「」    
一ー一                  
COM(一)
一:コ   
Output  一〒co◇IN今L
        一貨感器L皇源一_
玉・v   
__'     
COM(+}
L.一_
帯端子板的
端子板1/oee元
1/0単元的端子板是可訴卸的。努必使連接器梢鎖往往垂直位畳,如下闇所
示。星然CQM1-OC224的端子板位置不同,但折卸方法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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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壌和達接
第4-7市
注在使用前,碗杁端子坂口牢固地鎖住。
折卸端子板付,将連接器敬相推向両辺,而后妃端子板折寓連接器,如下国所
示。
べ
按必需的寛度打升此梢
圧接接斗対干端子板型1/0単元的接践使用下面赤出的尺寸方M3的圧接接失。
6・2mm以下仁}{コ6.2,nm以下1二◎二[」
注以0.5N・m的力矩持緊端子螺望。
△注意圧蝶類符合UL和CSA離。
帯連接器的1/O単元用用戸制各的亀鑑或遣用的屯幾連接1/0単元連接器。
名称    点数    規格    型号
DC輸人単元      32      12VDC(毎公共端3Z点)     CQMl-IDll2
                24VDC(毎公共端32点      CQM1-ID213CQMl-ID214
晶体管輸出単元  32      4,5VDC,16mA～26.4V,100mA        CQMl-OD213
                24VDC,5GOmA,PNP CQM1-OD216
連接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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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銭和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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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使用帯鎮定机杓的竜燈達i接器財,在使用前座栓査該敬相是牢固的。
以下列方法之一,制各一根連接器型1/0単元(32点論人或輸出単元)用的
屯幾。
・使用煤接型描座和達接器軍(作方附件提供)制各一根鬼燈。
・使用圧接型或圧桿型描座和達接語草(分別采鈎)割谷一根毛貌。
・使用OMRON端子板鞍換単元寺用屯境或1/0継電器端子連接器鬼燈。
4-7-332点輸入和輸出単元用亀鑑的制各
撞着的連接器(亀鑑側)
制各32点輸人和輸出1/0単元(CQM1-ID112,CQMI-ID213,CQM仁ID214
和CQM1-OD213,CQM1-OD216)的連接・器用的屯挫,如下所述。
這…接器美型    型号(FujitSU)蛮声       型号(OMRON生干)
爆接    楢原:FCN-361JO40-AU迩接器軍lFCN-360CO40-」2     C500-CE404
圧接    夕卜売lFCN-363JO40触点:FCN-363」-AU達圭妾i器星置:FCN…36㏄040-J2        C500-CE405
圧燥    FCN-367JO40-AU/F        C500-CE403
毎1/O単元配有一ノト蝉接型描座和達接器軍。
推若的亀銭
使用AWG26'-24(0,2～0.13mm2)屯銭来連接所有的連接器脚。
注夫子連接暑§脚的配置和CQMIH側的連接器的内部屯路的洋情,清参圓本手
冊中夫子DC輸入単元(32点)和島体管輸出単元(32点)的各廿。
接銭和装配
下圏表示出煤摸製連接器的接銭和装配歩螺。首先鴻毛銭穿迂熱縮管而后将
官伯貞享控柱楯座脚上。
眠.
出銭
疏
在
在煤好所有必需的脚后,使熱≦宿管套在各根毛残的煤接区。然店向熱縮管噴
熱『使之収縮。
一一一=岸『
熱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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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銭和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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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装i配橋座和達i接器軍如下所示。
預装配亀鑑
連接恭敬蒙螺些
下面例子派出OMRON預装配電境射座用。洋情,精巧OMRON代表朕系。
1,2,3...1.連接到端子板。
CQM1・・-ID2t3
CQM1-OD213
CQM1-OD216
XW2Z-[]口〔コ達‡妾屯貌供
連接器端子板特操単元用
帯柄屯鏡的迷接器端子板鞍換
XW2B-40GS5(M3,5端子螺竺)
XW2B-4ぱS4(M2.5端子螺些)
CQN1-ID213
XW2Z-{コロ[}連接屯幾
近接器端子板鞍換単元用
〃16齢
銘鰍連接器端子㈱単元樋
用型)
XW2C-20GS-INT16
2.達妻妾至rき6iEEL器立嵩子。
CQM1-ID213
G79-1[1]C-口達接地鏡
供継屯器端子用
(用干帯PC32/64点連接
拶∵∴
                        
MQC                     
                        
                ー■    艮☆暑
                        
CQM1-OD2t3
G79一ぴ=]C-[コ連接竜燈供継
屯器端子用
(用干帯PC32/64点連接器的
1/O単元)
G7TC-OC口口,G70D,或
G70A輸出継電器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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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単元接銭注意事項
第4-8市
4-8
泄泥亀流
1/0単元接銭注意事項
△注意在未完成単元接銭前不要除去単元頂部的保炉祢答,此伝答防止在接銭道程
中落人断裁或染庚,力保証正常放熱在接銭完成后除去此様答,留若様答会
早致涙幼作。
△警告在通患吋不要触及任何端子,否則,会寺致屯缶。
△注意用O.5N・m的力矩持紫端子螺些。
△注意必須使用圧接接失接銭,不要特撮銭直接連接到端子上。
△臆力船EC鵬(低圧雛)・1/・単元的D蝿瀬采用順繰或双重絶
縁。
△注意表装外部断路・器和薬取其官安全措施防止外部接残短路。防短路安全借地不
移会尋致着火。
△注意接通電源前要孟夏検査所有接銭。不1E晩酌撰銭会専致燃焼。
△臆種将齪縦射齢屯唖‖輸棚元,或齪切継力的電圧加至‖綱
単元。否則会尋致危険或損杯1/0単元或尋致火穴。
当使用2銭制侍感発,如帯LED射光屯佳感器,接近情感器,或限位JFFee等
吋,漏電流可能会使輸人位錯俣地置ON,如果漏屯流超辻1.3mA,則在電路
中摘入一介泄放電阻以降低輸入阻抗,如下国所示。
2銭方式
佳感器等
R=7.2/(241-3)KΩ以下1=没各的漏丸洗(mA)
R:泄漏電阻(KΩ)
W=23/RW以上W:泄漏屯醍醐額定功率(W)
C迷等式杁下列等式呼出=
　　　なく　の
1・≦1三無熱ii・醜圧(・)
W≦輸入屯圧(24)/R×職人屯圧(24)×裕度(4)
115
---------------------[End of Page 6074]---------------------



1/0単元接銭注意事項
第4-8布
漉涌亀流
減小レ0信号的繰盲
亀感負戦
下国表示出丙秒方法,降低由某秒負載,如白焼灯引起泣大的起動屯流的方
法。
示例1示例2
COM
通江自炊灯声生一暗鬼流(釣額定屯流的1/3>
↓RI司
↑
COM
↓㍗※1↑
↑
擬人一凋圧屯阻。
注意不要損杯輸出品体管。
只要有可能,庇将1/O信号賎称功力残放置在分禽的屯継海内,或控制盈内
外爾ノト的屯螢管道内。
愚拉屯銃管
地下丸鏡淘
1=1/o亀錨
2=効力亀鑑
12
〉
屯貌管
如果1/0接銭和毛源接銭必須布放在同一亀鑑河内,期成使用屏蔽屯鏡井将
屏蔽連接到GR端以降低嘆声。
当庖感負載被連接到レ0単元吋,給彙報弁膜一浪涌抑制器或二根管如下留
所承。
工富二扱.r
c。M(L－
継電器輸出
或双向可控
硅輸出
継電器輸出或
晶律管輸出
DC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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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程没各的連接
第4-9市
注使用下列規格的浪涌抑制器和二根管、、
浪涌抑制器一戸ト榊÷一
毛阻=50Ω
直答:O・47pF
電圧:200V
二枝管一一→トー
峰値反向屯]玉:
3倍負戦亀屋以上
平均整流自流11A
4-9連接4扁禾呈没各
綱程没各可以与CQM]H相連接。当連接到外遊端口日寸,努必牢固地描人達
接i器。
連接上位汁算机
使用兼用連接屯幾,CQMIHCPU単元可以連接送行支持軟件的IBMPC/AT
兼容計算机。
注在将CQMlH与支持軟件連接吋,将DIP汗美的脚7置ONe如果脚7是OFF,
則就不可能使用支持軟件,而只支持芋掘編程器連接。当経由外没息銭通信
吋,述需要将D正P升美的脚5冠OFF,井在P(=設置中刃上位鑓i接通信遊行設
定。群1情清参閲第3-5苦輪程没各。
全人計算机
RS-232C
連接器
(D-Sub,25』却)
夕卜没端口
達接手握縮程器
全人汁算机
RS-232C
連接器
(D-Sub,25月却)
タト没端口
CQMIHCPU単元可連接手提編程・器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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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縮程終端的連接
第4-10市
注在将CQMIH与手提編程器相遠接吋,努必蒋DIP升美的脚7置OFF(出〔受
定)、,如果脚7是ON,則求不可能使用手提編程器。
編程器
4-10連接可縮程終端
下表示出可用千与可編程終端(町)通信的各利幅倍配置。
串行通信端白            奉行通信方式    PClPT   Il手提端程器功能
CPU単元的内覧RS-232C鞘口                NT縫接(L1方式)  仮1コ   支詩(夙町)
単行通信板      RS-232C端曰く鞘口D      NT縫接(L1方式,1:N方式)  1:1上1:N        百
        RS-422A/485(端口2)      NT縫接(1:1方式,至lN方式)        1:域1:N 香
住1.当鑑由－i:1方式NT縫接通信吋,連接到支持此方式的pr的端口上。如
果是連接到只支持1,N方式通信的端口,則就不可能遊行通信。
2.当経由1:iN方式NT縫接通信吋,連接到支持此方式的pr的端口上。如果
是連接到不支持此方式的端口(例如只支持1:1通信的N'r30/・NT30C的
RS-232C端口),則就不可能遊行通信。
3.如果CPU単元的循坪付1司是800ms或以上,則就不能使用N「r20S、
N'r600S、NT30、NT30C、NT620S、NT620C和NT625C(即値在1:NNT鑓接中只
使遠些田中的一介。)
4.当連接到串行通信板端白吋,不能使用町射手握編程器功能(打展方
式)。只有連接到CPU単元的RS-232C端ロオ能使用官イr]。
当使用Fr的編程器功能吋,将cpu単元的DIP升美的脚7置ON。
5,力連接到同－PC的各pr汲置一介独有的単元号。如果多介pr設置相同
的単元号,則会友生俣動作。
使用下列屯継連接到PT。洋情清参固相実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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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縮程終端的連接
第4-10市
PC和rr之湾1=1連接用屯笏
PC単元或描件板  PC端ロ  PT      PT端口  串行通信方式(見住)      長度    型号
CPU単元或車行通信板対干CPU単元,方式以】=1,対手車行通信板,方式力1:1或1:N。       RS-232C端口(D-Sub,9脚,描座)     NT20S,NT600S,NT620S,NT62㏄,NT625C       RS-232C端口(D-Sllb,9脚,捕座     上位鍵接或NT鑓接(L1方式或至ぷ方式)      2m      XW2Z-20(汀
                                        5m      XW2Z-500T
                NT30,NT3㏄      RS-232C端口(D-Sub,9脚,描座      上位縫接或NT鑓接(1:1方式)       2m      XW2Z-20σr
                                        5m      XW2Z-50σr
                NT3LNT31CNT63LN31C      端口A:RS-232C端口(D-Sub,9脚,描座        1二位縫接或NT縫接(L1方式或hN方式)       2m      XW2Z-20σr
                                        5m      XW2Z-50σr
                        端口B:RS-232C端口(D-Sub,25脚,播座       上位縫接或NT鍵接(1:1方式或1:N方式)      2m      XW2Z-200S
                                        5m      XW2Z-500S
                NT20M,NT600M,NT61㏄,NT612G,NT61㏄       RS-232C端口(D-Sub,25脚,描座)    上位鍵接        2m      XW2Z-200S
                                        5m      XW2Z-50GS
注失乎車行通信板的RS-422A/485端口的連接洋情,清参閲稲美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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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操作概覧
本章給出CQMIH操作的息体観覧,包括CPU単元内部鈷杓的畑芳井描述了不同的操作模式。
5-1CPU単元的内部結拘
5--1-1
5一三一2
5-1・-3
5-2操作模式
5-2--1
5-2-2
5-2-3
5-2-4
内存区
DIP升美
内存盒
操作模式的描述
1/0内存的初婚化
肩功模式
没有塩池的操作
122
122
123
123
123
123
124
12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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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単元的内部結杓
第5--1市
5-""1
CPU単元的内部錆拘
下闇昆示了CPU単元的内部結杓。
CPU単元
DIP升美
]
PC設置
(除車行通信板汲置外)
共演DM区
　亙
串五悪借坦改定
2　鴛
錯没日志区
劃61
野
搬5
乱
㍗5
呈11磯99
;麟
到
笥
65
息
吉口
令
指
腐
肉存盒
岬
用戸程序,数据内存(只逮
区,PC汲置),和]ヲL展指令
信息能按批保存和懐。
⊂==コ竜池(上述区盾各)
5-1-1内在区
用戸程序
1/O内存
注CQMIH不需要曲用戸注冊的1/o表。
下列所有区部用竜池后各。如果竜池用完,遠些区的数据将会芸失。
用戸程序曲程序指令組成,遠些指令対1/0内存速写,井杁程序升始赴按次
序執行。在所有指令執行后,所有単元的1/0被刷新,井M程序汗始赴重夏循
琢。
如果CPU単元前面的DIP升美的1脚没置力ON,就不能杁端程没各写入用
戸程序。
在使用内存食付可以対用戸程序避行違、写和比較。
1/0内存是曲用戸程序或編程没各瑛和写的区域。宕包含2稗区域,在電源変
OFF再ON吋被清除的区域及保持数据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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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模式
第5-2市
PC設置
(DM6600到DM6655)
只漢区域
(DM6144到DM6568)
錯遅日志
(DM6569至DM6599)
折展指令借息
5-・1・-2DIP升美
5--1-3内存盒
1/0内探述分成与所有埠元交換数据的区域和声格供内部使用的区域。有4
/1ri・・d－刻可以与単元交換数据:毎分指令循琢執行一次吋,在1/O刷新指令
10RF(97>執行H寸,tl　到中断輸入吋輸入刷新,在執行指令吋的輸出立即刷
新。
通達軟升美或参数,用PC汲置汲置各科初婚或共営没定。使用内存盆,可以
漢写和比較此区域。
此区域可以由増戸程序逮,但不能由用戸程序写。必須使用編程没寄寄人此
区域。如果CPU単元前面的DIP升美正脚力ON,編程没各也不能再入此区
域。在電源力OFF吋此区域的数据保持。
此区域包括C(mtrollerLlnkDWI参数区,路由表区,利率行通宿根潰走区。使用
内存盒,可決、辱知比較此区域。
錯淡白志存傭CPU単元声生的致命,及非致命錯俣麦生次数租借渓代碍。:'f
以存虻10次錯俣。
本区包含分配給打展指令(功能代碍能修祓或分配的指令)。如果CPU単元前
面的DIP汗美4脚力OFF,将使用鋏省分配的抄展指令。在4脚汲置力OFF
吋,遠些分配不能改変,、使用内存盆,可速写和比較此区域。
DIP升美是用予設置初婚値域真言没定。
用戸程序数据内存(只逮康和PC設置)和打展指令宿患能用内存盒来保
存。如果CPU単元前面的DIP升美2脚力ON,在屯源変ON吋,存緒庄内存
金的数鋸目劫倍速到CPU単元。
5-2操作模式
5-2-1
編程模式
監視模式
這行模式
操作模式的描述
CPU単元可用下達3秒操作模式。遠些模式控制整ノト用戸程序。
在編程模式吋程序停止執行。此模式用子下列操作。
・改変PC炭量和共営改定。
・後送和検査程序。
・強制置位相夏彼位来栓査接残和位分配。
花輪程模式遊行1/0励新。
下列操作操作在監祝模式下熱行程序吋能遡i行。
・在残編輯
・強制置位和強制夏位位。
・改変1/0内存的値
此模式用干正常程序執行。一些編程没各操作在此模式下禁止,如在銭編
輯,強制置位/強制夏位,改変1/0内存的値。但其亡編程没各操作允杵,如盟
視程序執行状志(盟視程序和監視1/0内存〉。此模式用干実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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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模式
第5-2市
△注意在改変操作模式前,要碗杁対没番役有不良結果。
5・-2-・21/0内存的初婚化
下表湿示在操作模式杁編程模式改変力遠行/監視模式或反向改変吋会清除
郷些数据区。
模式改変        不保持区(注1)   保持区(注2)
道行/監視一〉編程       清除(児注3和5)  保持
編程→送行/監視 清除(見住4和5)  保持
編程←、盗視    保持    保持
注1.不保持区,IR区、LR区、定吋器PV、定日寸器完成著示志。(AR区和SR区的一
些地趾状恋保持,其官被清除。)
2.保持区IHR区、DM区、EM区、汁数器PV和計数器完成杯志。
3,定時器PV和定対審完成椋志的状恣,在操作模式杖遠行模式或盗視模式
改変力編程模式吋将保持、,
4.定吋器PV和定吋器完成椋志的状恣,在操作複式杁編程模式改変到遠行
模式或監視模式吋将清除。
5.在1/O保持位(SR25212))(iitrON吋,}i/0内在中的数据将保持:i在1/0保持
位(SR25212)力ON,井∫」虫干致命錯涙(包括FALS(0⑪7))使操作停止肘,1/
0内存的内容将保持,但輸出単元的輸出都変力OFFL,1/O内存洋情参兄
CQMIH編程]三冊。
5-2-3自助模式
在電源変ON日寸CQMIH店功操作模式取決子下列三AlrN4E・=CPじ単元前面
的DIP〕千丈L7脚的没定,PC汲置,是否連接着手握編程器。下表呈示迂些因
索不同組合的自動模式。
pc没置                  操作模式
字      位      値      
DM6600  08到】5 00Hex   (児下面的注)
                0田ex   在屯源変OFF前上次用的模作模式。
                02Hex   操作模式在位00到07中指定。
        00到07  00Hex   編程模式
                OIHex   盗視模式
                02Hex   1這行模式
注肩劫模式将取決手班P升美7脚的没定和連接的没各美型,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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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模式
第5-2市
在屯源ON吋連接的没各    7脚没定 
        OFF     ON
没有連接        編程模式        送行模式
芋掘編程器      由手提編程器的模式升美決定      編程模式(不能与手握編程器通信)
不足編程器的没各        編程模式(不能与連接的没各通信)  根据連接屯幾力編程模式或送行模式。(見住)
注下表昆示在連接不是編程器的没借吋,宿劫模式与連接屯鏡的夷祭。
連接亀縄        自助模式
CSIW-CNll4+CQM1-CIFO1/02        編程模式
CS王W-CM18+XW2-00/50{〕S(-V)    編程模式
CS玉W-CN226/626 送行模式
CSIW-CN118+XW「2Z-200/500S-CV   遠行模式
5-2-4没有毛池的操作
在役有内部電池或内部竜池期先吋,通道向内存念写人所需的数据(用戸程
序,PC炭量等),i操作就借可遡i行。逮稗情況下,使CPU単元前面的DlpiFF美
2脚力ON,在宿幼時,存偏在内在盒的数据会自動侍輸到CPU単元。
注如果内部丸池用完,CPU単元内的数据(用戸程序,没定等)在屯源力oFF酎
会芸失。
在没有内部竜池或竜池用完的掠作吋,必須考慮下列注意事項。
・内部丸池用完吋,数据将受下列影口向、,
・在電源変OFF吋,HR区、定時器/計数器PV、DM区和AR区数据将清除。
・在屯源変OFF吋,SR区的数据将変得不穏定。因此,不要在PC汲置
(DM660])中段貴1/0保持位(SR25212)和強制状恣保持位(SR2521D力保
持。
・1/0保持位(SR25212),強制状恋保持値(SR25211)和輸出OFF位
(SR25215)将是特別不穏定,井可能声生一介相反的操作効果。在程序升
始吋∬立使送些位力OFF。要遠祥倣,可用下面的指令。
首次循杯1示志(在操作F
始肘変ON・一介循郵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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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模式
第5-2市
如果在PC設置(DM6655位12到15)中如下汲置,即使内部電池用完。也茶
会栓測FE池借俣(非致命措涙)。
1512110807040300
DM6655i
i
七
屯地竜圧低錯俣允許
OHex:栓測
lHex=不稔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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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升美設定
本章描述CPU単元前面的1)IP升美改定,大多数PC操作受PC汲置中的参i数段定控制。美干PC汲置的
信息遣参見CQI阻H編程季肋。
6-1DlpiFF美改定
6-2通信端口和店功模式没定
128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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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升美設定
第6-1市
6-1
DIP升美没定
下図呈示DIP升美的出「改定。出「没定在下表中以粗体表示。
下表后面的表格総出了5脚和7脚不同改定鋸合的洋畑情況。
引脚    用法    没定    功能
1       '日保炉 ON      用方こ|程序,只逮DM(DM6144到DM6568)和PC汲置(DM660G到DM6655)不能杁編程没各写人。
                OFF     能自多八端柱波寄写入用戸程序,只漢D孔{(DM6]44到DM6568)和PDM6600到DM6655)。
2       杁内存盒自動佳送        ON      自」」作送允許お劫吋内存盒P存儲舶用再転序,只灘)M(DM6144到1)M6568)、PC没置(DM6600到DM6655)和甘展指令信息ll劫催送到CPU単元ち但是,如果4脚没意力OFF,書展指令仁恵不作送,而使用駄省設定、
                OFF     u鈎引等禁止。
3       手振編程器呈示悟吉      ON      英文、,
                OFF     系統ROM中存儲的借書、.(系統ROM是H文版吋席示H文消息)
4       打展指令設定    ON      打展指令由用戸山置。…般在使用上位杭輪程/監視付刃ON。(見住D
                OFF     打展指令没目方顕者。
5       車行通信端日没定        ON      CPU単元上的タト圃端口和RS-232C端口出椋准改定控制(]二位机鑓接,]肩胎位,偶校験,7位数折,2停止位,9600bps)但如果7脚設置力OF執達・卜設置与外田端[元文。
                OFF     外国端口由PC段丘(DM6650到DM6654)i擁制,RS-232C端口出PC没置(DM6645到DM6649)控制。
6       増戸決定的設定  ON      6胸髄改定存緒方ARO712的ON/OFF状志。如果6脚ON,ARO712変ON。如果6脚OFF,ARO712変OFF。
                OFF     
7       連接到外国端山的没各    ON      不足手握編程器自勺2扁程彦と斎育旨連接至Uタト園端rコ。
                OFF     只有手提編程揺籠連到外国端口,
8       CX－跡改允許    ON      車行通信板使用CX防↓又,
                OFF     串行通信板不使用cx跡泌.
注
1.当4脚力ON吋,能移改変打展指令的功能代碍分配。在改変了功能代碍
分配后,如果在4脚力OFF吋合上毛源,設定将近回到訣・省改定状恣,改
変的打展指令宿患将芸失。男外,如果4脚力OFF,打展指令宿患将不会見
内在盒侍送、。
2.当以1方杖宏串行通信模式使用CQMIH-SCB4i串行通信板上的端白吋,
使8脚力ON来使用CX坊り(去創建或修改切炭宏。在CX{方杖中迭拝・
"C200HG-CPU43"作)勺CPU」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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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板和宿劫模式没定
第6-2市
6-2通信端口和自助模式没定
5脚和7脚対外圃端口和RS-232C端口操作的影呵。
引脚            功能    
5       7       外国端ロ        内藏RS-232C端1⊇
oFF     OFF     支持手握編程器  通信遊走由PC設置(DM6645到DM6699)決定。
OFF     ON      支持井手握縮程器没各。通信没定由PC汲置(DM6650到DM6654)決定。    通信没定由pC汲置(DM6645到DM6699)決定。
ON      OFF     支持手提編程器。        使用椋准通信没定。
ON      ON      支持幸手握編程器没各。使用椋准通信没定。        使用椋准通信改定。
5脚和7脚気通辻外国端白的串行通信模式的影噛。
引脚            外国端口的串行通信模式  
5       7       手提縮程器悪銭  外国悪銭1上位机縫接1売切煤'111数据縫接NT縫接(1:1模式)
OFF     OFF     是      否
OFF     ON      否      是(財)匡1是1否巨
                (目・IPC汲置控制}       
ON      OFF     是      否
ON      ON      否      是(祢准投足)1是(椋麟定)否1否1否
注在通辻外聞息銭将支持軟件違到外国端日日寸,使用下列改定。串行通信模式
是上位机鑓接。
引脚            pc没置:DM6650
5       7       
OFF     ON      0000Hex{椋准設定)或000111ex(楚割没定)
ON      ON      先夫(椋准改定)
5脚和7脚対通辻内置RS-232C端口的串行通信模式射影ロ向。
引脚            内職RS-232C端口的串行通信模式                                   
5       7       手握編程器悪銭  外国息銭        上位机鍵接      元肋改  111数据縫接     NT縫接(1=1模式)
OFF     OFF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由PC設置控制)                                  
OFF     ON      否否是1是是己                                   
                (由PC設置控制)                                  
ON      OFF     否      否      是(椋准設定)    否      否      否
ON      ON      否      否      是(}示准設定)   否      否      否
129
---------------------[End of Page 6088]---------------------



通信板和后劫模式設定
第6-2市
5脚和7脚酎自助模式射影繭
類聚PC汲置(DM6600,位08到15)中的雇功模式没定汲置力00Hex(宿功模
式由DIP汗美的7脚決定),只需決定編程器是否達i接,店功模式就由7脚設
定而決定。操作模式取決干PC没1置,DIP升美7脚的状志和在屯源変ON吋
連接在外園端口上的没各,如下表所示。
PC没豊                  操作模式
字      位      債      
DM6600  08到15  00Hex   (児下注)
                01Hex   上衣電源変OFF前用的操作模式
                02Hex   位00到07指定的操作模式
        00到07  00Hex   編程模式
                OIHex   盗視模式
                02Hex   送行模式
注在PC汲置中DM6600的位08到15設置刃00Hex吋,自助模式将取決干DIP
升美7脚的改定和達接没各的美型,如下表所示。
屯源ON吋連接的没各      7脚     
        OFF     ON
米連接  端程模式        遂行摸式
手握端舟器      由手擦細布器模式ヲ干芙決定      縮程模'弍(不白し弓連接的手提綱程器各通f口.)
不是手握編程器的没各    端程模式(不能与迩接的没蚤通信。)        根据近接的屯鏡,是氣程模式或道行模式。(見注)
注下表呈示在連接没各不是手提鏑程器財、DlpiJF美7脚没重力ON和PC没豊
中DM6600的位08到15汲置力00Hex日寸,自助模式和達接竜燈之同前美系。
連接亀鏡        店劫模式
CSIW-CNll4+CQM1-CIFO】/02       編程模式
CSIW-CN118+XW2Z-200/500S(-V)    編程模式
CSIW-CN226/626  送行模式
CSIW-CN118+XW2Z-200/500S-CV     道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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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使用編程器
本章提供連接和使用手提編程器的信息。在i操作手提鋪程器財可能出現錯俣的洋情,参見7-4-2編程器
錯俣消息。
-(∠
一一
弔1『1
編程
達接手握編程器
12(」45
一一一ー一
222(∠うム
ー一一ー一
門ーワー7『/71
兼容射手提編程器
用模式升美改変CQMIH的模式
肩幼時操作模式
操作的准各
輸人口令
7-3乎握錦程器操作
概述
123456789
一一{一一【一ー一
333333333
一ー一一ー一一ーー
777777777
清除内存
逮/清除錯i昊消息、
蜂鳴器操作
逮人和分配拡展指令功能代碍
改定和漢程序内存地」止及盗視位状恋
輸入或編輯程序
指令捜索
位操作数捜索
7-3--IO描人和捌除指令
7-3-11栓査程序
7-3-12位、数字、字監視
7-3-13二遊制盟祝
7-3-14三字臨祝
7-3-15有符号十遊制監視
7-3-16元符号十逃制盗視
7-3-17微分監視
7-3-18改変定時器、計数器SV
7-3-】9十六遊制、BCD数据修改
7-3-20二避f特‖数据¶彦i改
7-3-21有符号十送制数編修改
7-3--22元符号十遊制数据惨敗
7--3--23三字数据修改
7-3-24強制置位、夏位
7-3-25清除強制置位/夏位
7-3-26十六遺制－ASCII呈示改変
7-3-27違和没定時紳
7-3-28昆示循ヨ不日寸間
子123456
例一ーーーー一
　　　　　　
程
編仁㍗グ仁㍗㍗
4
}
7
准各操作
編程器錯俣消息
程序例
編程歩螺
検査程序
盤祝模式中測試送行
塁量魏:竃㍑:問曇‖§:‖曇㍑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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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編程
1,2,3,,.
主
注
第一次用手握編程暑9対CQMIH系列pc編程吋,使用下列歩8聚。
1.断升電源模挟上的電源。
2.如下汲置CPU模挟前面約DIP升美:
7脚:OFF(達接手握編程器)
3脚:ON(並示英悟)
在連接編程器前必須使7脚力OFFD
3.梧桐程器遅刻CPU単元的外聞端口上。
4,将編程器的模式汗美没置力編程。
5.」妾通鬼瀬単元己上白勺日日源。
如果操作模式未汲置力編程,在接通電源吋
行。
6.輸入口令。(按CLR和MON健)。
7.清険所有内存、、
8,逮井清除錯諜消息。
9.升始縮程
CPU単元的任何程序都会執
7-2連接手提婦程器
手提編程器能達接CQMII・t系列CPU単元的外国増田,而不能連接到RS-
232C端「コo
達接手握編程器前,使CPU単元前面的DIP汗英7脚力OFF。
連接CQMt-・PROOI・一－E
7胸
間
eOFF=外園端山没置力連接手鑑編程器。
ON:外囲鞘口没置力連接冥官碇谷。
注L不要在連接編程器財改変DIP井美的7脚,改変遠ノ↑'設定将中断通信,井
引起通信措俣。如果逢接着手提編程器,就会変得不同向疵,不接牧鍵輸入,呈示不
改変。
2,其官引脚的改定参兄6-lDIp升美改定。
3.如果編程霊亀幾断井井在2秒内重新連接,就下需要量新輸人口令,以前
酌量示状悉会保留。在某些情況下,如果編程器屯現在遊行操作(如程序
検査)吋断汗,也不需要量新輸人口令。
如下洛(:QM1-POO1-E編程器連接到CQMIH。
CQMIHCPU単元タト固端「1
CSIW-CNI14達i妻妾屯ξ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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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接C200H-PRO27-E
盈面安装
按如下所示将c200H-PRo27編程器連接到cQMIH。毎次只能達接一介編程
器。
C200H-CN222或C200H-CN422
連接屯境
C200H-PRO27-E編程器能如下国所示安装在控制盈面板上。(C200H-
ATro1安楽架単独姻芙。)
表装架
十一
面板厚度110至32㎜
至少予留80mm給編程器上的屯螢達i接器。
37
表装孔尺寸
(DIN43700椋准)
ス
↓
ト・・コ叫
至少需要80mm
可使用任一秤連接器
釣需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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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兼容的手提編程器
cQMIH可使用2秤手提編程器;cQM1-PRool-E和c200H-PRo27-E,※
些手提編程器的鍵功能是一祥的。
要輸入呈示在鍵左上角的字母或有2ノト功能的縫上的上鍵功能,按－F井保持
SHI打鍵。例如,CQMIH-PROOI-EBiVAR/HR鍵能指定AR或HR区;按下
井放升SHIFr鍵,然后接AR/HR鍵以指定AR区。
CQM1-・・PROOI・…E
新附的連接
屯銃(2m)
LCD呈示
模式升美
作
操
[
C200H-PRO27-E
(CQMIH不能使用)
下表呈示能用干連接C200H-PRO27-E到CQMIH的連接屯境。
型号    連接    俣度
C200H-CN222     連接到CSIW-CNII4連接屯投的外南端口。    2m
C200H-CN422             4m
CSIW-CIN224     朝妻連接到外国端口。    2m
CSIW-CN624              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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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M1-PROOI-E鍵盈貼紙
国画回国
園圃国[三]圏囹
回国臼間囹團
口口口口国国
口口口[ヨ国⊂1
口口口[憂国口
Eコ臼回国口
(=2001・1-PRO27-Eeedi巾占8氏
不同的鍵
f
回[ヨ[司[ii三
囲[圏[司[三]固[≡コ「-2麗麗竺鍵
固團口固周囲
口口巨コ[9il国[i厨
口口口園国国
口口[iコ團[口口
巨]臼[ヨ田口
CQMI-PROO1-E和C200H-PRO27-E的下列鍵的1示愁不同,但毎対鍵的
操作是一祥的.   
GQM1-PROO1-E的鍵        C200H-PRO27-E的鍵
③      1口
③      `臼
回      `闇
闇      1劉
使用編程器的鍵
注要指定AR区,対C200H-PRO27-E用SHIFr+HR鍵,而CQM1-PROO1-E
用SHIFr+AR/HR鍵。
編程器的鍵可以単独使用,或与SHI口鍵組合使用,毎Al.if..常和SHIFr鍵的
　ノへおイ　　　ヒむ
巨}_〔苦㌻輸入直隠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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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輸入
鍵的正常輸人写在鍵的中同或下面。
SHIFT鍵輸入
枝下要在SHI町健后才能輸人的鍵写在鍵的上面或鍵的左上角。在按下一介
鍵吋不需要保持鞍下SHIFr健。
校了SHIFr健吋,湿示屏的右上角皿示一ノト上相符号,在再一次按SHIFr健
后能清除核符号。
鍵功能
首先按SHIFT鍵,就能在改変i操作模式吋不改変並示。
下表列出了編程器鍵的基本用法。
鍵      正常輸入        SHIF腱輸入
        功能代硯        ●■■
垣              
『      SI汀(10)指令    `,」
巨      NC条件或微分指令        ,■■
F       ,肋当模式       ●■■
犀      AND指令 ●..
『      OR指令  ■■■
匡      汁数器指令(CNT)或}卜数霊地牡    ●,,
－TR㌧ノ        TR位    1・.
★M     LR地批  間接EM地趾
一ーノ          
陪      HR地坦二        AR地±止
鍵      正常輸入        SHIFT鍵輸入
商      LD指令  
犀      OUT指令 ・,.
巨      定吋器指令(TIM)或定日寸器地趾   
割      DM地批  EM地力ヒ
割      同接D{u地堤     IR/SR地斑
圏      常数    位地]止
∪      胴長指令        
回      数据改変        ..■
㊥      捜索操作        ■,●
SET     強制置位位      ・・■
　∪    捌除    ■`●
㊥      盟祝    ・9■
圏      強制変位位      ■・,
∪      描人    ,■
臼      清除湿示或取消操作      
∪      4金硅   
WRITE   写人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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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移到上一介内存,位或字地批       上升措微分
口      移到下一介内存、位或字地趾      下降沿微分
o〔i⊃口        輸入数字0到9    輸入十六遺制数■A到F
模式升失
対此度控制
模式升美控制CQMIH的i操作模式,可以往弄美設置在道行或1盗視吋取定期
匙,侭不能在升美没置在編程吋取走。
用縮程器右側的控制可以凋廿呈示対比度。
対比度控制
蜂鳴器
C200H-PRO27-E胡蜂鳴器音量可以用編程・器右側的推杵凋市,CQMI-
PROOI-E的蜂鳴器音量不能凋竿。
C200H-PRO27・宏
量
音
低
量
▲1▼音
商
法用鍵操作可使蜂鳴器変ON和OFF。細布児7-3-4蜂鳴器操作
7-2-2用模式井美改変CQMIH的模式
編程器連接完単層,模式升美可以用干改変CQMIH的操作模式,模式昆示
(〈PGRAM>,〈MONITOR>或〈RUN>)会出現在編程器屏蕃土。
・在編程器屏幕上昆示模式吋,不能遊行鍵i操作,按CLR縫箔除湿示,就能
避行操作。
・如果在改変模式升美吋按了SHIFr鍵,原来的呈示就保留在編程器屏幕
ヒ,模式霊示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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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QMIH通屯吋如果没有連接編程器,CQMIH将自劫遊人追行模式。
模式皐示
　ぐ　　　む　
Ru＼lpヂGRAM
　　　　む　
Ru＼lpヂGRAM
①
ゆ　　　　
RU叉1ワ。GRAM
㊦
くF`Rlコ∈iFl円『'1::
日2・門1=ENZT口Fl
E}¶侃咽1
8三
ヨ　　　
∨擬…　、
初始昆示
臼
川
端下国|〔iヨ
白田轡自白
操作模式
輪程模式
在編程模式下不執行CQ岨H程序,編程模式用干創建和編輯程序、清除内
存,或栓査程序措俣。
監視模式
在監祝模式中執行CQMIH程序,井且1/0牡理弓返行模式中相同。用塩祝模
式測試系統i操作,如盗視CQMIHi操作状恋。強制置位相変位1/0位,改変定
吋器和計数器的SV/PV,改変字数据,和在残編輯。
道行摸式
迭是CQMIH的正常操作模式,可以双輪程没番監視CQMIH的操作状志,但
位不能強制置位/強制夏位,不能改変定吋器和計数器的SV/PV。
△注意在程序首次自動吋,在改変PC的操作模式前,要仔細地検査系統,防止可能
出現的事故。
△注意不要在i按下任何按鍵吋改変模式。
7-2-3后劫吋的操作模式
合上毛源吋,CQMIH的…操作模式取決手PC没量的没定和編程器的模式(如
果達接着編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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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没置                  操作模式
字      位      債      
DM66GO  08到15  ooHex   未連接手提編程器=編程逢接手握縮程器:編程器模式戊FX的模式没貴
                〔〕1Hex        在電源変OFF前上次用的模作模式。
                02Hex   操作模式在位00到07中指定。
        00到07  00Hex   銅程模式
                01Hex   !1{[視模式
                02Hex   送行模式
注如果DIP升美的7脚力ON,上述借息可能根掘PC設置中的改定而改変。姻
苦参児6-2廿通信端日和烏劫模式没定t,
7-2-4操作的准書
本市描述了在昔次使用編程器財井始鏑程器操作所需的歩螺。
△注意pc唖鰭鞭器髄屯洲,除了特定目的凄救獄官模式タト.繍
器必須赴在輪程模式,如果編程器在送行模式接遇PC屯源,不管内存中的
程序悪神都会執行,都会使PC控制的系統井始工作。
在升始初始程序愉人前,必須執行以下操作順序。
1,2,3,,,1.碗杁PC茨J屡斤庖。
2,在CPU単元的前面DIP戊T美.没晋7脚力OFF,以允許遅桜動静「29,碗杁3
脚力ON,呈示英悟。
3,将編程器達到CPU単元的外国端口。細辛児7-2連接編程器(CPU単元
的通信升美改定対編程器的通信没有影呵。)
4.模式升美汲置力編程模式。
5.妻妾通PCEU源。
6,輸人口令,拙下児7-2-5輸人口令。
7.清除(全部清除)PC的内存。Z田廿見7-3-2清除内存。
8.達人井清除所有惜漢和消息。細布児7-3-3旗人清除籍俣消息。
9.汗始編程,、
7-2-5輸入口令
要遊人PC的編程功能必須首先輸人口令。口令防止未授枚者坊何程序。
在PC上毛肩肘或PC日経上毛吋編程器在編程模式,PC会提醒輸人口令。在
"Password!"消息出現吋,要荻得遊人系統,按CLR及MONTR,然后按cm清
除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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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PC己変通屯吋将編程器達到PC,官的,1示先指示在編程器連接前
PC的模式。在輸入口令前座礁杁PC在編程模式。輸人口令后,PC就会i按模
式升美的設置精到此模式,如果模式汲置力送行或監視,会使PC汗始工
作。在輸人口令后,用模式升美能改変模式方道行或監視。
臼
>FtFl1:11ヨF:F『1・1>
F1円己≦三日〔1N:[:1!
指示模式迭捧井美的模式汲置
7-3
手握編程器操作
7-3-1
概述
下表列出用手握編程器可遊行的編程和監視操作,詳細的操作歩螺参見本廿
的共糸部分。
名称    功能    頁
消除内存        消除全部或部分程序内存知任何不是只i妻的数据区,以及編程器内存的内容。    玉4]
逮/清除皆実消息 呈示和清除榔昊消息,井呈示MESSAGE指令消息。      143
蜂鳴器操作      升和美在校編程器健吋蜂鳴器的友声。      143
逮人和分配抄展指令功能代碍      武人或改変分配姶打展指令的功能代碍。(要対打展指令分配功能代碍,必須使DIP升美的4脚力ON。  】44
没定程序内存地祉        在欧、写、描人和捌除程序吋,設置指定程序内存地批。       】45
漢人程序内存地雄和盟控位状志    渡程序内存的内容,在編程和監視模式中湿示当前呈示位的状恋。       14」5
輸入或編輯程序  覆耳当前程序内存的内容,改力或者是首次輸人的程序,或者是改変已往存在射程序。      145
指令捜索        手技程序中指定的指令。  ▲49
位操作数捜索    尋我程序中指定的操作数。        149
播人和捌除指令  挿入或剛除程房中的指令、        至50
検査程序        検査編程錯渓井旦示麦生錯俣的地趾和措俣。        151
位、数字、字腔視        盟概述16介位和字的状恋,但回付只能呈示出3介。    152
多地趾盟祝      同耐塩祖述6介位和字的状悉。     153
二遊制監視      監視狂句字的16位的ON/OFF状恋。  153
三字監視        監視三千連接字的状悉。  154
帯符号十遊制監視        将指定宇的内容見帯符号十六逃制C二的朴碍格式)特操力帯符号十遇i制旦示、   155
微分監視        塩祝特定位的上升或下降微分状志。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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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age 6099]---------------------



編程器操作
第7-3市
名称    功能    頁
元符号十遊制臨祝        将手中的十六避制特換力元符号十遊制呈示。        155
修改定対審計数器SVl     修改定吋器或日数器的SV. 156
修改定吋器什数器SV2     細凋修改定吋器或汁数滞納SV。    157
修改十六近制,BCD数据    修改監視字的BCD或レ六逃制値。   157
修改二進制数据  修改正在監視学的位状恣。        158
修改有符号十遊制数据    将正在監視学的十近親値改変大有符号卜遊制数据,萢圃カー32768到32767(倍長数据カー2147487648至12147481647)。指定字的内容自動韓族大有符号符号十六遇i制(二的神岡格式)、,      159
修改元符号十遺制数据    将在在臨祝字的十避制値改変力元符号十遡i制数据,萢国力0到65535(倍長数据力0到4294967295).自助改変力十六避制数据。  159
修改三字数据    修改在一字置税操作中呈示的一ノト或迭3介達鎮手酌内容。   160
強制貴位/変位   強制ON(強制置位)或OFF(強制夏位)。       161
清除強制置位/復位       恢夏被強制管位文夏位的所有位的状志。    162
十六遺制－ASCII丑示改変 在4位十六遊制数∪～・和ASCII之1司来1司4剖灸字数据湿示。 162
逮人和設定吋帥  達人或汲置内部吋紳、(必須女装有吋紳的内存盒,,)  163
呈示循珂耐同    晟永当前平均循跡付間(招猫吋同、)        ▲63
7-3-2清除内存
本操作用干清除全部或部分程序内存和数据区,以及編程器内存的内容。本
操作仮在編程模式可行,、
全部清除
1,2,3...
升始首次編程或異装新射程序前,屋Z清除所有的区。
下列歩』聚用干満除全部内存,包括程序、所有数据区、汁数器PV、数据内存和
PC没置lDM6600到DM6659)。
1,重夏按CLR鍵,遊人初始湿示。
2.按SET,NOT,RESET鍵ヲT女台操作、,
注
△臆
E∋〔三]闇
自白自白猷・IE抽=IF:}1=:LF:?
HFIl=:卜]T〔:1『・1E門÷
仮対CQMIH-CPU61湿示EM区。
3.按MONTR鍵清除全部内存。
自白[ヨξ閨1・IE門〔IFIIi・,・El=:L巨I
Eト4[:lHF:1=:t・lT[:1卜1EI・1+
執行此操作f{寸PC汲置(DM6600到DM6659)也将被清除。DM6569到DM6599
的措俣日志不清除。
部分清除
iiiＴ以保留指定的i数据区或部分程序内存。在按SET、NOT、RESTE健之后按遣
当的鍵保留HR、TC或DM区的数据。在i按下MONTR縫目寸任何出現在湿示器
上的数据区将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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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鍵用干指定AR和HR区,CNT鍵層干指定整/↑'定日寸器/計数器区,DM鍵
用干指定DM区,SHIFr和DM鍵用干指定EM区(兄下一歩蝶)。
迩可能保留駄弁始内存地祉到指定地阯的部分程序内存。在指定了保留的
数据区后,指定要清除的程序内存首地±ll:。例如,輸入030力保留地雄000到
029不動,清除杖030到程序内存結束的地±11二。
作カー介例子,i按照以下歩1燦保留定時器/計数器区科程序内存地地000到
122。改変EM区的規定,参元本市中下一歩螺。
1,2,3..、1,按CIR健送人初始呈示。
2,按SET、NOT和RESET鍵弄女台操作。
3.按CNT鍵杁呈示数据区中去除定対審/片敷器区。(不溶除計数器PV。)
自〔日電白燐卜1El・1〔1匡li・,・i
HR
i:1LR?
簡ξ竺」
注仮CQMIH-CPU61昆示EM区。
4,按123指定123作方升始程序地批。
〔〕e〔D
自白i2罰・1E卜1〔11;iv,1,iCLR?
H費[1門Et・1+
EM区規定
5.按MONTR鍵消除指定区域的内存。
可以象其亡区一祥保留或清除EM区的数据,但歩螺有一些不同。下列歩畷
並示如何改変規定,此規定眉作上述歩蝶(部分清除)的一部分。
用SHIFr和DM健指定EM区。
注仮CQMIH-CPU61昆示EM区。
1,2,3...1,i按(]LR健回剥切始鼠示。
2.按SET、NOT和RESET健ヲ干始操作。
〔ヨε〕〔3剛霞1騨:lllt,ti=:麗
3,按SIIIrT和EM/DM腱出現以下呈示,在下面一行呈示Bank号。如果在呈
示的Bank号執行清除操作,将清除EM区。
∈週
日ξ‖ξ1〔ヨ臼Er・1〔:LR
口
.持.
4.清除Bank号則就不清除EM区,按0鍵,Bank号消失。
臼自白臼ξ}E門〔:LR
B、
主
5.按SHIFT和EM/DM縫返同前面的内存清除昆示,芽接上述部分清除完成
操作。
i.向上和向下縫能用干取代SHIFI「和EM/DM鍵切換昆示。
2.即使Bank号已鍾杁EM清除量示中剛除,EM価然在内存清除呈示上豆
示。只要Bank号已往夙EM清除呈示中捌除,EM区就不会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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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QMIH-CPU61CPU単元在EM区中只有一4Bank区,只能指定Bank号
力O。
7-3-3填入/清除借俣消息
此操作用干昼示和清除籍俣消,自、,官能在任何模式昼示和清除非致命借俣及
MESSAGE指令消息,但致命錯俣只能在編程模式中清除。
鍵順序
t,2,3,,,
在輸入新程序前,座法清除竜泉在内存中的錯俣消息。遠是假定出現錯涙消
息的措渓原因已鋒被注意,如果在清除錯俣消息時弊鳴器友声,則庇先消除
措俣原因,然后清除錯俣消息。(排錯情意参兄第5章測試送行租借涙赴理。)
按以下歩藤豆示和清除消息。
1.按CLR鍵遊人初婚呈示。
2.按FUN然后按MONTR鍵,升始i操作。如果没有消息,将出現以下呈示:
巨〕臼E卵{已1三1=:Ht:::。F:::
如果有消息,按MONTR鍵会呈示曇声量的消息。再按MONTR鍵可清除当前
消息井顕示下一ノト最戸量的措涙消息。継接按MONTR直到所有消息都已経
済除,下面是～些措浜消息例=
内存錯瑛:
系辮,臼トIE卜11=IE"i"EFIFI
5叱r'己Fnll_FHLS:・11
消息(用MSG(46)豊示)1
@ltng:IRLu己E回P
清除所有消息:
7-3-4蜂ロ島器操イ乍
臼巨ERゴ刷〔:Ht:::1〕1:::
本操作用干升実在按編程器鍵吋蜂鳴器的友声。蜂鳴器逐会在PC操作出現
措俣吋友声。蜂鳴器財出結約操作不受逮些改定的彫物。
此i操作在任何模式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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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順序
按以下歩蝶輸入鍵使蜂鳴器升和美。
1,2,3.,,1.按CLR、SHτFr和CLR健送人模式呈示。在此情況下,pc是在編程模式,蜂
鳴器接通。
∈E〔⊃ご情願T。R!Elz
2.按SHIFT井然后按1磯菜閣蜂鳴器。"BZ"会見呈示中消失,蜂鳴器不笈
声,、
∈∋〔コ洞洞丁蜘
3,再次按SHIFT井然后i按正鍵,蜂鳴器量i新接通。
E当国〕澗〔11'II":iF:㌔
「.・』
日
一3-5漢人和分配打戻指令功能代伺
本操作用手品示或修改分配給打戻指令的打展指令功能代碍。在任何模式
中可呈示区分分配,但只能在錦程模式中傷改分配。
操作    遠行    盗視    輪程
旗分配  OK      OK      OK
改変分配        否      也      OK
在輸人程序前,使DIP汗夫的4脚力ON,分配抄展指令功能代碍,如乗打展
指令没有正碗地分配,CQ岨H就不会正鴫操作。…全力ふ展指令只能分配到一
介功能代碍。
△
小心使用用戸分配的打展指令功能代砂付,必須使DIP升美的4脚力ON。如果在
4脚力OFF吋合上屯源,打展指令会同夏到{映省功能代碍没定,会吾失所有
的用戸遊走、,即使惨敗功能代碍,数据也不会改変,井且程序不会接頭想的
執行。
CQMH-t的訣省功能代碍分配参見CQMIH編程手焼。
1,2,3t,.i.按CLR健遊人初始呈示。
2,按EXT鍵呈示分配的第一介功能代碍(17)。
Irl己TT日LF:EFI[:1
FLIH～ヨ17‖白雪FT
3.按向上9■・〉'」能代碍。
Ir帽TTE:LFIEFID
Fl」1・帽ユ1≡1:Tト=:f't・1
4.按CHG鍵分配一/卜不同的打展指令姶逃捧的功能代碍。
IH三TTEILl=二Hl三i?
国
FUト抱i己妻丁}:::1・1・J÷????
5,按向上和向下縫竣功昼示能分配所造功能代商的折居指令。
IH5TTE;LCHIヨ「
FLIN口1;ヨ:T}111時]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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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按WRITE鍵寝所呈示的指令分配給功能代碍。
Ir・3己TTE;LRE臼1)
Fl..II・"Tlll三;;HE::
7-3-6没定和達人程序内存地趾及監視位状杏
本操作用干呈示指定的程序内存地上【[,在任何模式都可能。如果PC是在送
行或盗視模式,将昆示所有昆示位的ON/OFF状志。
第一次輸入程序吋,通常林地趾000井始写到程序内存。虫干在昆示清除吋
就出現此地蛙,因此不需要指定。
在不是杁000升始輸入程序或逮或惨敗已経左内存区的程序吋,必須指定所
需的地趾、,
1,2,3.
1,按CLR鍵遊人初婚昆示。
2.輸入所需的地趾,不需要輸入数字前的零。
〔i〕e〔AO〕虻随
3.按向下縫,如果PC在遠行或監視模式,在右上角皿示所」正示位的ON/OFF
状志呈示。
自白2臼田F¢EFI[1
⊂〕
1..[iE
4.按向上和向下縫譲劫呈示程序。
〔ゴ
自白2邑1拝lERじI
R目[:o
白田口〔ヨ自FlEFI[匡
o
L[・
調謡
自白自白1
自象臼田自
7-3--7
注按MONTR鍵能切換方位、数字、字監視操作。在完成位、数字、字監視操作吋,
町以按CLR和向下縫近回到没定和懐入程序内存地祉及盟祝位状志操作。
輸入或編輯程序
本操作用干輸入或編輯程序,只能在編程模式操作。
退行
否
盗視
否
編程
OK
対第一次輸入程序或改変己有的程序歩繰相同。在任一秒情況,程序内存的
当前内容被覆写。
145
---------------------[End of Page 6104]---------------------



編程器操作
第7-3市
輸入下国的程序作方操作示例、、
00CO2
12.3s
地趾    指令    操作数
OO200   LD      lROOOO2
00201   TIM     000
                #0†23
00202   MOV(021)        
                #0100
                LR10
OO203   ADB(050)        
                #0100
                #FFF6
                DMOOOO
㌔2,3..
.1.清除豆示,設置地肚如下:
a)按CI丑鍵遊人初婚呈示。
b)指定程序iii始地]止。
ω輸入程序兀始的地趾,横向
〔ヨ〔コ〔コロ
2,將第一条指令写人到内存,如下1
a)輸入第一条指令和操作数,
@e
轡自重口口
L[:1
自白自白2
b)按WRITE健将指令写人到程序内存,昆示下一'/lx程序地趾。
囲蕊鷲睡二二コ
効果輸入指令有錯俣,按向.L縫返回先前射程序地斑井重新輸入指令,
覆写錯淡白勺本旨令、,
定吋器和汁数器完成椋志能作方位操作数輸入。輸入指令(例LD、LD
NOT、AND等),然后按TIM或CNT鍵,再是是刑器或汁数器号即可。
3.輸入定吋器指令(TIM)如下:
a)輸入第二条指令和操作数,(迭ノト情況下不用輸人定吋器号,国力官是
000>按WRrrE健将指令写人到程序内存。
口1ヨ三自1T工f・1[:1RTR
臼歯
#邑目臼ξl
l〕)輸入第二ノト…操作i数(123指定12.3秒),按WRITE鍵湿示下一条程序地
]止。
[⊃〔ヨ〔コ囲㍑ξ障瓢
如果輸入操作数有錯俣,按向ヒ縫返回到昆示錯俣的操作数,重斬輸入操作
数。
注a)計数器輸入与定時器輸入方法基本相同,除了用按CNT鍵来代替丁【M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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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定吋器相針i数器SV用BCD輸入,因此不需要按CONT/#鍵。
4.輸入侍送指令(MOV(21))如下:
a)輸入第三条指令及其操作数。首先按FUN鍵,然店是功能代碍(返付是
21)来輸入指令。
巨〕〔iDE〕
り日ぷ日エ
湘=鍬11::臼22.
如果要輸入指令的微分型,在功能代硝后按NOT鍵(FUN21NOT)。在微分
指令的后辺会呈示"@"符号。再次按NO鍵会改回非微分指令,"@"符号
消失。
要改変己経輪人的指令,只要簡単地液劫程序,盲動呈示所需的指令,按
NOT鍵,@符号会湿示在指令后。
b)按WRITE鍵将指令写到程1宇内存,呈示第一ノトi操作数的輸入量示。
臼田2臼2卜]〔11.,.1[li1:i"1"R臼
田
臼自白
5,輸入MOV(2D的第…卜操作数力常数如下l
a)輸入常数,首先按CONT/#鍵。指定一ノト常数吋必須用CONT/#鍵,国
力訣省輸入是内存地±II:。按CONT/#鍵層,並示改変方"#0000"。
圏〔コ〔口回運搬臓lD謡1
b>按WRITE鍵将操作数写到程序内存,出現第二介i操作数的論人昆示。
自〔ヨ2ξ遼沖=1し1[1・1『Ti『旨
囲
白白白
一口一
注MOV(21)的操作数可以是字地趾,因此輸入常数吋要按CONT/#鍵。
6,輸入MOV(21)的第二介操作i数作方字地吐如下l
a)輸入操作数,首先指定内存区域。
　
⊂〕〔⊃〔コ随蹴Pti=1㌦ii綿摘
b)按WRITE健将指令写到程序内存,豆示下一ノト程序地趾。
自ε〕2轡苫F:ER[:1
卜]〔lFll::～封目[ヨ::・
注輸入IR区位或字地」止日寸,不需要按SHIFT+CH/#鍵。
7.輸入ADB〈50)指令如下l
a)用功能代碍輸入指令、。
∈〕〔コ〔口
口ξ12ロコ
円[:鳴き::営5[ヨ::1
b)按WRrrE燵将指令写到程序内存。
自[日量ξほH[]EE:[1白丁臼F】
臼田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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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DB(50)的第一ノトi操作数カー十死符号(BCD)整数如下1
a)用下列鍵指定一介光符号整数輸入。需要CONT/#鍵、指定用常数輸入
取代内存地趾
㊥〔三]〔⊃〔三〕避雷R[1iE…lR目1鵬
b)輸入操作数的値〔杁O到65535)。
注1如果宿借俣,按CLR鍵板裏到輸人前的状志,然后鍵入正碗的輸入。
〔i]〔⊃〔⊃轍醒帥E;顯』皇皐
c)用下列鍵田到"卜六遊制呈示、
魯〔ヨ2臼3R[:EEEI[:1円丁持臼
Eヨ〔⊃
特自1自自
注如果輸入了超出允許池園的値,蜂鳴器会友声,井且不呈示十六遊制呈示。
臼自2[弼R[,El[li円丁目B
回
田自白
9,輸入第二李ADB(50)的操作数力有符号(BCD)整数如下:
a)用下列鍵指定有符号整数的輸入,要指定輸入石数代替内存地丑日寸需要
CONT/#鍵。一一
囲〔当〔⊃剛脇RPE郷皐:
b)輸入操作数的偵杁一32768到32767。用SET鍵輸入正数,用RESET鍵輸
入負数。
臼〔DO⊂緬㌦…認'
注如果有借俣,按CLR鍵恢夏到輸人前的状恋,然后健人正確的輸入。
c)恢夏十六遊制湿示。
[ヨ1ヨ2〔ヨ3R[1∈1[蓼RTFIE|
∈〕⊂ヨ
#FFFξ,
臼[三障縮緬謡
10,輸入ADB(50)的第三介操作i数内字地批如下:
∈〕ξ121ヨ=…F{[1E1[`Fl1-H〔
[El・1〔∋[3臼[ヨ
自〔ヨロ自4艮E臼[1
目〔lPl〔ヨ1ヨξll
---------------------[End of Page 6107]---------------------



編程器操作
第7-3■
7-3-8指令捜索
此i操作用干在程序中寺我指定的指令,在任何模式均可。
1,2,3.
如果PC在迄行或盗視模式,会呈示仕付昼示位約ON/OFF状悉。
L按CLR鍵遊人初婚呈示。
2,輸入升始捜尋的地趾,按向下縫,不需要輸人前等零。
E]〔口〔口口愛撫E冊蝿…
3,輸入要尋我的指令,按SRCH鍵。在本情況,按手OUTOIOOO。
在本情況,下一イ'OUTOIOOO指令在地吐200,豊示如下。
〔郵〔⊃〔口〔iiI〔⊃〔三]雲器剛F1〔:㌦1醐
4.横向下縫呈示指令的操作数,或按SRCH健投等速イ'指令下一ノト出現的地方。
5.捜尋会継接唐鋤END指令或到辻程序内存的結束。在此情況下到迷END指
令的地趾397。男外見示用戸程序所使用的内存忌i数,此情況是O.4千字。
自白書目ア已Fl〔:H
E≡1妻㌔一1[=tt::自|≡11ゴL::1|自1≡…1:4ト::1,,1
7-3-9位操作数捜尋
此操作用干在程序中尋我指定的位操作数,在任何模式均可。
如果PC在道行或1塩祝模式,会呈示任何呈示位的ON/OFF状杏。
1,2,3.
1、按CLR健遊人初婚展示。
2.輸入操作数地吐,不需要輸入前号零。
臼㊥〔三〕ll醐1:1=IHT己ξ:岩朋
3.按SRCI4鍵升始ナ皇室、、
自[ヨ1量;1::1=lHT己■1::H
③
L[=1自[ヨξ泊5
4.按SRCH鍵捜索下一ノト位操作数出現的地方。
1ヨEヨ255〔:1=IHT5F:〔:H
臼
H}・4[liH口Tlヨ[ヨ自ξ15
5,捜索会継接葺到END指令或到迭程序内存的結束,在此情況下,到迭END
指令的地堆397。男外呈示用戸程序所使用的内存忌数,此情況是0.4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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団匿ユ遥遥:!認
7-3-一一10
描人和捌除指令
此操作用干在程序中播入域捌除指令,只允許左端程模式下操作。
作方此操作的示例,将一・↑・IROOIOsON(常i汗)条件描到程序地SLLOO206,-Al
IROOIO3NO条件林地趾00205捌除,如下国所示.
捌除4・
地±止  指令    操作数
                
00205   AND     00103
002G6   ANDN(yr 00104
00207   Our     10000
00208   END(01) 一
揃人
播入
側除
按=下列歩8聚,在地趾00206撤』人IROOIOsNO
1,2,3.,,1,按CLR鍵遇i人物始量示。
2.輸入要摘入N.O条件的地±d:,芽接向下縫,不需要輸入前号零。
EE〔コ〔⊃
3,輸入新{li旨令井按1]NS
圃〔コ〔コ〔コ〔⊃
注
1,2,3...
口1ヨ2魯6i三IER[:1
8目[:1卜4i=lT臼田1[靱
4.按向下縫描人新指令.,
臼[ヨ2魯ア1ト]E.,EFITE糾〔二1
口R肥m随剛、
対手需要多介操作数的指令(如侯爵値),輸入操作数井按WRITE健。
鞍下列歩聚,在地趾00205捌除τROOIO3NO条件。
L按CLR鍵遊人初女拙老示。
2.輸入要捌除NO条件的地堤,井桜肉下縫,不需要輸入前号零。
E]〔口回〔ヨ㍑ξ魯5FIER㌦自1霞
3.按DELX建。
自白2臼5[iElLETE'?
Rt・9[二19-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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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向上健側除指定的指令。
如果指令有多介操作数,操作数会随指令自動剛除。
E〕
自1ヨ2魯!i5[:IELi三TEE卜1[:l
l:lN[:1自白1〔ヨ5
完成描人和捌除歩豚后,用向上和向下縫液功昆示程序,栓詮是否已鋒正碗
地惨敗,如下圏所示。
正確的程序
地±止  指令    操作数
ー1ー   lll     lll
00205   AND     00105
00206   ANDNOT  00104
00207   OUT     1000
00208   END(Ol) 一
7--3--11栓査程序
此操作用干栓査程序錯涙,井在我到措撰耐湿示程序地批租借俣,只允↓午佳
編程模武下操作。
1,2,3...
1.按CLR鍵迎人初婚呈示。
2.按SRCH健,出現一介輸入提示,淘同所需的検査級。
自白自自白PRl=喧〔lH}:::
∈可搬LE|L洞一漂
3,給人所需的栓査級(O,1或2),輸入検査級后就升始程序栓査,井丘示伐
注美干検査級和程序検査吋可以検測的錯俣,参兄7-4-5栓査程序。
4.按SRCH鍵継接捜索,将湿示下一介錯俣。継接按SRCH鍵就継接捜索。
i捜索会継接到END指令或到迭程序内存的結束。如果到迭程序内存的結
束,会出現如下湿示:
自3自白臼H口EK[:IIト]三T
囲
Eト{〔=1
如果到迷END指令,会出現却下呈示1
臼ξほ2;:lFtFl〔ll三1=:H};::
闇
Eト」[:lI::[∋E〕1::1[ヨ1ヨ日コ}:::1,"
如果呈示措渓,編輯程序改正錯俣井再次検査程序,按SRCH鍵継接検査程
序,宜到所有錯俣被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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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2位、数字、字監視
此操作用干盗視迷16介位和字,但回付只能提示3介。可在任何模式中操
作。
逮程序然后盤視
位置挽
割盗視
注在位、数字、字盗視操作期間,只要言先按S団ドr鍵,然后改変模式。可以改変
操、作模式而不改変呈示。
量示程序地批吋,核地吐的位或字状悉能按MONrR鍵来盗視
1,2,3..,i.按CUえ鍵迎人初婚旦ポ。
2.輸入所需程序地±it,):"按向'下機.
∈〕o〔王座璽『コ
3.按MONTR健]干始]住視。・
T自白白
田
123尋
如果在唯視位的状恣,能用強制置位/変位操作来改変所遠位的状恋,洋情参
見7-3-24強f削冠位,夏イ立、,
如果在監視学剖状志,能用十六遊制/BCD数据修改操作来改変核字的億,洋
情参児7-3-20二遺制数編修改、、
4.按CLR鍵結束監視井近回粒状恋情祝。
1,2$3..,
1,2,3、
按以下歩弓聚盟祝祷定位的状志。
1.按CLR鍵迎人初婚呈示。
2,輸入所帯位的位地趾芽接MONTR鍵,,
Eb團〔コ臼…器
能按向上或向下縫盈示前一介或下一介位的状悉。
能用強制爵位/夏位操作来改変豆示位位的状悉。洋情参見7-3-24強制置
位、星位。
3.按CLR鍵豊富束1盗視。
目ヒ旧ヒ畑
回
1二:1二1目T舶ヨ臼91
按以下歩螺監視特定字的状恋。
1.按CLR健選入初婚呈示。
2.輸入所需学的字地趾。
ト　　　　け　ロ
〔≡…1〕〔こ〕、≡…、目白㌫FtELLF≡:臼1
3.i按IMONTR鍵チF女創塩幌。
1二L自1
臼
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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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1¶2,3...
能用向…1二或向下縫来呈示前一ノト或下一ノト学的状恋。
能用十六逃制/BCDi数据惨敗操作来改変並示字的状杏,洋情参見7-3-20
二遺制数据修改。
4.按CLR健結束盗視c
口自白臼田
G〕1二:HR卜岨LF:w
在位、数字、字盗視操作期回,只要先按SHIFr鍵,然后改変模式,就可以改変
PC的操作模式而不改変呈示,能移同吋監視多述6ノト位和字的状恋,但昼示
中只能同耐湿示三介。
1,按CLR鍵遊人初始顕示,、
2.輸入第一ノト位或字的地吐,井按MONTR鍵。
T口ξ1臼
田〔当
臼1魯邑
3.重愛弟2歩6次湿示下…ノト監視的地趾。
∈〕㊥〔コ[⊃
團臼
自口口自1丁自白ξ〕
1炉F臼1目口
[:噌団LLa』ゴ日自自白1丁目白目
口口臼田^口FF轡1自薗
如果要盗視4ノト或更多的位和字,能按MONTR鍵呈示未出現在墨示屏上的
位和字aJ如果単独按MONTR鍵,呈示将移到右辺。
如果輸入多子6Al位和字,則取消第一ノト輸人的位和或字的監視。
4,按CLR鍵停止唯祝最左辺的位或字,井将官杁豆示中清除。
口馴三白iT臼田蓉
臼
^1=IFFl…la1[重目
5,按SHIFT+CLR鍵多吉束見テ有ll7視.
臼〔i∋
自白自白愚
|=:}-1臼ト」ト1EL[:1r・1〔ヨ1ヨ∈][i三|
注1.盟祝状志能保留6介位和字。
2.在位、数字、字盟祝操作類同,只要首先按SHIFr健,然后改変模式。可以
改変PC的操作模式而不改変旦示。
7-3-13二二避i常山」盗視
此操作用干盗視狂句学的16位ON/OFF状恋,在任何模式中均可i操作。
送行    監視    鏑程
OK      OK      OK
1,2,3,.,
1.根掘7-3-12位、数字、手塩祝中描述的歩魂,盗視所需字的状恋。効果
正在監視2介或更多的字,所需的字虚咳湿示在最左辺。
(字監視)
r鈴レ†↓・1ト・1
Mレ1L・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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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sHIFr,然后按MoNTR鍵升始二避制監視。所造字的16位oN/oFF状
恋将在湿示器的下部展示出来,1表示位)90N,o表示位力OFF。
1=口馴き1巾=叶]TF'
∈〕侮
日邑目口自白口自白目顔狛ξ"薄
絹"S"表示強制冠位位的状恣,用"R"表示強制夏位位的状志,如下所示。
強制置位位
強制隻位位
注a)在此点能改変呈示位鉤状恋。洋情参見7-3--20二L#制数据修改。
b)i按向上或向下縫可呈示前一介或下一ノト字的位状杏。
3.按CLR健錆東二送制盟柳井返凹到正常盟祝呈示。
1=担ヨu
自白自白
7-3-14三字盗視
此操作用『F盟祝三令達鎮守的状志,在任何模式中可用。
1,2,3.
1.根掘7-3一互2位、i数字、字監視中描述的歩・9聚,益税三字的第一分字的状
恋。
如果正在監祝2ノト或更多的字,所要的第一ノト字」立波呈示在最左辺。
1=口口臼
田自白[ヨ
2,按EXT鍵升始三字監視,将湿示所逸宇和下菌小字鉤状杏,如下所示。在
銘情況下,逸操了C200。
1=2[詑⊂2自11=2自0
⑤
臼123458700馴ヨ
能用向上和向下縫,向上或向下移劫一ノト地斑。
能在此点改変湿示字的状恋,参見7-3-23三字数据惨敗。
効果正在湿示ASCII字符,将星示3ノトASCII字符字。洋情参児7-3-26
十六遊制ASCII昆示改変。
3.按CLR健結束三字監視井返回到正常監視呈示。将監視三字監視湿示最
右辺的字。
1=已』ゴLゴ
〔ii〕
サロ　　
同日同L1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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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5有符号十遊制監視
此操作将正在監視的字的内容杁有符号十六遊制(2的掛縄格式)特操力者
符号十遊制呈示。能在使用1/0監視,多地批盗視或三字盗視吋執行此操作。
1,2,3,.,1.盗視字用有符号市道制監視。在多地趾或三字監視吋,特操最左辺的字。
じr〔ヨ2臼1ヨ{=,L藤[ヨ2目口[き臼
FFFI雪目1ヨE〕{ヨ・`'㌔1:iFF
2.按SHIMi+TR健用布符号十遊制呈示最左辺的字。
臼〔ゴi霊i6
3.按EXT健呈示双学長数据。効果DMO201包含FFFF,就出現下列呈示。
回廊蕊蕊「一「
在此点,豊示字的内容龍馬有符号十遊制輸入修改,参見7-3-21有符号
十遺制数編修改。
4,按CLR鍵或SHIFr+TR鍵結束有符号十遊制昆示,井返回到正常』監視。如
果是双字長塩祝,必須按CB鍵両次。
7-3-16元符号十遺制此税
此操作用干将一ノト学的十六遊制数据特操力元符号十遺制呈示。能在用1/0
監視,多地地盤祝或三字盗視吋執行此操作。
1,2,3,.
1,監視学用元符号十遺i制止祝,在多地]生態祝日寸,特操最左辺的字。
1二2自白1二L〔ヨ自2白日口口
FFF口口自白1ヨ^1=IFF
2,按SHIFr+TR+NOT鍵,将最左辺的字晟示力元符号十遊制。
∈]□〔ヨ疇悪二=コ
3.按EXT鍵昆示双字数据。如果IR201包含000,就出現下列呈示。
}二2〔ヨ1c2自白
間
口ξ旧[ヨ96552自
在此点,呈示字的内容能用元符号十遊制輸入修改。参兄7-3-22元符号十
遊制数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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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描CLR鍵或SHIFT÷TR罐詰東元符号十逃制呈示井返同封正常盗視。如
果是双字監視,必須按CLR鍵閉次。
1=2自01=L自トヨ2口馴ヨ麺
FFFiヨ1ヨ1重目}ヨ〔}FF
7-3-17微分盗視
此操作用子監視特定位向上升或下降微分状恣。検潮到吋,将星添上升或下
降微分,蜂鳴器友声。官在任何模式中可用此操作。
1,2,3,,,1.根掘在7-3-12位、数字、字監視中描述的歩5聚盗視所需位的状志,如果
正在監祝2十或更多的位,所要的位立波在呈示的最左辺。
在此情況下監視LROO的微分状悉。
L自白臼自白自白91H目〔ヨロ〔ヨ
1:IFFOFF〔}FF
2.要指定上升清塩視,按S田Fr,然后按向i'健,出現符号"U@"。
田口[彊漂璽酉蕊]
要指定下降沿唯視,按SHTFT,然后按同下縫,出現符号"D@"。
E∋〔コ
L自白自白口口白蘭1H[羽口魯
[:11il〔1FF!㌔|コFF古口FP
3,在指定位杁OFF変ON〔対上升沿)或杁ON変OFF(対下降沿)吋蜂鳴器笈
声。L自白口白日□自目.1H自白縁日
〔1目白1:IFF!、1=IFF
注如果蜂鳴器美閉則不麦声。
4,按CLR鍵結束微分盗視井近回到正常塩祝呈示。
L自白口口[麗麗誕ヨ1H目ξ1[ヨξ〕
1=IFF・"㌔〔IFF富1=iFF
7-3-18修改定肘器、計数器SV
有2秤操作能用干修改定吋器或汁数器的SV。官佃只能在監祝和編程模式
中使用。在監視模式,能在程序執行吋改変SV。
輸入一介新的SV常数
能用輸入一ノixfi的値或用逓増或通減当前SV来改変定時器或計数器的SV。
此操作能用干鰯人一ノト新的SV常数,以及将SV弘常数改変力字地祉指定或
相反。下例呈示如何輸入一介新的SV常数,和如何将SV杁常数改変力地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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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逓増和逓減
1,2,3,..
E]s〔E4〕臼⊂〕
1,按CLR鍵遊人初婚贔示。
2.昆示所需的定時器或汁数器。
臼EE需15R〔H顛1
3.按向下縫,燃眉按CHG鍵。
自白2自1[1幽FlTFI?
E〕〔lii)
丁目自1#自134特????
4.在此点能輸入一イ'新的SV常数,或vaSV常i数改変内字地批指定。
a)輸人一ノト新的SV常数,輸入常数芽接WRITE鍵。
自臼2臼iT王臣1[:tRT臼
#魯124
b)改変内字地趾指定,輸入字地堤芽接WRITE鍵。
囲匡1〔コ巨〕@egilt"1"エト日RT;1自
此操作能用干逓増和逓減SV常数。逮只在SV作方常i数輸入吋可用。
1,2,3.1.按CLR鍵遊人初婚呈示。
2.呈示所需約定対審或計数器。
自o量015Fll=iH
E〕闇Tエt・1醐
3,按向下縫、CHG然后按EXT鍵。
巳〕〔ヨ〔三〕!講駕認還;83
左辺的常数是旧的SV,右辺的常数将在第5歩変成新的SV常数。
4,按向上和向下縫通減租通増右辺的常数。(在此情況SV逓減一次、,)
9自2自1[:iR'rFl?L1ゴ[:1
〔コ
"「目白自#自1量3特日12工
5,按両次CLR鍵特定吋器的SV改変力新的値。
自白2[ヨ1TIr・1[:ERTl:l
G〕〔i∋
#臼102
7-3-19十六遺制、BCD数据修改
此操作用干改変内存区字的内容(包括定吋器/汁数器当前値〉。仮在監祝或
編程模式中用此操作。
字SR253到SR255不能改変。
△注意在改変1/0内存的内容前,要碗弘改変不会造成没各失控或危険。特別必須
小心改変輸出位状恋。即使PC在編程模式,PC世継綾刷新1/0位,因此連接
在輸出単元的輸出点上的没各可能会意外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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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1。根掘7-3-12位、数字、手塩初描述的歩8聚監視所需字的状杏,如果正在
監祝2介或更多的字,所要的字庇核出現在湿示屏的最左辺。
[:1[潤〔ヨ1H〔1卜4T巨1
自白9自白1臼1自1自1自1飽
2,按CHG鍵升始十六避制、BCD数据修改。
£噌白目1flHi:i・Tt
回
薗臼田臼自i臼1魯1臼1臼1自1
3.輸入新的PV井按WRITE健改変PV値。
按WRITE鍵之后操作結束井近回正常監視呈示。
∈〕〔コ〔三〕囲口器器
7-3-20二遊制数据修改
在使用7-3-13二遊制」塩祝中描述的歩藤監視一十字吋,此操作用干改変内存
区字(包括定吋器/汁数器当散位)的内容。仮在監祝或編程模式中可用此操作。
不能改変位SR25300到SR25507和定吋器/汁数・辞様志。
△小心在改変1/0内存的内容前,庖碗荻改変不会引起没各失控或危険。特別要小
心改変輸出位状志日寸。即使PC是在編程模式中,PC也継接刷新1/0位,因此
達i接在輸出単元的輸出点上的没各可能会声生意外的動作。
i,2,3.,,1,根掘7-3-13二遺制監視描述的歩腺監視所需字的状志。位00在右辺,
位15在左辺。
漂1ニコ
2,按CHG鍵升始二遇i制数据{1参政。
PRE己URLつ
回
[=1白目目白ら11'rg????
在位15上出現潟亮射光杯,光椋指示能改変的位。
3.三組健用干移功光椋和改変位状恋。
a)使用向上和向下縫左右移動光椋。
0〔01剛謡器1臼i謡1
b)用1和0鍵将位状恋改力ON或OIFF。在按其中一介鍵吋光椋右移一位。
s
[1自ξ陣1〔1-lil"?
1白i藏ヨ1自1自1自i臼1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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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用SHIFT+SET和SHIFT+RESET鍵強制貴億載強,制夏位位状杏。在按了
其中一神縫后,光祢右移一位。NOT鍵清除強制鷺位或強制星位状悉、
注DM和EM区中的位不能被強制置位或強制夏位。
4.按WRITE健将改変写到内存中,井近回到二遺制監視。
[1自臼田21巾=閨TF`
囲
1自1臼田2ξ11臼2臼1自1臼1
7-3--21有符号十遊制数据修改
此操作用干将正在監視的一数据字的土遊制数値改変力遊園カー32768到
32767(双学長数掘方一2147483648到2147483647)的帯符号十遊制数据。指
定字的内容自動綾換力布符号十六遊制(2的朴硯格式)。
字SR253到SR255不能改変己
△注意在修改レ0内存的内容前,要碗荻改変不会引起投箭失控或危険。在改変輸
出位状恋吋要特別小心。即使PC是塞翁程模式中,PC也在不停地刷新1/0
位,因此達i接在輸出単元的輸出点上的没番可能会意外罰作。
1,2,3.
劉〔匡〕〔ヨ⊂〕〔⊃c〕臼
1.盟棚要惨敗当前値的字(有符号十逃制〉的状志。
[:噌工馴ヨ
ー口自白1∈,
2.按CHG鍵升始十遺制数据修改。
P巨lE已URl_?
回
[:o[ヨ2口[ヨ_自白01E,
3.輸入新的PV井按WRITE鍵改変PV。按WRITE鍵吋,操作将結束,井返国
有符号十遺制監視湿示。
PV自旨在一32768和32767(双学士e数据プヲー2147483648至ij2147483647>的i萢
国内汲置。用SET鍵輸入正数,用RESET鍵論人負数。
[喝2口ロ
ゴ　　　づエオの　
一,_t。Ltヒ,1二1
如果有措俣,按CLR鍵恢夏到輸入前約状恋,然后輸入正陥的輸入。
7-3-22
注如果給人値不在此萢園内,蜂鳴器会友声。
元符号十遺制数据修改
此操作用干将正在監祝的数据区字的土遊制数値改変力元符号十遺制値,萢
国力0到65535(双字長数据力0到4294967295)。会自助改変力十六遊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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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SR253至SR255不能修改
△注意在改変1/0内存的内容前,座礁臥改変不会引起没得失控或危険。在改変輸
出位状恣吋要特別小心。即使PC是在綿種模式中,PC也在不断刷新1/0位,
因此連接在輸出単元的輸出点.ヒ的没各可能会意外動作。
1¶2,3.
1.盟祝(元符号十遊制)当前借將被改変的宇的状恣,。
1二2自臼
E、552臼
2.按CHG鍵チF始
3.輸入新的PV芽接WRITE鍵改変PV。按WRITE鍵吋,操作将結束,井近回
到光符号十遊間盟祝晟示。
PV能在0到65535(双学長数据力0到4294967295)的萢園内没置。
巳〕〔ヨ⊂〕e〔8〕臼;難1三ll
如果有情洪,按CLR鍵仮痘到輸人前的状恣,燃眉輸入正碗的輸入。
注如果輸人位不在花園内,蜂鳴器将友声。
7-3-・23三字数据修改
此操作用干在三字盗視操作中,対展示的3介達銀字中的一/1＼或多コ＼逃行修
改。促在監祝或編程模式中可用此操作。
△注意在改変1/0内存的内容前,庖碗弘改変不会引起没各失投或危険。在改変輸
出粒状恣吋要特別小心。即値PC是在編程模式中,PC也不停地刷新1/0位,
因此連接在輸出単元的輸出点上的没各可能会意外動作.
1,2β.
1,根据7-3-14三字監視中描述的歩.3聚,盗視所需学的状恣。
[:`自ξ噌2[二1自白[ヨ1[:1自白臼田
自123斗5忘ア1三1`iヨREヨ
2.按CHG鍵升始三字数据修改,光赤出現在最左辺字的内容的秀辺。
[:1自白自23〔二H1=:Hl三?
劉ヨ12545巳7呂掌F臣1
3.対並示在最左辺字輸入新的値,如果迩要i接着改変,則按CHG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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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再遊行其官改変,別荘輸入新的値后,按WRI覧健,特改変身逃内存。
〔⊃〔llill]
[:sl≡〕|≡ili≡ll2暮i=:ト→i=:}一{i二≡i?
臼田ξ11‖‖4…鷲,子1≡;1ヨREl
4.対昆示在中同的字輸入新的値,如果迩要修改最右辺的値則i按CHG健。
如果不需要改変最右辺的字,輸入新的値芽接WRITE鍵,将修改雪避内
存。(在此情況中力不再写。)
E]匹■口囲曙ぽ瓢囑冒寵
注如果在按WRITE健前按CIR鍵,会取消i操作井返回呈示三字監視,井不執行
数鋸歯存的任何惨敗。
7-3-24強制置位、夏位
此操作用干強制使位ON(強制置位)或OFF(強制夏位),在凋拭程序或検査
輸出接残是程有用的。官只可用在監視或鏑程模式中。
△注意在改変1/0内存的内容前,庇碗以改変不会引起皮蛋失控或危隆。在改変輸
出位状志吋要特別小心。即使PC是程編程模式中,PC也不停地刷新1/O位,
因此連接在輸出単元的輸出点上的波寄可能会意外幼稚。
1,2,3,
1.根掘7-3-12位、i数字、字監視中描述的歩孫監視所帝位的状志。如果正
在盗視爾ノト或更多的字,所需的位座法在湿示的最左辺。
自白ξ口口二～自[ヨξ胞
1=lFF^1=Ii・1
2.按SET鍵使位強制ON,或按RESET鍵彼位強制OFF。
目』LI』La』LSP:1』ご日日日」Ll
顛1="・41=1卜]
呈示在左下角的光祢指示正在避行的強制置位/夏位。位状恋只在鍵保持
按下付維持ON或OFF,在鍵放升后一介循杯就会近回到原始状悉。
3.按SHIFT+SET或SHIFT+RESET鍵,在放升鍵層,位状恣保持。在遠介情
況下,強制置位状恋用"S"指示,強制皇位状悉用"R"指示。
裏返同位的原始状悉,按NOT健或遊行清除強制置位/夏位操作。洋情参
」兀7-3-25消除言損制置位/夏位。
強制状悉在下列情況下也会清除:
a)PC的操作模式改変吋,(但是,如果SR252HカON,在編程和監視同改
変模式吋,強制状恋不会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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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由干出現致命錯涙使PC停止吋
c)由干断屯使PC停止吋
7-3-25清除強制置位/復位
此操作用干恢夏所有被強制置位或皇位的位状恣。官只可用在盗視或編程
模式中。
△注意在改変1/0内存的内容前,」並碗杁改変不会引起没各失控或危随。改変輸出
位状茶時要特別小心。即使PC是在編程模式中,PC也不停地刷新1/0位,因
此連接在輸出単元的輸出点上的没各可能会意外動作。
1,2,3,.
i,按CLR鍵遊人初始呈示。
2.按SET及RESET鍵,特出班燗臥消、自、。
〔ヨ〔3脚脚:iEll::EIIF.IELEI'
注如果按了惜撰的鍵,按CLR,重斬升始再次遊行.
3.按NOT鍵清除所有数据区的強型置位/変位状恋。
白目自白目F1二lFIl=EFIEELE
E蹴匡
7-3-26十六遺制－ASCII呈示改変
比擬作用子在4位十六逃制数据和ASCII何来回特操字数据湿示、,在任何模
式都再使用。
注
1,2,3..,
不能修改定吋器和計数器当前値的呈示。
1,根据7-3-]2位、数字、字盗視中描述的歩4聚監視所需字的状恋。
璽翌翌:]
2.按TR鍵切換到ASCII豆示。在毎次按TR鍵吋,湿示在十六遊制和ASCU
呈示之同切換。
E〕漕2恒豊麗1]
[:}口自[ヨξ1[:'[∋臼田1
口
41423臼コ1
注i.如果在位、数字或字盗視操作的多地趾脇机操作中盤祝多子一・-At字,只有
左辺宇的内容会改変。
2.如果在三字監視操作中盤祝多子一ノト字,所有3ノト字会改変。
3.在ASCII呈示吋可修改当前値,但新的値必須以4位十六逃制i数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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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7違和没定吋錬
此操作用『F逮或設置配各内部吋紳的CQMIHCPU単元C中的CPU吋仲。在任
何模式中能修漢付与1㍉但只能在監祝或編程模式中可汲置吋判]、:1
操作    送行    盗視    縮程
凄肘紳  OK      OK      OK
汲置吋紳        否      OK      OK
1,2,3...1,按CLR鍵遊人初始昆示。
2.按FUN鍵、SHIFTge及MONTR鍵呈示日期和吋河。
E⊃〔∋臼{1;1自4=～蕊;ξン
3.按CHG鍵改変日期和/或吋1司。
丁工卜11=:}引三?91∋一迫2-22
回
119ξ叫;52卜11=1ト{il:1::1
能改変的数字洛内亮。効果需i要,用向上和向下縫或数字健輸入新的侮、
按CHG鍵,将光椋移幼到下一一介数字。下表呈示対毎分値的設定萢園。
年      月      日      吋      分      秒      農期
oo到99  01到12  0玉到31 00到23  oo到59  00到59  00到6(星期日到昆期六)
4.按WRr1うE鍵写人斬自勺f直。
后
LL…2
9『・
i⊥.・
一{
コー
魯舜
{一ト
q・
qゴ
按CLR返回到初始呈示。
7-3-28墨示循珠吋潤
此i操作用干呈示当前平均循坪付河(拍描吋同)、,只有在程序正在執行吋,即
送行或盗視吋可用此操作。
1,2,3,.,
1,按CLR鍵遊人初婚湿示。
2.按MONTR鍵呈示循圷吋河。
∈遼自[話ヨ己1=Rt・4TIl・iE
自22.11・1己
在重夏按MONTR鍵吋,呈示値可能会有不同,迭些不同是由干執行条件
変化造成的。
注"MS"表示毫秒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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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鰯程示例
7-4-1准各工イ乍
本市先使用手提編程器箸入程序所需要的所有歩源的示例。
第一次対CQMIH写程序財用以下歩螺。
1,2,3,.1,将手提編程器的模式升美汲置拘縮程(PROGRAM)模式,井接遇CQMIH
電源。編程器上出現口令輸入提示。
MONITOR
RU叉lp㍗GRAM
②
lF'F!i=目玉荘`R卜l
F唱已51111=IR〔li
2.按CLR和MONTR鍵輸人口令。
〔三囲F'Illl=1⌒
3,按CLR、SET、NOT、RESET和MONTR鍵清除CQMIH的内存,如果呈示内存
錯俣,披見次CLR鍵。
日o白目自
己E〔3幽霊Eト1欝1:;巨:?
:麟評:詫間
4.按CLR、FUN,然后按MONTR鍵呈示井清除措浜消息。継鎮按MONTR鍵,
直到所=有錯俣消息被清除。
6自白邑自
白臼9自白
Fl」卜」i::自??::1、
巨RFi'卜1日131::H};〔1}
5,按CLR鍵遊人初輪編程呈示(程序地批00000)。適時可以尊人新程序。
自白自自白
△注意眉繊停止CQM田前泣棚飾査系統,以防止程序第噸宿珈押鮨蹴
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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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手握編程器措俣消息
在操作中出現錯俣吋,手提編程器上金呈示錯俣消息。操作借俣及其対策参
兄下表,其官編程没各的消息参兄操作手冊。
錯俣消息        対策
CHKMEM(ROM)     CPU単元的DIP升美1脚力ON(写保抄)。使】脚精力OFF,允許写人.
PRGMOVER        程序内存地」止酌量盾一条不是NOP,使之不能再輸入程序。清除END(01)指令后射程序、、
ADROVER 没量地‡d二超出UM区的最后地批。夏位地1止。
SETERROR        已輸入FALSOO,不能輸入"00",重斬輸入正碗的指令。
1/ONo,ERR       輸人的1/O数据在允許的萢園外,礁弘指令的輸入池園,輸入正碗的億。
7-4-3程序示例
以下梯形閤程序用干示萢如何用手握輪程器写人程序,此程序作用是:在輸
人IROOOOO変ON后,輸出IRIOOOOI淵源ON/OFF(一秒ON,一秒OFF)IO次。
00000
eooe4
OOOO7
OOOIO
ooo14
00017
刑台輸入
白保持位
1秒定肘掛
2秒定吋器
IO次計数器
囚煤輸出(10次)
8}F丑一-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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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示例的助妃符活句如下表所示。見手握編程器輸入程序的所需歩螺在
7-4-4編程歩螺中描述。
地上止  指令    数据            7-4-4縮程歩藤中的縮程初歩螺
00000   LD              OGOOO   (D自保持位
oooo1   OR              02000   
00002   ANDNoT  c       000     
00003   OUT             02000   
00004   LD              02000   (2)1秒差討幕
00005   ANDNOT  T       002     
00006   TiM             001     
                #       0010    
00007・ LD              02000   (3)Z秒宝町器
00008   ANDNOT  T       002     
00009   TIM             002     
                #       0020    
00010   LD              02000   (4)】0次汁数器
00011   AND     T       001     
00012   LDNOT           02000   
00013   CNT             000     
                #       /001G   
00014   LD              02000   (5)翻韓輸出(10次)
00015   ANDN〔}T        T       00圭    
00016   OUT             {0000   
00017   END(01)         ■■■  (6)END(01)指令
7-4-4編程歩藤
根据7-4-3程序示御所列的助}己符,将示例程序■人CQMIH,歩弓馴初始
量示弄始遊行。(在輸入斯程序前,先潜除内存。)
注如果在用手握編程器輸入程序吋出現錯涙,参兄165頁的表。在操作SSS或
SYSMAC-C町支持軟件出現措俣吋;洋情参児有X的支持軟件操作手冊。
(1)輸入自保持位
†,2,3,..
ユ.論人常弄条件IROOOO。
(不需要輸入前号零。)
匡〕o
白ξ噸自白
L[・
口口自白口
口白目[ヨ1RE円[1
目〔lFＬc自〔ヨ自1
2.輸入OR条件IRO2000。
⊂i〕〔D〔D〔D
臼馴ヨ自ユ
〔lFll
日吉」ヨ白日
田口自02F「E円[1
1・」[lPl自白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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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輸入常1》日AND条f牛CNTOOO。
(不需要輸人前尋零。)
圃〔⊃〔⊃回
4.輸入OUT指令IRO2000。
E〕〔AO〕o〔コ
(2)輸入1秒定吋器
1,2,3、..L職人常升条件IR20000,:,
巨〕〔三〕回〔コ〔口
2.輸入常同AND条件TIMOO2、、
(不需要輸入前早寒)
@EB〔D〔li)
3.輸入1秒定吋器TIMOOI,。
臼巴〕
4,輸入TIMOO1的SV(#0010=1.OS)
Cコ0
(3)輸入2秒定日寸器
1¶2,3、..
回〔三〕o〔DS
下列鍵操作用干輸人2秒定吋器。
1,輸入常升条件IR20000。
　のののつ
域ヒ1ヒ|日r
L[li
日已目ピ1ヒ|
理口ぽ三;臣ER[:1
目1:FdI::魯自白::1
2.輸入常同AND条件TIMOO2。
(不需要輸入前号零。)
圃〔⊃〔⊃〔ヨ
H↓・拝・イ}・1トl
FlH[:IH口TTIM自白2
口1ヨ目口1ヨF:ER[:I
Hl=lPll`E1ヒ1日,IE
第7-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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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輸入TIMOO2自勺SV#0020=2,0S
∈E胸剛
(4)輸入10次計数器以下鍵操作用干職人10次計数碧。
1,2,3,,,1.輸入常井条件IRO2000。
匡〕[ヨ〔口〔コ〔口
2,輸入盲評AND条件TIMOO]。
(不需要輸人前早雪。)
匡E〔コ
3.輸入常同条件IRO2000。
@ED〔5〔Ei)〔コ〔口
4,輸入計数器000。
胞白蝋3
臼0・=t・9T
－
口9口
囲[三川
[fRTR
#o口口口
5,論人う十i数書辞000・SV(#0010=10?
[:tRTR
口o
特ξ困1自
(5)馴㈱出〔つ濡濡
1,2,3..,輸入常一"一条件IRO2000。
巨〕〔ヨ〔口〔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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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輸人常朗AND条件TIMOOI、,
(不需要輸人前専零。)
唾〕〔IliE)〔ilDG〕
日臼田15
日N[:」Ni=ビ「TI卜|1ヨ自1
臼凱ヨ1E、FlEl:1〔:1
卜11=lPl::自白魯::1
3,輸入OUT指令IRO1000。
(不需要輸人前早寒。)
團⊂〕〔コ〔口〔口
臼田臼1ε,
1=11..IT
自1自白臼
田ξ障1T・fflEFI[:}
1・li=ll:t1::臼馴ヨ::!
(6)輸入END(OO1)指令
輸入END(001).(並示1笄出現功能代碍三位i数,但CQMIHPC只輸入最后的
丙位数。)
Eヨ〔D
臼田〔ヨ1ア
FI-1卜」1::[ヨ??:=L
自自白1ア
EI・{[lti::自白1::1
馨臼ξ〕1;≡IIEI団円〔li
ト{1=lF'o::自〔ヨ自::}
7-4-5栓査程序
在編程模式栓査程序句法,碗臥程序己綬、ピ碗輸入。
1,2,3...按CLR鍵遊人初給昆示。
暦雨雨
2.按SRCH健,出現一つ＼輸入提示,洵同所需的検査級。
口口自自白F`Kli=ll31=:H}:::
囲
1::H}:::LEiLs::口.,2::1?
3.輸入所需的検査級(0,1或2)。検査級輸入后,程序栓査升始,将湿示表現
的第一↑錯渓。如果没有友現借俣,出現以下昆示。
口口∈〕1口PFi:1:ll三1=:Hド:
o
E卜i[:Il::口口1::8目[ヨ。1卜::1,"
検査級指定如下:
s
注編程借俣的列表在本章景石列出。
4.按SRCH鍵継接捜索,将湿示下一ノト錯俣。継接按SRCH縫地按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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捜索将継鎮到END(01)指令或到迭程序内存結尾u
如果湿示錯俣編輯程序改正錯俣,井再次検査程序,,継接検査程序,直到所
有錯俣被改正。
有三教程序検査,必須指定所需的級,以指示栓測的錯操業型。下表示出了
錯涙葉理、湿示及所有錯涙符号的解梓。検査級検査美型A、B和C借俣;検
査級1栓奄美型A和B錯渓;栓査級2只検査美型A措涙。
美型    消息    意叉及造当的反」並
A       ?????   程序已被破杯,出現了不存在的功能代渦,重新輸入程序.
        CIRC田TERR      LD指令数(LD或LDNOT)与迎ま茸挟指令数(ORID或ANDLD)不匹配栓査程序。
        OPERANDERR'     対指令輸入的常数不在定又借萢園内。改変常数使之在適当的萢「月内。
        NOENDiNSTR      程序中段有END(01),在程庁結束尊人END(Ol)。
        LOCNERR 程房中指令写在踏俣的位置上,検査指令要求井改正程序。
        JMEUNDEFD       対一/、JMP(05)指令,訣少JME(04)指令、改正跳特号或描人遣当的JME(04)指令,、
        DUPL    相同跳韓号或子種序号使用了二次,改i正程序使相同号毎十只用一次。
        SBNUNDEFD       由子種序中有SBS(91)指令,而相同千転同寸的SBN(92)没有編程。改正程序。
        S'IEPERR        不正陥地使用有段号的STFP(08)和没有段ノ的STEP(08)。燈査STEP(08)白勺名編‡土要求井2k]]三乖呈∫亨。
B       IL-ILCERR       IL(02)和ILC(03)未成対使用改正転序使毎分IL(02)有一介単独的ILC(03)。尽管此短俣消息会,」現,如果多子一介IL(02)用同一ノトIIＬC(03),手「序将照1†∫執行。在継鎮操作前腕荻程序按需要所得。
        JMP-JMEERR      JMP(004)和JME(005)未成対使用。在継接操作前腕杁程序按需要所得。
        SBN-RETERR      RET(93)未遣当使用或者SBN(92)和RET(93)1司的矢系不正碗改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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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型    消息    意叉及這当館反庇
C       COILDUPL        由一介以上指令(即OUT、OUTNOT、DIFU(13)、DIFD(14)、
                KEEP(11)、sFr(10))控制相同的位(即変oN和/或oFF)。或多
                次使用同一介定吋器。
                尽管対某些指令用多子一介指令来控制同一位状恋是允↓午
                的。清検査指令要求,碗杁程序的正碗性;或改写程序,使毎分
                位只由一介指令控制。
        JMPUNDEFD       使用了JME(05),而井波有相同跳特号的JMP(04)。増加相同号
                的JMP(04)或剛除不用的JME(05)。
        SBSUNDEFD       存在一介没有被SBS(9D凋用的子程序,在遥当位置縮写一介
                子程序凋用,或捌除不需要的子種序。
7-4-6在踏視模式汲1斌退行
1,2,3,,,
将CQMIH切換到盗視(MONIrl'OR)模式,栓査程序的i操作。
1,将手提編程器的模式井美設置力監視(MONITOR}模式。
MON)TOR
Rぴ
'
R
頃－
T
工
」
一揃
τ
r
亨」
E
2,按CLR鍵遊人初始昆示。
口口自白臼
二]
3,杁綿種器強制置位iJl始輸人位(IROOOOO)肩劫程序。
固
自白自白自
L[:1
自自白自白
09自白自
et-'el=IFF
頚自口口ξ1
頴1=1目
皿示屏左下角的光椋指示已遊人強制置位,只要保持SET健投下,位保持
ON。
4.如果程序工作正碗,輸出IROIOOO的輸出指示灯洛内亮10次。在10Al1
秒囚亮之后,指示灯変OFF。
如果輸出指示灯不囚亮,程序中就宿借浜。遠吋,検査程序井強制星位/変
位位以検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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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摘入板
本章描述下列内掻板的硬件信息:車行通信板,高速計数器板,脈沖1/0板,絶対値編碍器接目板,模似
量改定板相模扱量1/o板。軟件応用的倍息参兄CQMIH編程手冊。
8-1高速計数器板……・…・…・…………・……………………・……・……………………………・・…・……174
123456789
一一一ーーーー一【
11⊥111ーエーーエー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888888888
型号…………・……・・………………・・……………・…………・…………・…・……………174
功能………………・・……・……………………………・………1…・……・…・……・………174
系統酉己豊実イ列'''''''''"令''"`'''''''''"…'''''''''''''''''''''''''''''''''''''''"…"・'・・'・・・・・・・…174
可用的内掻板槽・・………・・……・…・………・………・…・……'…'…'…………'…'…'…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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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計数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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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高速計数器板
8-1-1型号
名称    型号    特性
高速汁数器板    CQM田－CTB41    4路肺沖輸入4点出校結果外部輸出
8--1-2功能
高速汁数器板是一介吐理四路豚汁輸人的内描板。
高速計数器肺}申輸入t到4
高速汁数器板対曲端口1到4輸入的50到500KHz高速肺沖遊行計数,井根
掘肺沖汁数値執行地理任各。
輸入模式
可用下列三稗輸入模式1
'相位差模式(1×/2×/4x)
・増/減模式
・月永沖/方向模式
比較操作
当高速汁数器的PV値(当前値)与指定日赤値相待,或位干指定区域内吋,
別荘比較表内指定的位模式存儲到内部輸出位和外部輸出位。毎分比較結
果的位模式可以汲置,外部輸出位可通辻如下所述外部輸出端子輸出。
夕卜部輸出
在日桔i偵符合,或花園比較条件満足吋,能声生多迭4ノト的外部輸出。
注高速汁数器板不提供高速汁数器中断,只是簡単地将PV値盲目椋値或比較
萢圃遊行比較,井声生内部和外部的位輸出。
8--1--3系統配置例子
増量錦岡器
(最大8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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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計数器板
第8-1市
8-1-4可用的内横板槽
高速汁数器板能表装在CQMIH-CPU51/61CPU単元的槽1(左槽)或槽2(右
槽〉,丙介槽能移同吋使用。
槽1槽1
一
高速汁数器板
8-1-5名称和功能
一ノト高速計数器板有2介接牧高速月永沖輸人的達i接器。CN1用干輸入1和2,
CN2用手翰人3和4。
CQMlH-CTB41高速†十数器板
CN1
脈沖輸入1
脈沖輸入2
CN2
豚汁輸入3
腺沖輸入4
兼容白旬日……接暑鼻
摘座:XM2D-1501(OMRON)
夕1・売:XM2S-1511(OMRON)
提供2副横座+外売作方椋
准附件。
LED指示灯
RDY・工作(緑色)
ERR:錯俣(紅色)
在PC設置中対愉人脈沖功能改定栓測到措渓吋,或在
高速汁数器的当前値出現上澄或下溢時点亮。
豚沖輸入(榿色)
A1,A2,A3,A4:
在端口1,2,3,或4的A相輪人力ON吋亮。
B],B2,B3,B4:
在端口1,2,3,或4的B相輪人力ON吋亮。
Z1,Z2,Z3,Z4:
在端口1,2,3,或4的Z相輪人力ON吋亮。
外部輸出(榿色)
OUT1,0UT2,0UT3,0UT4:
在相座輸出(1,2,3,或4)カON日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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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電圧東平升美
計数器1 廿数器2 汁数器3 計数器4 状杏    改定    
SW6-1   SW6-2   SW3-1   SW3-2   ON      汁数器論人輸入地圧A     銭路躯功器屯平
                                OFF             24-VDC竜王(顕者)
SW5-1   SW5-2   SW2-1   SW2-2   ON      汁数器輸入輸入電圧B     銭路頭劫器屯平
                                OFF             24-VDC屯平(訣省)
SW4-1   SW4-2   SW1-1   SW1-2   ON      汁数器輸入摘入屯圧Z     銭路躯劫器屯平
                                OFF             24-VDC屯平(訣省)
根釣左側
ハま　うト　ラロ
霊菜篭
霊鑑
　き
トb
訓舗
A相,高速計数器1
高速計数器2
B相,高速汁数器1
高」重うヨー数器2
z相,高速汁数器1
高速)'i'数器2
A相,高速計数器3
時速計数器4
B相,高速汁数器3
F可速i卜数器4
z相,高速d数器3
高速}'i・数暑辞4
8-1-6連接器CN1和CN2的引脚排列
CN1:詠沖輸入1和2
引脚排列                                        引脚号  名称    功能
                                        1       20UT    外部輸出2
                                        2       10UT    外部輸出1
8                                       3       1Z一    汁数暑91愉人:Z一
        x       (       15              4       lz+     汁数器満人:z+
                ○(メ/                  5       1B一    汁数器1輸入:B一
                ○○                    6       1B+     汁数器1輸入:B+
                ○○                    7       lA〔    汁数器満人lA一
                ・8                     8       lA+     計数器1輸入:A+
                ○○                    9       +DC     夕卜書1{輸出1至‖4イ共同ヨ=5至‖24VDC
…              ○      …              10      2X一    汁数器2諭人、z－
レや                    四＼1           11      2Z+     汁数器2輸入:Z+
1こ/ノ                                  12      2B一    計数器2輸入lB一
                                        13      2B+     計数器2輸入=B+
                                        14      2A一    汁数器2輸入:A一
                                        15      2A+     汁数器2輸入:A+
                                        外翠    Ncl     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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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2=豚沖輸入3和4
引脚排列                                        引脚号  名称    功能
                                        1       3Z一    汁数器1輸入:Z一
                                        2       3Z+     音数器1輸入:Z+
                                        3       3B一    汁数器輸入:B－
8⊂＼＼15                                       4       3B+     汁数器輸入:B+
        x       〆                      5       3A一    計数器1輸入=A一
                ○○                    6       3A+     汁数器1輸入:A+
                ○○                    7       40uT    外部輸出4
                ○○                    8       30UT    外部輸出3
                8・                     9       4Z一    汁数器4輸入:Z一
                ○○    …              10      4Z+     計数器4輸入:Z+
…                      叫＼…          11      4B一    計数器4輸入=B－
{/や            レ9                     12      4B+     日数器4輸入:B+
                                        13      4A一    計数器輸入=A一
                                        14      4A+     員数器輸入:A+
                                        15      －DC    夕卜書1≦輸出1到4的{共電:OV
                                        外車    NC      未使用
注X苧使用兼容連接器(XM2D-1501～雷座及XM2S-1511外売)制作亀鑑的信
息参見附景A准各内挿板屯Ztk。
8-1-7撰銭初子
豚沖輸入連接器
根据端口輸入模式,将錦岡器輸入連接到CN1和CN2。如下所示。
CN1引脚 CN2引脚         信号名称        編碍器輸出              
端口1   端ロ2   鰐口3   端ロ4           相位差模式      月永沖/方向模式 増/減模式
8(7)    15(14)  6(5)    14(13)  編碍器輸入A     編碍暑芹相住A輸入       脈沖輸入        増量肺沖輸人
6(5)    13(12)  4(3)    12(1呈) 編碍器輸入B     輪禍霊棚位B輸入 方向信号輸入    減量腺沖輸入
注括号内給出射引脚号是貧的引脚。
相位差模式
彰謬N'》Ct}2"
灘1奪
‖
男
A相
B相
鑛纏w{議∨難撒摺i翼
蘭、§ii
1x
2X
4x
－
1。1・1・同・川・1・1・1・1・11川・1・1
1。卜1・園・1・レ同・1,・i11同1榊i・|・榊1・い1・1・嗣・1・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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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age 6136]---------------------



高速汁数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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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偶器輸入A
(加輸入)
編和器輸入B
(減輸入)
門端模t
1.41ト1L.h直■,■●」●・、L,、」「■                   
        一'　　         …H川　　　　　　　　　　　　介　　　　　
        　　'一　　　　　　　.　　　ピ          
.                       
鰯洞?,1輸入A
(1泳伸縮人)
{方向輸入)
肚}中/方向転式
ウトト
缶fu酬人Bオア　LL二_
▼▽▽▼▼芋▼㊥曾軍
1232112321
＼__/＼__一し___」＼___/
加減加波
注端砧講輸入,N和B在豚汁/ノJlユち〔武和増/減収式llJ功嘘,与豚司1/0.董反恒式
((i(?Mlll-PLB2D的ηく同☆
178
---------------------[End of Page 6137]---------------------



高速計数器板
錦岡器
接銭例
下国呈示具有A、B和Z相編碍器的達i接。
連接到24VDC升集編硯器高速汁数器板
(相位差模式)
黒
A相8汁数器1輸入A+
7う十数器1i浦人A－
白
6計数器1輸人B+
B
汁数器1輸入B・一
橿
4計数器1輸入Z+
Z
3計数器1輸入Z－
例lE6B2-CWZ6C
NPN升集輸出藍
24VDC屯源
OV
十24V
(不要与英主1/O共用屯源)
電源1十一               軽                      双絞屏蔽屯銃㎝  24VDC屯源高速計数器板,1 
        叫                                              
刊刊            上                                      
                                'll>ζ::〈i…i>;※!;i><::<ア    '…             
                                                7       酬1耀ン
                』A相山                         、6'    -酬
                                                5       酬1、ii己ノ
                「B相ぷ                         4、     .∧～一納^
                                                3       刷き廷}ノ
                z相                             「      .納●
                                        =               
                                                        
第8-1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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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計数器板
第8-1芋
連接i到一含有残路躯劫器輸出的(Am26LS31)編碍器
例:E6B2-CWZIX
(袋路弓区劫器i諭性])
,B－
握z+
}も源
編碍器
高速計数器帳
外部輸出連接
高速汁数器1到4的比較結果声生4秒外部位模式。在遠些位模式中的相庇
位避行"或",結果輸出到外部輸出1到4。位模式由用戸在対比較操作編程
財投置。
連接器  引脚号  名称    内容
CM      2       10UT    外部輸出玉
        1       20UT    外部輸出2
        9       +DC     外部輸出1到4的電源:24VDC
CN2     8       30UT    外部輸出3
        7       40UT    外部輸出4
        15      －DC    外部輸出茎到4的電源: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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窪使用PC汲置(DM6602,DM6611)可以在源(PNP)輸出和漏(NPN)輸出1司切
換。
外部輸出銭例子
源(PNP)輸出
高速「1'数器板
CNI
9十DC
5到24VDC屯源
ノ
ノ
ノ
;"',。UT
9Ni2。VT
1宅NしDC
+05～24
漏(NPN)輸出
什器
ξ㌦DC
5$lj24VDCl…E源
妄㌦uτ
1㌦UT
ぽDC
+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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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規萢
項目    規苑
名称    高速汁数器板
型号    CQMIH-CTB41
可用的CPU単元   CQM】H-CPU51/61
単元分業        (:QMIH系列内描極
安装位置和根号  最多可在槽痢梢2同吋安装映板。
胸中翁人        4輸入'(洋情参見以下面高速汁数器規萢)
外部輸出        4輸出(洋情参見以下面高速汁数器規萢)
没定    輸入電圧屯平升美
指示灯  前面:18介LED准偏好(RDY)和借涙(ERR)各一。A相(A口)、B相(B[コ),Z相(Z[コ)和外部輸出(OUT口)各4十。
前面板違接      連接器CNI和CN2(兼容連接器:播座和外売作方椋准附件提供。)
電流消耗(II1血涙単元供屯)       5VDC400mAmax,
尺寸    25×110×107mm(W×H×D)
手量    90gnlax.
椋准附件        揃座=XM2D-1501(OMRON)x2夕トデ㍉XM2S-1511(OMRON)×2
高速計数器規菟
汁数器胡茄
項目                                    規萢            
}1'数器数量                                     4ノト計数器(端口)               
論人模式(在PC没置中段定)                                        相位差輸入P曽/減豚汁輸入1脈沖/方向輸人          
輸入引脚号      端口1   鞘口2   鞘口3   鞘口4   ♂⑳,           
        8(7)    15(14)  6(5)    14(13)  A相輸人 加胸中輸入      詠沖輸入
        6(5)    13(12)  4(3}    12(▲1) B相輸入 減豚汁輸入      方向輸入
        4(3)    ll(10)  2(1)    iO(9)   Z相輸入 変位輸入        夏位輸入
輸入方法                                        切換用相位差輸人的(1x,2x或4x)倍数。(在PC設置中段定。)   2介単相輸入     単向肺中和方向輸入
汁数頻率(在PC没直中対毎づ＼端口改定)                                    25KHz(顕者)或250KHz     50KHz({決省)或500KHz    50KHz(訣省)或500KHz
汁数値                                  残性模式=-8388608到8388607BCD,F8000000到07FFFFFFHex杯形模式:00000000到08388607BCD,00000000到07FFFFFFHex(用σrBL(63)能使最大値在池園】到08388607BCD,1到07FFFFFFFHex没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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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項目]    .`規箔  
～1`■1`■■1■1        '       
汁数器pV億的イ三三儲位背:       女装在檀1吋:    
        潰し日日R20|{左,}L数1:≧:)和IR200{Zl令辺数字}   
        舌㌧構i12:1▲{203(差三、}左数'を:)不[【IR202し{≒「リュ舞文:lj∠}       
        端[]3:IR205{ノ1 辺数/判和IR2{〕4(イ1'辺数字)
1卜}活ii'ヨ4:lR207〔2i三1               辺数字)手相R206(右'辺:数字}
i{女装祝樽211;童:1              
1』儲{:∵]1:】R233(ノ1:1;μ;数:予二)禾1]]R232(右」左数::了:)`           
        亡畠三|」2:|R235(:ノ「三辺姿k:]元:)董1]H{234{イi二「:li口ii£文言己)    
端1::]3:IR237(Z[ll※数'吉)和1R236(右辺数字・}11端「:14・IR2391∠1三辺委娼三:)細{238(右・噛判{1ド数据格式:8位糞女BCI)或8位|6遡i‖錘数…i(在P{=没」ξ亡{÷】設定:DM6602/DS玉66】liヨ勺位00到03)選性摸式,          
iF8388(～(」8iiii」8388607BCD(鋸Z元三」±1〔1句目誼{芋:Fl:leN表元吉《買炎≦ζ箒)…1F8{}00000至i](:}7FFFFドドHex         
声:多模式・iOOOO{〕000ヨil」08388607τ3(::」:)          
100000000到〔)7FFFFFF}1・・             
__一一_`...'"…`一'一ー一「一」一"パ`'1"▽^`''''"1              
控制方法1[1利1示fl互符合        可登i已迷48'十  1≒1{・示fli:…和,外:部/内音1≦輸1:丘ll位模式、、
i鯛托校'声繕…細石二i;艮、下限酬音訓輸出位模式"         
..・レi・'数惜皇位方法  `「..Ilz相信号+軟件皇位1}1・数器在宴位位(児一ド面}・変r}N已的第一一・・令z相イ言号輸入吋変位な  
        軟仲夏位        
        日数器:自:i夏辰千:注(犯下前)変(')N」1寸及位,、  
        :夏億位 
                IR21.2(X)」1r工|R.21203{:{11亨1L{」1'1{J童lll;「↑1う…‖4)
        ARO500至‖ARO503(↓iliξ2【†li]勺i):嵩Ul至ll4) 
        一一    
昧坤輸入規箔
項目
規箔
‖‖(}[1・】輸入婆文
コ…ツ
r'
●ψ-
、∵　
{
1:tili〆人㌧IEJL}三
4脅6ξノ＼(三1量「11至‖4=『～L}と匡'i'f－姿文?"rli'fli……　」4}
編銅器輸入A禾IIB;肺}中輸入Z
‖'}↑「ノ＼ト邑}庇
ON屯」,正三
{)FF「t[∫1こ
用板ヒ的輸入屯!ll訂打ξ切]:灸,、
(ヌ寸A、B.T・一「IZ・{:F|フア,]jilEl'旨IQ三〕
19.6、一、1)(:111il〕
4◆OV,t1')(=,llil).
(AAI26LS31或イ:1:1;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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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計数器板
第8-1市
項目
規矩
最小1}向座駄津
50KHz設定
500KHz戊≦と定
編碍器輸入A和B
編砂器輸入A和B輸入波形上升/下降吋同=
3tig.max△50KHz,月永;*f日空ヒヒ50%e
㎝鵡僻
●10μsmin.     一一20μs怖n.一一       一10usmln,      
                、      
「当…                  L
3psmax.3μsmax、
在使用相位差翁人吋A和B相酌美系。
TLT2,T3,T4;A相…B相改変允許4,5μs
至少必須有A相⇔B相改変允許4,5μs。
相鶏
口
OH
相屏
                        20μsmin.一≒           
一〆⊃十                ■偵一■●●τ2 ＼…・・貼      2       κ...一.
A
B
端碍器輸入Z的波形/侍感器輸人的肺沖寛
度至少必須力90μs。
90smjn.
製陶一・"…一・
肝
在500KHz汁数操作不可皐:)
編娼器輸入A和B
波形+終端
50KHz,月永～中Sik2E"Lヒ509そ)う
倒瓢肝
        一20μsmin.一●■●一匂寧10μsmi∩、10usmln.
`       
        
在使用相位差輸入吋A和B相酌美系。
T1,T2,T3,T4;A相,・.一,B相改変允許4.5SLLs
至少必須有A相・→B相改変允VF4.5μs。
借訓肝
飾
編碍密輸入Z的波形/舌感器輸人的腺沖寛
度至少必須力90S⊥s、,
90μsmln,
㎝
縞・甲・・.・.・・自
評
錦岡器輸入A和B
波形+終端
50KI-1,fij](?中古↑弓ミ比50%。
措辞
一2μsmin.-r←r■同声]■1μs酬n1μsπm'

在使用相位差輸入吋A和B相酌美系。
T1,T2,T3,T4;A相、...B相改変允汗4,5μs
至少必須有A相⇔B相改変允杵4,5μs。
鋤鞘許
肝
一●,■レ                       4μs憎n.一一                    
                                                
                                                
                                                
                                                一
                        一"F                    
        __●w   一囎            T4      一      
端綱器輸入Z的波形/佳感器輸
人的豚汁寛度必須至少YJ90ys
凶
噛・一・
停
90ps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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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age 6143]---------------------



高速計数器板
第8-1市
タト音β輸出実兄箔
項目    規箔
外部輸出数      4全品体管輸出(4介輸出一起設置力編或源輸出=在PC設置中段定)
功能    高速汁数器1到4射目椋比較或花園北絞結果声生4蛆秤用戸定又的4介位的外部位模式輸出,、在迭些位模式中相泣的位遊行"或",井将結果輸出到外部輸出1到4。注外部輸出能用IR21300到IR21303矛ロARO600到ARO603鞍蛮力ON。
外部屯源        5到24VDC±10%
升美容量        玉6mA/4,5VDC到8(hYlA/26.4V(見注)
漏自流  0.1mAmax,
残留屯圧        0.8Vmax.
目椋符合的胸座  0.1ms(速是杁完成日柄比較到外部輸出変ON或OFF所需的吋間。下面的口内庶吋1可也要加上。)
砲座吋1司       OM向座:0.1msmax;OFF桐1立:0.4msmax.
注升美容量如下所示。
eo
?
5
・:謡
純
洞
察
o賢
16
4.5
20.4
26,4
外部電源電圧(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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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宙路
第8-2市
8-i-9内音1玉屯路
月永沖輸入
A相和B
4,4kΩ
相
十
ノ[〉←◆A相或B"相的内部屯
〆路
Z相
十
3.OkΩ
ノ仁z相酌　
注ON:tt路躯劫輸入
OFF:24VDC輸入
外部輸出
輸出的内部屯路
源/漏切換信号
〉●〉  ▽④,・."・'.'.'D●[熟⑪1,`..・・一・…悼ノ〔
1>・_   
0.75A
十〇c
0.75A
OVT
－・DC
法上間中,汲置力源輸出吋A有効,而汲置方吸輸出吋B有数。
8-2詠沖1/O板
8-2-1型号
名称    型号    規苑
豚汁1/O板       CQM茎H-PLB21    ニイ＼肺坤輸入点和二命脈沖輸出点
8-2-2功能
月永沖輸入t和2
詠沖1/0板是一秒内描板,官支持2路詠沖輸入和2路詠沖輸出。
豚汁輸入1和2能作方高速音数器使用,計数豚汁輸入可以是50KHz(相位信
号)或25KHz(相位差)。可根掘計数器的当前値(PV)遊行中断妙理。
輸入模式
可用下列三神輸入模式:
・相位差模式(4x)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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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屯路
第8-2常
・詠沖/方向模式
・増/減模式
中断
本板可以汲置力在高速計数器値与指定日赤疽相符吋執行中断子程序,或在
PV値落人比較萢国内吋執行中断子程序c、
豚汁輸出1和2
可以杁端口1和増田2輸出2路10Hz到50KHz的豚汁,可以是固定或可変占
空比。
・固定占空比能使輸出頻率杁10Hz到50KHz花園内本滑地上升或下降。
・可変占室此彼肺沖輸出的占室比在1%到99%的萢園内変化。
注脈沖輸人和肺沖輸出可以同吋執行,但不能1司吋使用所有的高速計数器和肺
?申輸出的功能。PC設置(DM6611)的端口模式設定(高速汁数器模式/簡単定
位模式)将決定那一ノト允許全部功能。
端口1和2
岡ノト月永沖輸入(高速汁数器)和丙ノト詠沖輸出能同吋在端口1和2使用。必須
在PC汲置(DM6611)輸入合遣的端口模式没定,以決定郷一ノト功能仇先。
模式    内容    高速音数器功能          豚沖輸出功能                    DM6611設定
                用PRV(62)漢PV   用CTBL(63)的高速計数器中断      先梯形加/減速(SPED(64)) 相同的加速/減速速率(PLS2{一))   独立的加速/減速速率{ACC{一))    
高速汁数器模式  高速片敷帯枕先。高速汁数器功能允↓午。豚沖輸出的梯形加/減速受服制       是      是      是              模式0禁止(模式1到3允L午)兄注1   0000Hex
筒単定位模式    豚汁輸出仇先所有旅中輸出功能允↓午。高速計数器中断禁止。        是      古      是      是      是      0001Hex
注1,模式Ol加速+独立模式:模式1:加速+達鎮模式;模式21減速+独立模
式;模式3:減速+連銀模式。
2.端口1和2的端白模式要設置在相同模式,即或者高速計数器模式,或者
簡単定位模式。毎小端口不能単独没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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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Page 6146]---------------------



内部屯路
第8-2市
8-2-3系統配置
胸中輸入2量編碍器                       ア螂Ψo板「■■1櫛■喧                                                  
        L               ⊂L     []一一  自書                    ノ              肺沖増
        一毛机身区劫自醐                        二[=1一 、月永坤輸出2   一亙    ●一月永1中輸出1屯机耳区功且砲机自                      
～口'                                           '合～                           
、⊂=コ                                         ')∫                            
肺沖輸入1
増量編碍器
8-2-4可用的内猫板槽
豚汁1/0板只能安装在CQMIHCPu51/61cPu単元的槽2(右槽)。
槽'1,a〈行構2:可以
－
B腺沖1/。板
8-2--5名称和功能
CQMIH-PLB21肺沖1/0板有一イ＼詠沖輸入1和豚汁輸出1用的CM連接
器,和一ノト脈沖輸入2禾朗永伸輸出2用的CN2達i接器。
CNIl脈沖輸
入/輸出1
CN2:月永沖輸
入輸出2
兼客前連接器
揃座:XM21)-1501(OMRON)
タト売lXM2S-1511(OMRON)
肺沖レ0板作方附件提供2
介播座和2Ai外売,,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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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屯路
第8-2市
LED指示灯
豚沖輸出指示灯
豚沖輸入指示灯
8-2-6
准各就緒(禄)
詠沖輸出(榿)
参!厄下表,
』永沖輸出(榿)
参兄下表。
錯俣(江)
在PC殴豊中的肺沖L'0的虫疋有情決,或在豚汁輸出国操作被中断吋亮。
端口1   端ロ2   功能
A1      A2      在A相月永『中輸入鞘口カON日寸亮。
B1      B2      在B相豚汁輸入端ロカON吋亮。
Zl      Z2      在Z相豚汁輸人端口内ON吋亮。
CN1オ…日CN2引脚}非列
連接器CM和CN21拘引ll去ll排列是相同的.:
引脚排列        引脚号  名称    用途
8＼⇔田閨i!ひ・ j       公共端輸入      豚沖輸入
        2       ‖永沖輸入Z:24VDC       
        3       編陶器輸入A:24VDC       
        4       編碍器輸入B:24VDC       
        5       CCw肺沖輸出     豚汁輸出
        6       CW肺沖輸出/PWM(一)輸出  
        7       輸出的5VDC屯源  
        8       輸出的5VDC屯源  
        9       肺沖輸入Z:12VDC 豚汁輸入
        10      編碍器輸入A:12VDC       
        ll      編碍器輸入Bl12VDC       
        12      公共端輸出(OV)  豚1中輸出
        13      CCW豚沖輸出(帯1、6KΩ屯阻)      
        14      CW詠沖輸出/PWM(一)輸出(帯1.6KΩ屯阻)    
        15      輸出用屯源      
        外売    未使用  
注美rF使用兼容射達i接器(XM2D-1501描座及XM2S-1511SF売)制作鬼燈,参
見附衰A准各内掻板的電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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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亀路
第8-2苓
8-2-7接銭示例
豚沖輸入達接
根据端口輪人税武将編碍器輸出連接到CN1和CN2如下所示。
CN1引脚 CN2引脚 信号名称        編碍器輸出              
端ロ1   端ロ2           相位差模式      月永坤/方向模式 増/減模式
3.10    3.10    編碍器輸入A     編碍器A相輪人   方向信号輸入    滅1泳沖輸入
4.11    4.]1    編陶器輸入B     輪禍器B相輪人   豚汁輸入        加豚汁輸入
鋪碍器職人A
(A相)
輪禍器輸入B
(B相)
相位差模式
ノ
▼2
▼3
▼4
▼5
▼6
▼7
(
▼8
▼7
▼6
▼5
ワ4
ワ3
▼2
ワー＼
減
曽
ま
錦岡器輸入A
(方向輸入)
編硝器輸入B
(詠沖輸入)
豚沖/方向模式増/減模式
　|撒'輪酬輸入A　f
(減輸入)
驚。鍵端綱蹴人B㌣溺
▼▼
▼
▼▼
▼▼▼▼▼
2321(力|11諭i人)12321
＼_一____一〆一一一
増減増減
注』永沖/方向模式和増/減模式的編碍器輸入A、B的功能与高速計数器板
(CQMIH-CTB41)不同。
撰銭示例
下例呈示編硝器的A、B和Z相接銭。
錦岡器
(EE源112VDC)〕、B相
榿:Z相
椋:+V(・c
Ex:E6B2-CWZ6C藍:OV
NPN升路集電扱CO
輸出12VDC屯源
麟1鍵u
駕蕊輸入、、
12VDC)
11(編掲器輸入B:
12V]〕C)
9(詠i中輸入z:
12V[莞ハC。M
(不要与其官レ0共用屯源。)
轡綱器          12VOCOVDC                       12VDC屏蔽
一石「7<「r                     Φ              
        <r礪    el上                    バ'"〉ζ:〉ζ:〉ζ:
                        ,               
                編碍器輸と』    }               
                                        
                B相ぷ                   
                z相・善←…                     
豚汁レ0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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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屯路
第8-2令
豚沖輸出接鉄
肺沖1/0板
1引脚号
低圧岨路
環礁〉謄躍
1.6kΩ1
(1!2
11C〔IW脈沖輸出(帯1、6KΩ屯阻)
:5CC酬輸出
t,6kΩ1
(1/2
14CW肺沖輸出/PWM(一)輸出(帯1.6KΩ屯阻)
6CW肺沖輸出/PWM(一)輸出
ノ
」12公共輸出ノri・i(OV)
△小心不要回付供5V稲24VDC電源。否則会損杯内部自路。
接達示例
下列顕示一投肺沖1/0板連接到一介5V輸入屯机躯劫器。
例i:5VDcng源
5-VDC鬼瀬
Pulsel!OBoard                                           i                               
                                        十一一1ら               ,       一              
        24-VI)C輸入5-VDC輸入CCW嚇沖輸出CW脈沖輸出       ↓                                                      (不要与甘LI/o共用屯源)(十)      Ex:R=220Ω
                                「1.6kΩ        グー13`,5←_                                    
                                撒                      '       《X×←)                1∨,㌔_・_'準へ)ccw●,・●●.・'
                                士'1    β釣15mA14,6←                  ¶闇            輸入一真`▲…人
                一                                                              
                                †蹴                            ¢××←,               ,▼1亨卍‥'・・r'津＼・cw輸、,●P■■●・
                                        、)釣15nLへ12                           く、L'  r
                4       `       -       )                               ▼屏蔽双絞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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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屯路
第8-2常
例2=24VDC電源
例2124VDC電源
24VDC電源
腺}中1/0板                                                              (不.要与其・'ピ1/0共用屯源)屯枕頭功器(対5V輸入  
                        一      十.15           )●                     
        24-VDC職人5-VDC輸入c〔:w}泳沖輸出cw肺}中輸出                                                    一(十)XX(。}1   Ex:R=220Ω'悔遺,軸、.悼、旬
                        輻コ`t6kΩ      7「135                                  
                                ←釣12mA14.6                    く÷}           
                ■      t6kΩ                           XX{.)           頴
                                ←釣12nL、12                                    
                        一      「                                      
                                                                        
                                                                        
注遠里5V輸人的屯机躯劫器使用24V電源,因此使用肺沖1/0根釣内部南限
(1.6KΩ),必須小心避免屯机駆動器的躯功自流引起阿題、
△小心酬的5VDC或24VDC供屯必須玉髄接。
』永}中輸出連接注意事項
・豚沖輸出連接7到3(hnA釣魚載,如早頂載小子7111A,使用一介労通屯阻。
・13和14脚蹴永1中輸出電路有一卜内量的L6KΩ剛,根掘屯源和屯鵬区
司器規萢。如下痢連接豚汁輸出。
井路集亀扱輸出
嘉㌃輸出
輸出品体管
杁弄路集亀扱串接],6KΩ竜胆的JF集ts出
ぷ酬
7至jj30肌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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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奄路
第8-2常
内部的1.6KΩ(1/2W沌阻能鞍下列方法用作親屯阻。
例:7m4輸出品体管電流=4mA負戦亀流+3mA普通屯流
脚111レo板                                                              5VDC屯源}E机躯劫器(5V輸入)      
                                十;5            「.                     
        24-VDC輸5-V㏄輸入CCW肺沖輸出CW肺沖輸出                                                          
                                                                一{十)  ▲▲▲
                                8占                                     
                1・613←                                                        
                                                ●      X×←}4         ,
                        5釣3mA                                          
                        、釣7mA '.14←唱                        'F→釣4mA(十}∠         ▼7F…●●・、{紗..:1巖▲▲▲
                一      t6kΩ撒                                         
                                                b       X               )■■▼4…●,亀悼)cw,'……'輸入
                                戸釣3mA6                                        
                        ◎当7mA '12                             起→釣4mAL」    
                        ■「    r                               ▼屏蔽双絞屯螢  
                                                                        
                                                                        
・在豚汁輸出停止日寸,肺沖輸出部分的内部電路晶体借方OFF。
晶体管:)F_几紅皿几
肺沖輸出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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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電路
使用OMRON伺服駆動器亀鑑的配置示例
且水神1/{〕板
中継屯幾
XW2Z{〕口口J-A3
イ司服2睦電器単元
XW2B・20」6・3
連接到伺服忌区
劫器的屯挑
u系ダd遵三ヨ表地x覧
XW2Z・日O巳・J・B1
M系列遵i接屯鏡
f司§反身区・幼2{}
XW2Z・〔○口巳J-B3
H系列連接屯x覧
u系列
都
R88D-UP[コ巳[⊃
XW2Z・口口{コJ・B2
M系列
R88D-MT[二1コ{コ
H・serie[IH系列
R88D-H口〔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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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屯路
第8-2弔
8-2-8技木規苑
項目    規苑
名称    脈沖1/0板
型号    CQMIH-PLB21
遥用的CPU単元   CQM田－CPU51/61
単元炎型        CQM1縣列内挿板
安装位置和板数量        一イ＼描在内櫛板槽2(右槽)
豚1中輸入       2ノト輸入(細布参児下面的高速計数器肺沖輸入。)
胸中輸出        2介輸出(畑苦参兄ド面的脈沖輸出)
設定部分        尤
指示灯  前面ll2LED准各好(RDY)和措俣(ERR)各lA相(A[D、B相(B□)Z相(Z口)、CW腺沖(CW口和CCW肺沖(CCW□)各2、,
前連接部分      CN1和cr《2連接器(兼容連接器,作刀椋准附件提供的楯座和外売。)
申、流消耗(由屯源単元イ共屯)    5VDC160mAmax.
尺寸    25×llGxlO7mm(W×H×D)
重量    9〔〕9max.
椋准附件        『首座:XM2D-1501(OMRON)x2夕卜売=XM2S-1511(OMRON)×2
高速計数器規苑
汁数器規苑
項目                    規苑            
計数器数量                      2↑日数P響(端1=1)               
輸入模式(在PC汲置中対毎↑〕分別汲置)                    相聞輪{脳中/方㈱人P曽端綱人             
輸入引脚号      端口1   端口2   ●■■          
        3/10    3/10    A相輪人 方向輸入        減胸中輸入
        4/11    4/11    B相輸入 豚司方向輸入    加豚汁輸入
        2/9     2/9     Z相輸入 変位輸入        夏位輸入
輸入方法                        相位差×4(固定) 単相肺沖+方向   単向脈沖×2
汁数頻率                        25KHz   50KHz   50KHz
汁数値                  銭性模式:-8388608到8388607杯形模式:o到64999(最大値能用cTBL(63)能在1和65000之同投遣.)            
汁数器PV的存儲位置                      端口111R233(左辺数字)和IR232(右辺数字)端口211R235(左辺数字)和IR234(右辺数字)数据格式18位BCD銭性模式=F8388608到8388607(最左辺的数字FIIex表示負数。)琢形模式=00000000到00064999           
控制方法        目椋値          可注冊迷48ノト目椋飽和中断子程序号。            
        萢閾比較                可注加速8介上限、下限和中断子程序号.            
計数器夏位方法                  z相信号+軟件夏位汁数器在夏位位(兄下面)変ON后的第一介Z相信号輸入夏位。歓件変位汁数器在夏位位(見下面)変ON吋夏位.夏位位端口1=SR25201端口2:SR2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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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屯略
筆8-2芋
肺沖輸入規苑
項目
1泳沖輸入数量
信号名称
輸入屯圧
輸入屯流
ON屯圧
oFF屯JE
最小旧位豚汁
蜆花
2介輸入(端口1和2=脈沖1到2)
編硯器論人A、綱陶器輸入B、脈沖輸入Z
可用迩接器引脚切換,可対A、B、Z相単独指定。
12VDC±10%
A、B相
5mA典型
Z相
12mA典西里
10.2VDCmin
3.OVDCmin
24VDC±10%
A、B相
51随典型
z相
12111A典i雪‖
20,4VDCmill
4,0VDCmi11
編碍器輸入A和B
錦岡器輸入A和B的波形輸入上升/下降Nd'llij,
3隔最大,50KHz,ILT{比5(}%的豚1中
綿僻
                
.●一●●       、      20μsmin.-ll竺i曳i竺弍LJL
3S・tsma}c3μsm《ユx
在使用相位工輸入吋,A相和B相酌芳系L:,
A相
B相
関随併
伴F
=ツ'十          1-20μsmin-一
        bα■■●,-T    ＼-7巨紺
豚1巾輸入z
肺沖寛度必須疋0.lmS最小
偏
0.1msmin、
T1,T2.T3、T4:4.5y-stniJl,
在A相相B相何改変育♪有
4,5∫　
麻沖輸出類苑
肺沖輸出功能
脈沖輸出功能由輸出方法決定,如下所示。
項目    規萢                    
        園主占空比                      可変占空比
        元梯形加速/減速 相同加速/減速率 独立加速/減速率 
指令    PULS{65)/SPED(64)       PLS2(一)        PULS(65)/ACC(一)        PWM(一)
輸出頻率        10Hz到50KI{z対歩逃屯机10Hz到20KHz       OHz到50KIIz     100Hz到50KHz    9L6Hz,ポ5K}lz5.9KHz
輸出頻率間隔    域10Hz  ]OHz            ■■
占空比  50%固定                 1到99%
輸出詠沖数      1到16777215                     ■■・
加速/減速率     {1(旧・到2KH・(験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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絶対編明器板接ロ
第8-3市
輸出規苑
項目
豚汁輸出数量
信号名称
最大輸出頻率
タト部電源
最大汗美容量
最小引美容屋
漏屯流
残留屯圧
月永沖輸出規萢
規箔
2介輸出(端口1和2=詠}中輸出1和2)
cw和ccwl泳沖輸出
50KIIz(迎接歩道i屯机吋20KHz)
5VDC±5%3(hlA111il・;,
24VD(1`"1DC"/.1St'r30nNtXmi11,
M)Nヲ千路集屯扱30nLA、/5到24VDC3±10%
M♪N〕平坦各集咀扱7n辻/5到24VDC3±玉0%
0,11)Lへ正nax,
G.4Vmax.
最小」泳～中多しL芝
ON
肝
輪中頻率        }升美奄流/負蓑亀源奄圧                  
        7到30mA/5VDC±10%17到30mA/24VDC+1眺/-15%                        
        tON     !tOFF   tON     tOFF
10kPpSmax.      49.5μsmi11、   48、5μSmin.    49.61』Smi11,   46.OrLSm01.
3{〕kPpsn皿x,   1]9'5'上smh1・}18'5「L5mhL              ]9、6μSIIlit1, 16、Ol⊥Smm.
50kpps11蹴.     9.5】・・mi・.i8.51・・川i・,           9.6μsmm.       6.Gl⊥Snli11、
8-3絶対値錦扇器接ロ板
8-3-t型号
名称    型号    規萢
絶対値端田器接目板      CQM田－ABB21    2イ・輸人的絶対値編硯器
8-3-2功能
帯中断功能的絶対値
高速計数器
絶対偉編碍器接口板是一介内挿板、官対2十絶対値(ABS)旋精銅6弓器声生
的二避制碍格雷輸入避行汁底、
絶対値編碍器接口板通辻端[1和2以最大計数4KHz的速率,杁絶対編碍
器旗取二選制格雷渦(反鞍的二迎制碍)輸入。
操作模式
BCD模式和360。模式,,
分班率
能汲置以下的一利1,8位(0到255>、IO位く0到1023)或12位(0到4095)。分
非率没置」立波」弓所連接的鍋鶴器一致。
中断
当絶対値高速汁数器約PV(当前値)与指定日赤値相待或落在指定比較萢国
内吋,能{移執行一介中断子程序。
注使用絶対値編碍器意味着在屯源断屯肘位置数据能移保持,而井不需要在恢夏
屯源吋返固原点。男外,原点朴倦功能允許用戸指定任一一位置作方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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絶対婦硯器板接ロ
第8-3市
8-3-3系統配置
絶対値縮廻r器桜口板
起理ロ
1)
屯机駆動器
(変頻器)
雀金側旋特的角度井擦剤赴理台,,
8-3-4可用的内操板槽
絶対値編碍器内拍板只能安装在CQMIH-CPU51/61CPU単元的槽2(右
槽)。
槽1槽2
LL
絶対{盲縞蝿
器接口板
8-・3-5名称和功能
絶対値錦岡器i接口板具有端口1連接器CNI和端口2連接器CN2,用干杁絶
対値旋轄輪禍器接収格雷碍輸入。
CQMIH-ABSO2
CN1
杁絶対値編
碍器1職人
CN2
ノ)人絶ヌ寸偵編
碍器2輸入
兼容射連接器
播座:XM2D-}501(OMRON)
タト売:XM2S-▲511(OMRON)
2套拝塵+外売作方椋准附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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絶対編娼器板接ロ
第8-3常
LED指示灯
准蚤好〔緑色)
在多色x、」イ直編Fイ渇器i妾田仮～佳
編秘話輸入(榿色)
謬見下表
在Pcv又監中村絶対値端li弓葛接口
板白玉L有鈷歳日寸言,
8-3-6連接器CN1和CN2的引脚排列。
C]N1赤日CN2白勺弓1月却圭ll三　リオ言目同。
引脚排列        引湯却号        名称
8「㌫15§1/ひ1  1       輸入公共端
        2       才:白縮碍器的二送倒格言碍的位211
        3       来目縮刷器的二進制格田百訓勺位才
        4       来口輪碍器的㌻遊制格悟得的位プ
        5       来白縮賜器的二遊制楕円砧的位2
        6       来自縮刷器的二遅制格言石弓的位2
        7       来日編砂摺的二遊制格雷碍的位21
        8       未用
        9       輸入公共端
        10      来自編碍器的二遊制格富岡的位210
        B       来旨輪禍器的二逃制格雷石弓的位プ
        12      来自編五胡苦的.二遊制格審問的位才
        13      来自編碍器的二避制格雷碍的位2
        14      来日錦岡器的二逃制格雷碍的位2
        15      来白縮碍器的二進i制格雷碍的位⑦
        外売    未用
注1.使用兼容連接器(XM2D－正501楯座及XM2S-1511夕卜売)制作亀鑑的信
息,参見附景A内准各描入板屯貌。在連接一介OMRON制造的絶対値編
碍器吋,再使用E69-DC5編対値輪禍器接目板連接鬼燈(如下所示)。
2.只能使用声生二逃制格雷碍輸出的絶対編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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絶対編硯器板接ロ
第8-3常
8-3-7撰銭例子
下例昆示達接一介升路集毛根的錦岡器。
(不要5其官レ0共用電源)。
屯源61編渦器                            阜              24VOV
                                e               
                                                1昇蔽双絞屯貌
oo                                              
                                        `       
                                                〉'〉〈
口                                              '、{、、"'、(、
                                                〉'×
口                                              
                                                〉'×
臼                                              、(、、,''、c:<、'
口              E‡                             
24VDC
屯源
絶対編碍・器接目板
違接到一介OMRON
絶対値編硯器
連接eMRON制造的絶対値綿屑器財,使用下国所示的迩接亀鑑。
pi「用的型号l
E6F-AG5C-〔=
E6CP-AG5C-C
E6C2-AG5C-C
絶対編磁器
到絶対編碍器ぐ■
E69-DC5連接屯地
四一⑪
可用的屯幾:E69-1)C5絶対端碍器
接目板連接屯貌(民度:5m)
34.6m5,000mm4i.5mm
絶対値縮約器接ll板
X色ヌ寸債£尉面弓器」妾口i灰白勺
CNI或CN2(長度:5m)
⇒回
り↓注2
彫,
注三,使用防油脂PVC絶縁屯笏,外径6.12,直径0.18的七芯,梅i准長度5m。
2.連接到CQMIH-ABB21。
3.用12到24VDC。
4,連接到兼容的編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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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苑
第8-3-8市
8-・-3-一一8規苑
項目    別注
名称    絶対道端硯器接口振
型号    CQMIH-ABB21
可用的CPU単元   CQMIH-CPじ5】/61
単元分炎        iCQ隙H系列内挿板
安装位置和数量只能在槽2安装'挟板        
絶剛直編碍器輸入        2介輸人(洋情参児下面的胸中輸入)
設定    光
指示灯  前面:8ノトLED准益好(RDY)、垣淡(ERR)各1.位2)ON(IN口),増(INC口坪1]減(DEC口)各2
前連接器        這…接器cNI和(=iN2(兼容近接器:書前座和夕卜売i,作方‡示准附イ牛i提イ共)
電流消耗(出丸源単元供1∠)       5VDC400mAmax
尺寸    25×110×107mm(W×H×D)
重量    909max
椋准附件        下歯座:XM2D-1501(OMRON)×2夕卜才㍉XM2S-1511(OMROI博)x2
絶対債編碍器輸入規苑
項目            規萢
輸入点数                2点
輸入代碍                、二逆剃格雷同
操イ4摸式               BCD模式或36〔〕。模式(在PC没貴「「没定)
分耕率          8位、王0借.幻2け(在PC没置Ll」設定)
原点朴揺                是(土前位畳可以指定力原点),存PC改質中段置朴倦。
日数速キ.               4kHz111ax
汁数器Pv値的存儲位置            鞘口111R233(左辺数字)和IR232(右辺数字)端[12:IR235(左三辺数字)和IR234(右辺数字)
                数据以4位BCD数字存儲。注値的植園取決'チ操作模式(BCD或360。)和分耕率(8、10或12位)。
控制方法        日椋値符合      可登景迷48分目椋値和中断子程序号
        萢爾比較        可登乗込8介上限、下限和中断子程序■
豚沖輸入
項目    規萢
輸入屯圧        24VDC+至0%,-15%
輸入阻抗        5,4kΩ
輸入血流        4n・A典型伯
ON屯圧  16.8VDClllin
OFF屯圧 3.OVDC川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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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第8-4-2市
8-3-9内部電路杓成
名称
編砂器論人
編硯器的二道制格雷碍位21i
錦碍器輸入
編碍器的二遊制格雷碍位2iO
縮碍器輸入
編石弓・器的二避制格雪洞イ立2t
錦岡器輸入
端陶器的二避制格雷liLl位2}
公共端輸入
公共端輸入
2
10
7
15
10"
2.7kΩ
o               一              ,・◎◎"`'"             .・.●■■
榊                              ∫冒    `       
2.7kΩ                          …      ▲亨ノ  
        酪                                      
                                ㌔「    ,       
                一                      、、◆"◆⑨"・…⑨.     
        2,7kΩ                                  
o               一              ,・     」      ・▼・●●
        榊                      '       -.      
        2.7kΩ                  ∫…    エ▼メ  
`       ,w                      、■            
                                .・■   ,       
                        _"・・・……・.・・                     
        2,7kΩ          一      戸:1…■""'舎           
o       榊                      '「'    7       
        2、7kΩ                 i1      劇w     
                                ¶              
        )納L                    ・亀4   ,       
        27kΩ   一                      ●べ・・,岬‥一・..     
o               一              ,..'            ::''"‥''"
        酬                      ■、■  ,       
        2,7kΩ                  ∫、≒  五一    η
        ,醐                     4■     ,●㌔...,,,‥s...       
コー                                            
8-4模測量没定板
8-4-1型号
名称    型号    規萢
模似量遁走板    CQMIH-AVB41     四路樹以量没定蝦蟹
8-4・-2功能
毎分値用模似量改定板前面的4介可変屯阻汲置,井以4位BCD(0000和
0200之同)存人模ま以改定字(IR220到IR223>。
例如,操作者可利用模似改定板,在定吋器指令中用模似量改定(IR220到
IR223)汲置値,就可以簡単地用螺錐刀凋整控制来凋整侍送帯的速度梢快或
相模一些,而不需要端程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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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和功能
第8-4-4市
8・-4・-3可用的内掻板槽
模似量改定板能表装在CQMIH-cpu51/61CPUSR元的槽1(左槽)或槽2(右
槽)。但爾今槽不能同吋使用、,
只安装一介槽
1
8-4・-4名称和功能
模捌役定板的4介模似量控制位干前面板。前面板上没有任何指示灯。
当社制順時針旋精吋,没定値増加。用一ノト小的螺些刀就能操作。
指定IR220到IR223作力TIM指令的汲置値,使此板作方ーノト模拙走吋器,
当定時書眉幼時,存緒模捌役定億作刃定吋器没置値。
此控制的値存儲在IR220。
此控制的値存儲在IR221。
此挫創的値存儲在IR222。
此控制的債存偏在IR223。
△注意在屯源変ON吋,IR220到IR223的内容…直根据相応的控制値来刷新。碗畝
迭些字不要杁程序或編程没各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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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第8-5-2苓
8-4-5規苑
項目    規萢
名称    模似量没定板
型号    CQMIH-AVB41
可用的CPI単元   CQM田－CPじ51/61
単元分癸        CQMIH系列内櫛板
安装i位置和根釣数量     只能在檀1或槽2変装・'快板注両市槽不能回付使用
没定    在前面板4ノト模測量何変屯阻)控制(用螺錐刀可凋整)毎ノト控制0到3的設定以4位BCD数字在(0000子00200之1司)分別存儲在IR220到IR223。
指示灯  元
前面連接器      尤
自流消耗(夙屯源単.元供童)       5VDClOmA疏x,
尺寸    25xI10×jo7mm(W×}IxD)
重量    609max
林産附件        元
8-5模測量1/O板
8-5-1型号
8-5-2功能
模似量1/0板是一塊内挿板,具有4路懐手以量輸人和2路模以還輸出。
四路模揚重輸入点的毎全能使用的信号萢国是一10到+10V,0到5V,和0到
20mA,無点可単独汲置萢圃,DM66工1的a改定決定信号花園。
2路模‡以量輸出点的傷心能使用的信号萢国是一10到+1ev和0到20mA,
毎分点能単独逸拝借号泣圃,,DM6611的没定決定信号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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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和功能
第8-5--5S
8-5-3・系統配置
4路模ナ数量輸入点
2路孝莫‡以量輸出ノ≒ミ
8-5-4可用的内描板槽
模似量1/0板只能安装在CQM}H-CPUsl/61CPU単元的槽2(石棺)
8-5-5名称和功能
槽1槽2
一
口
D
模本以還1/0板有用干4路模測量輸人的CN1連接羅利用干2」路模銀星輸出
θ勺CN2連接器。
CQMIH-MAB42
模t以量1/O板
聾㌣
酬璽【
薬害自勺達圭妾器
描座,XM2D-1501(OMRON)
タト売:XM2S--1511(OMRON)
二ξ且ナ笛座+タト売イ乍力}示准附
件提供。
205
---------------------[End of Page 6164]---------------------



CM和CN2連接器的引脚排列
第8-5-6市
LEID指示灯
RDY(緑色)
模似量1/0能工作吋亮
DRR(紅色)
在模拙量1/0的PC没置
右横俣或模測量特操出現
惜涙吋=。
8-5-6CN1和CN2連接器的引脚排列
CN1=模測量輸入
                引脚排列                                        引脚号          名称    功能
                                                1               V4+             模拡量輸入41+咀圧輸入
                                                2               V4一            模測量輸入41公共端(一毛li:輸入、一毛流輸入)
                                                3               V3+             模手製皇輸入31+屯圧輸入)
8       x               〔              15      4               V3一            模似量輸入3:公共端(一電圧輸入,一毛流輸入)
                        〆                      5               V2+             模似量輸入2:+砲艦輸入
                ○○    ○                      6               V2一            模測量輸入2:公共端(一電圧輸入,一毛流輸入)
                ○      ○                      7               v至+            模担量輸入ll+自注輸入
                ○      ○                      8               V1一            模手以鼻:輸入い公共端(一屯圧輸入,一電流輸入)
                ○      ○                      9               14+             模測量輸入41+電流輸入
        …      ○      ○              …      10              NC              不用
        …1や                   叫＼1   6       11              B+              模測量輸入31+丸洗輸入
        1               しノ                    12              NC              不用
                                                13              12+             模測量輸入2】+中流輸入
                                                14              NC              不用
                                                15              11+             模測量輸入11+屯流輸入
                                                タト売          Nc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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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銭例
第8-5-7弔
CN2:模‡以量輸出
引脚排列        引腰号  名称    功能
8rW日竃レひ1    1       NC      不用
        2       NC      不用
        3       12一    模測量輸出2:公共端(一電流輸出)
        4       V2一    模扱量輸出2:公共端(一亀圧輸出)
        5       NC      不用
        6       NC      不用
        7       Il一    模似量輸出1=公共端(一毛流輸出)
        8       V1一    模似量輸出1:公共端(一毛圧輸出)
        9       NC      不用
        10      12+     模拡量輸出2=+電流輸出
        ]1      V2+     模似量輸出2:+屯圧輸出
        12      NC      不用
        13      NC      不用
        14      11+     模測量輸出1:+眠流輸出
        15      Vl+     模測量輸出L+竜座輸出
        外売    NC      不用
7
一
5
一
8
病
竃
搬入
注
接銭示例
美干使用兼容連接器(XM2D-1501描座及XM2S-1511外売)梅成屯鏡参見
附景A制各内掻板亀鑑的信息
CN1的輸入信号連接根掘輸入信号是電圧輸入或屯流輸入。下恩昆示了毎紳
'b青Z兄白勺正毛角圭妾銭。
屯圧輸入
(・-10到+10V,O到10V,或0到5V)
模似量1/0板
馴量鰍1{亡
模担量輸入3{:
馴量輪2{亡
模濾輸入1{こ
                                        C相引脚号1くV4十))2《V4-)1:ll:亡;1:ll:亡;7(V1÷)8(v1-)
                ;8                      
o                       '               
o                               -       
o                                       
o                               、      
o                                       
O                                       
                                        }
o                                       
工                                      
屏蔽
模獺鰍4{亡
模鵬輸入3{±
模耀献2{士
酬量輸入1{土
竃流輸入
(0至り20rnA)
‥蔽
工房
棋子以量1/0板
CN}
引脚号
9(14十)
CV4十)
2(∨4-・一)
〈t3十)
3〈V3十)
4{V3-)
!3(12十}
5(V2十)
6(V2-)
J5(li十)
7{Vl十)
8(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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蜆花
第8-5-8市
樹以量輸
出連接
皇居輸出
(-10至lj+10V)
模似量1/0板
CN2
引脚号
(V2十)
{V2・一}
根掘輸出信号是屯圧輸出述是屯流輸出決定CN2的輸出信号連接。下囹旦
示了毎稗情況的正陥撰銭。
15(V1十)
B{Vl-)
t}樹以還綱2
士}横縫輸出1
屯流輸出
(0到20mA)
横抱量1/0板
亡}樹以量輸出2
亡}模眠輸出
8-5-8規苑
項目    規萢
名称    模測量1/0板
型号    CQM三H-MAB42
可用的CPU単元   CQMIH-CPU51/61
単元分業        CQ剛H系列内挿板
安装位置和根数  在内描板槽2(右槽)捕1快板
模担量輸入      4路輸入(憐情参見以下模測量輸入)
模担量輸出      2路輸出(洋情参見以下模担量輸出)
絶縁方式        輸人和PC同:光縞合隔高擶人間=不絶塚
造足    没有
指示灯  前面板上2介LED指示灯:准蚤好(RDY)租借涙(ERR)
前連接部分      連接器CN1和CN2(兼容的連接器=描座和達接器作方椋准尉件提供)
屯流消耗(由屯源単元供庇)        5VDC400mAmax
尺寸    25×110×107㎜(W×H×D)
重量    100g服x
椋准尉件        描座:XM2D-1501(OMRON)×2タト表:XM2S-1511(OMRON)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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蜆花
第8-5-8市
模測量輸入
項目            規萢    
輸入信号                電圧輸入1屯流輸入       
模測量輸入点数          4路輸入 
輸入信号苑圃(兄注1)             一10到】OVO到10VO到5V   0到2α1直
横抱量輸入存借字                模拡量輸入1(模拡控制0)IIR232模拡量輸入2(模捌掠制DIIR233模似量輸人3(模似控制2)11R234模繊量輸入4(模払控制3)lIR235 
A/Di汚換吋1司(見性2)            1.71n§n田x.億  
分疎率          1/4,096 
A/D特換輸出数据         12位二遊制数据一10到+10V:F800到07FFIIexO到10V,0到5V:OGOO到OFFFHex注負電圧(-10V≦輸入屯圧くOV)以2的朴碍存儲      12位二避制数据0到20mA=0000到OFFFHex
外部輸入阻抗            1MΩ典型値      250Ω典型値
最大額定輸入絶対値              ±15V   ±30n1A
忌精度(見注3)   23±2℃ FS的±0.5%      
        0到55℃ FS的±1.0%      1
控制位          PC没量的没定用干決定是否将毎分輸入点横手以量信号特撰力二遊制数据。      
主
L可以対毎分輸入単独没直輸入信号萢圃。
2.A/D特操日寸間是将一ント模ナ以量信号以数字数据存緒到内存所化的日寸同。将
数据fを送到CPU単元至少需要一挙循跡付同。
3.息精度是相対満塁程的精度。
横銅量輸出
項目            規萢    
輸出信号                電圧輸出}屯流輸出       
模似量輸出点数          2路輸出 
輸出信号池園(児注1)             一10到lovlO到20mA       
D/A鞍挽臼寸間(見注2)            1.7msmax./2点   
分新卒          1/4,09511/2,047 
慎独量愉出没定存借字            模担量輸出1:IR236劇以量輸出2:IR237      
外部輸出阻抗            2kΩ    350Ω㎜
没定数据                12位二遊制数据一10到+jOV:F800到07FFHex注負屯圧輸出(-10V≦輸出屯圧くOV)必須以2的朴碍存儲 jl位二遊制数据0至‖20mA:0000至107FFHex
忌精度{見注3)   23±2℃ FS的±0.5%      
        0到55℃ FS的±1.0%      
注
1,毎イト輸出使用不同的端子,允許対毎分輸出分別迭]季輸出信号萢囹。
2.D/A特操吋同憂在CPU単元内緒換数据井輸出所化的吋同。杁CPU単元
数据特任送到模似量1/0板至少需要一介循ヨ不時間。
3.忌精度是相対満量程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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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屯路杓成
第8--5-9市
8--5-9内部屯路杓成
(只在用屯流
輸入吋連接)
模測量輸入
模似量1/0板
OV
樹以量輸出
模拙量1/O板
モ
戊圭=亡}躯輸.
卵出的〃禦r+
}舗輸出
(毎分輸出的公共端)ov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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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第8-6-3市
8-6串行通信板
本竿提供了車行通信根釣介紹。詳細的信息児串行通信板操作手冊
(W365)△
8-6-1車行通信板
名称    型号    規萢
串行通信板      CQM田－SCB41    一・卜RS-232端ロー介RS-422A/485端口
8-6-2串行通信板
串行通桔梗是CQMIH系列PC的内掻板,能在CQMIH系列CPU単元的内挿
板槽1,変装一快板,不能表装在槽2。
波板提供2イ'与上位汁算机,可編程終端〔即),通用外部没各,和編程没各
(不包括手提編程器)連接的串行通信端口,逮使CQMIH系列pctR方便能
増加串行通倍増口数。
8-6-3」性自諺
端口」=RS-232C
端口2:RS-422A/485
車行通信板是一ノト可逸項,官能装在CPU単元中用来増加串行端口数量,官
不使用1/0槽,官支持跡汲宏(而在CPU単元中内置鞘口不支持),使之能容
易地均具有串行口的通用没各連接。
在受控机器中
車行通信板
温度控制器或其官設留
口
号用控制器
楽碍間違器
或其官設各
或其官設各
i
夕卜部没各帯有RS-232C
或RS422A/485増田
具有RS-232C和RS-422A/485端口。RS-422A/485端白允許LN連接到
通用外部没各,而不需要通柱特操鎚i接這配器。1:N連接能使用跡双宏或1:
N模式NT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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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配置
第8-6-4弔
8-6--4系統配置
主
串行通信板支持以下串行通信模式1ヒ位机縫接(SYSMACWAY)、防双宏、元
坊双、1,1tw据鍵接、1:N模式Nr縫接,和1:1模式NT鑓接。能句多鍵鞍下圏
昆示的役畜。
1:1模式NT縫接和1:N模式NT縫接通信模式使用不同的i亦汲,官田豆粕不
兼容。
編程没各
通用外可編程終(不包括手上位汁
部没各端(町)C系列PC握編程器〉算机
口[亘コ
跡汲宏嘔鑓接
頭
ロコ目
蔭
上イ/机鑓i主
上粒机鑓‡・
顯2裏纏絡c馴pc
l蹴宏1当・1:1
!・、t.1
口回[日日目
頭
ヒ位机
編程没各王位机燵接
・1壬'、編程器)
ヒ位机縫]'
注
NT-ALOO1-E鞍換鑓接這配揺籠用干RS-232C和RS-422A/485之1旬的
特換,逮ノ↑＼鑓接遣配器需要一介5V電源。車行通信板連接到縫接遥配器財
板上RS-232端口能提供屯源,但鑓i接逓配器連接到其官設各吋,必須男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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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竜池雄炉
本章描述CPU単元中内存支持塩池的雄弁,包括更換歩螺。
9-1竜池更換
9-2竜池寿命
9-3更換歩孫
214
21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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竜池寿命
第9-2芋
9-1竜池更換
CPU単元包含一イ'CPM2A-BATO1屯池組,在超泣共有致寿命吋必須更
換。有効寿命在…般情況下釣5年,在校高温度吋有効寿命会下降。
在屯池屯圧升始鉄落吋,会出現塩池錯涙,使ERR/ALM指示灯内憂,
SR25308変ON,共在編程没各上声生可渡出的屯池錯俣消息。在竜池籍没指
示后的一・↑'星期内必須更換竜池。
△注意庇在第一次指示需要更換竜池鉤眉的一/卜星期内更換屯池。必須要在手法条
有后各竜池,否則就看板大的可能不能及吋荻得更換的丸池姐,如果電池没
有及吋更換,可能会芸失用戸程序和其文数据。
9-2竜池寿命
内量的屯池是用予保持HR和DM区的状恣,用戸程序,和其官在CQMIH屯
源断屯吋要保持的指定状志。竜池能提供后各供屯的忌小肘数根掘杯境温
度及是否要装帯吋軸的内存盒而不同,如下所示。
帯日榊的内存盒  ノ己屯流供応的忌小肘    
        保i正吋同(見注D 雲除害…己(兄注2)
没有    11,000h(釣1年)  43,000h(釣5年)
有      9,700h(釣1年)   
注
1,元屯流供泣的息小肘,周園温度55℃。
2.光電流供応的恵小肘,用聞温度25℃。
光電流供応的忌日由旬(年)
5
4
3
2
1
        ▲                      
                        一      
                                
                                ・.●,,●●
                        .       
                                ;…
        ト]不25℃40℃55℃                       
掃射神的内存倉
渡有帯吋神的内存食
杯境温度
注
1,上園的値是参考値。
2.EE池的布敷寿命是5年,到吋即使電池逐能使用,毎隔5年也必須更換竜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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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歩孫
第9-3市
9-3更換歩藤
1,2,3.
注
使用以下歩螺更換屯池。必須在CQMIH的屯源英断后的5分神的完成区些
歩B聚,以保証内存的支持。
1,英断CQMIH的塩瀬。
或如果CQMIH没有通屯,庇先通屯至少5分舛,燃眉断屯。
如果在更換電池前通屯不足5分紳,則在屯油取出射后各内存的屯路就役有
充足屯,使得在新竜池被描上前,内存可能芸失。
2.打升CPU単元左上部分的小1],小心拉出竜池。
3,抜出竜池連接器。
4,連接新的竜池,装入竜池,井美上小1'1。
△注意
新塩池描大后,会自動清除竜池措俣。
不要短路竜池端子;不要対屯池充電,不要折卸電池;不要加熱或焚焼竜
池。否則会引起丸池漏電,燃焼或破裂而麦生彷害、火爽和可能引起生命財
声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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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泉
制各内掻板的亀鑑
本階乗描述制作以下内挿板的CN1和CN2屯貌的方法。対所有板的方法都相同。
・CQMIH-CTB41高速汁数器板
・cQMIH-PLB21豚汁1/0板
・CQMIH-ABB21絶対値編碍器接目板
・CQMIH-MAB42模担屋1/0板
違用的連接器(　E鎧上)
竜燈的連接・器使用下列宇品或相当芦品。
横座:XM2D-1501(OMRON)
外売:XM2S-1511(OMRON)
cQMIH-CTB41/PLB21/ABB21/MAB42内掻板,作)崩示准附件毎板提供2付上述宇品。
亀鑑
竜燈使用屏蔽双段銭
接銭和装配
以下氷花呈示了連接器接銭和装配的歩躍。首先将信号残寒辻熱焔管,然后悼接到描座引脚上。
憲疏.
折登屏蔽侵
熱縮管
内径=1.5mmn,L=IO
注在通電前必須栓査接残。
煤接完所有必須的引脚后,将熱縮管套上毎根銭的埠接区上,然后用熱気噴在熱焔管遊行加熱,使套管収縮。
こ:ご苫・・≒
熟縮管
如下国装配描座和外売,在CQMIH側的連接器上,如下圏在庭蔵屋上包焼錦帯,井固定在外売上
末端連接到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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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悟
'「DM
1=1鮭接㌔1|ink
ACP
加計数輸入
地祉address
AND
区area
区前綴areprefix
算木移位arithmeticshift
ASCII
AR区
AUTOEXEC.BAT
后蚤back-up
基本指令basicinstruction
波特率baudrate
BCD
BCDi十算BCDcalculation
二U韮帝ilbinary
:二選$‖計算binarycalculatlon
、二選制編碍的十遺制
binaly-codeddecimal
位bit
位地趾bitaddress
木活
間接地趾DM区,見間接地堤和DM区
在丙台PCl司的建立的鑓i接,在官旧約LR区建立公共数据。
兄加}卜数輸入
addcountinput－ノト職人信号,用干在信号及OFF到ON変化H寸逓増一介汁数値。
用干区別数据位置或内存中編程指令的一・卜数。
一介=還相操作,只在丙十条件都方真吋結果力真。在梯形国申,遠些条件通
常是位的ON/OFF状悉,或被称作執行条件的遠些状恋的運転組合。
兄数据和内存区。
-Al或燭ノiti7::一一母的前綴用干区男llPC中内存区。除了IR和SR区,所有内存
区需要前綴以表明宮伯的地堤。
一神移位操作,近位椋志包括在移位中。
美国信息交換椋准商的縮写,ASCII用干対輸出到打印机和其官外部没各的
字符編硝。
PC的数据区,分配姶椋志和控制位。
MSDOS文件,包含在宿劫吋自助執行的命令。
現存数据的副本,保証即使在原始数据被破杯或捌除吋也不会蚕矢数据。
梯形圏中使用的基本指令、,
丙ノト没番縄的数据侍輸速度,以毎秒位的方式汁量。
見二避制鏑弱的十遊制
一秒算木汁算,用干以二遊制編岡釣十遊制表速射数。
一神数的系統,所有数基干2来表迭,即只用0和1来写数。毎ノト四位二遊制
的組相当干一ノト十六遊制数字,因此内存中的二遊制数据経常用易憧的十六
遺制来表述。
一稗算木計算,用干以二遊制表速射数的汁算。
用干表述数的一科係銃,毎一介四位二遊制数与一ノト十遊制数字在数値上相
当。
最小的信息片,能在計算机上表迭位的値是0或1,対座屯句信号ON和
OFF,一介位表示一ノトニ避制数字。在特定地趾的某些位分配給特殊用途,如
保持杁夕卜部投錨的輸入状杏,而其官位可用干網程中的通用目的。
左内存中存儲一介位数据的位置,位地地摺定数据区和字,以及手中的位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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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指定bitdesignator
位号bitnumber
位左室制指令
bit-controlinstruction
±Nblock
模快式PC
building-blockPC
忌銭bus
母銭busbar
字令byte
璃用call
選i位‡示志CarryFlag
中央赴理単元
centralprocessingunit
CH
通道channe1
字符代娼charactercode
校強和checksum
日寸ξ中月永沖clockpulse
吋紳月永沖位clockpulsebit
公共数据commondata
通信亀鏡
communicationscable
比較指令
comparison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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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位操作数,用干指定由指令使用的位或字中的位,,
指示在字中的一・介位的位置号.位00是最右{最低)位,位15是最左(最高)
位.
用干擦制一介単独位的状志的指令,相対干整イ＼字的状恣。
児選輯快矛ロ才旨令快。
PC由単独姐件或"模挟"拘成,対模快式PC,没有…介単元可以独立称力
PC,PC是一ノト功能化的単元組合。
一ノト通信通道,用干任何達在上面的単元1司倭送数据、,
梯形圏中、左辺的用干引学的残,有吋也包括右辺的残,指令執行由母銭弄
始,官是所有指令行的起始点。
一ノト数据的単位,相当乎8位,即半介宇。
一一秒赴理,指令抗行杁主程序襲移到子程序,子程序可以由指令或中断来凋
用。
用干算木操作的椋志,保存加法或乗法操作的遊位,或指示減法操作的詰果
メ顕,遡i位椋志也用干昇些炎型的移位操作,,
能{移存儲程序和数据,和執行包含在程序中指令的没各。庄PC系統中,中央
姓理単元執行程序,赴理1/0信号,」」外部没各通信子
児字。
児宇。
一紳数字(通常力二遊制)代石翫用干表示一ノト字母数字字符、,
在通信中」コ数据包…起佳送的和。校強和能鰺在接牧数据中重新汁算,碗荻
借送的数据没有被破杯。
内存中特定位的可用的腺沖,可在汁吋操作中使用、、各神吋紳豚}中有不同的
肺沖寛度及不同1的頻率。
内存中的一介位,可在吋同操作中使用的月永沖,不同吋紳豚沖位具有不同豚
沖寛度和不同頻率。
存傭在PC内存中的数据,由同一系統中的其亡PC共享。毎ノトPC有一介分
配姶宅的指定区段,毎介PC向分配姶官的段中写人数据,井杁分配姶其官
PC的段中逮出共享公共数据。
用干在控制系統及符合RS-232C或RS-4221示准的組件同侍送数据的屯
貌。
用干比較内存中不同位置数据的一介指令,決定数据同的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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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椋志CompletionFlag
条件condition
CONFIG,SYS
常数constant
擦剤位controlbit
控制数据controldata
控制系統ControlSystem
受控系統controlledsystem
T十数月永}ヰlcountpulse
う十数器counter
CPU単元CPUUnit
CTS
CY
f盾iE不cycle
循il不肘1旬cycletime
循珠中断cyclicinterrupt
数据区dataarea
数据区辺界
dataareaboundaly
数据磁盈datadisk
数据矢度datalength
木
悟
定吋器或計数器使用的一介椋志,在定時器財周到或汁数器什到汲置値付蛮
力ON。
散在指令行上的符号,指示一条指令,用手控制終端指令的執行条件。毎分条
件分配内存中的一介位決定官的状悉。位的状恋分配姶毎分条件,決定下一ノト
執行条件。条件対1立干LOAD、LOADNOT、AND、ANDNOT或ORNOT指令。
一介MSDOS文件,包含Al人骨算机的圷境設定。
一ノト操作数的輸入,在真中指定笑味的数値,在某些操作数用内存区地趾的地
方,常数能移輸入,一些操作数必須作方常数輸入。
内存区的一介位,通道程序或編程没各来設置,以迷到特定的目的。例如,重眉劫
位変ON然后変OFF,来重虐功一介単元。
一ノト操作数,指定指令如何執行。控制数据可以指定使用学的部分作方操作数,
可以指定数据侍輸指令的数据表大小。
用手控制其宮造各的所有硬件和軟件組件。控制系統包括PC系統,PC程序,
和所有用手控制受控系統或見受控系統荻取反憤的1/0没各。
由PC系統圭空f制口有段各。
汁数器什数的信号。
内存中数字或字的寺用狙,用干う十数指定是程出現的次数。或者内存中通辻
TIM/CNT位坊同的位置,馬弓二計数位的状悉或執行条件由eFF改変力ON的次
数。
几中央吐理単元。
清除友送的縮写,用干屯『没各回通信的信号,指示接収器己准各好接受輸人
数据。
見近位椋志。
CPU単元遊行妙理的一介単位,包括梯形圏程序執行,外国服努,レ0刷新等。
完成CPU単元性理一介循杯的吋同。
見定吋中断。
PC内存中的一介区,指定保存特定i数据美型。
数据区中的最高可用地蛙,指定一ノト需要多字的操作数吋,需要保証i数据区的最
高地趾不起出。
用干保存用戸程序,DM区内容,注経和其官用戸数据的教祖。
在通信中,数据侍輸吋妙理カーノト単元的位数。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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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縫接dataiink
数据雛接区datalinkarea
数据借送指令
datamovementinstruction
数据共享datasharing
数据眼踪datatrace
数据侍輸datatransler
洞斌debug
十遊i制decimal
遡減decrement
訣省default
定叉符definer
目的destination
微分指令
differentiatedinstruction
数字digit
数字指定符digitdesignator
DiN尋軌DINtrack
DIP弄美DIPswitch
宜接輸出directoutput
分布控制distributedcontrol
222
木
自功数据侍輸操作,允許PC或PC内的単元通N公共数据区来回侍送数据。
通辻数据鑓接建立的公共数据区。
用干将数据林内存中的一介位置佳送到男一介位置的指令。在原始内存位畳
的数据保持不改変。
在二介或更多PC同建立公共数据区或公共数据字的辻程。
在程序執行期同,指定内存位置的内容改変被妃景的迂程。
貨送数据弘一介内存位置到男一ノト,可以是同一没各或通辻通信銭或阿絡的
達接在不同没各1旬。
将一介初始程序測拭井修改宜到能正常]二作的迂程。凋斌包括修改符号錯
俣,以及吋序細凋和坊凋控制操作。
数字基干10表迭的一稗数字系銃,在PC中,所有数据最終以二遊制形式存
緒,通泣二遊制編碍的十送制系統,4介二送i制位可表辻方一介十送制数
字。
速減一ノト数宇値,通常減1。
用戸!没有特別没置其官値吋,PC自幼没置的値。う午多没各在上屯吋采用逮祥
的敏省条件。
用干指令的操作数的一小編号,但営用干定又指令的本身,而不是指令i操作
的数据。定又符包括跳韓号、子程序号等。
指令放置要操作数据的位置,与指令使用所取数据的位置相対」立,取出数据
的位置称作源。
毎次執行条件杁OFF変ON吋,側丸行一次的指令。対非微分的指令只要]丸
行条件一宜方ON,毎次拍描都会執行。
内存中包含4介位的存楮単位。
指令中使用的用干指定i数字或字中数字的操作数。
没汁力安装各秤没各嵌人槽中的早軌,允許没各迅速方便地安装。
双列安装的井美条,一ノト描針陣列,安装在屯路板上来没定操作参数。
程序申執行結果立即輸出的方法,以減少循ヨ不吋何的影哨。
一稗自功化概念,自劫化系統毎部分的控制安装在実隊受控没各的附近,即
整介系統控制分散化和"分布"。分布控制是PC系統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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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悟
DM区DMarea
DM字DMword
下載downloading
EEPROM
F巨『口鳴声electricalnoise
EPROM
4昔俣eこ石弓errorcode
錯・浜田志区ErrorLogArea
偶校8金evenparity
事件虫±理eventprocessing
弄或非exclusiveNOR
昇或exclusiveOR
執行条件executioncondition
]丸行周期executiontime
執行[吋向executiontime
只能用干保持字数据的数据区。DM区中的字不能以位力単位坊同。
DM区中的字。
杁較高級或上位計算机向較低級或林属音算机佳送程序或数据的是程。如果
包括了編程没各,編程没各考慮力」二位汁算机。
亀町擦除可編程只逮存緒器;ROM的一秒実理,存儲的数据可以擦除和再編
程。遠可以用特殊的控制引残達到EEPROM芯片来述到,井能使EEPROM不
用見所安装的没各」二取下。
一秒或多神亀気特性的随机変化,如南庄、屯流,正常的没各操作数据可能受
其手抗。
可擦除可編程只逮存儲器;ROM的一神業型,存儲的数据可以用紫外銭或其
官亦法擦除,井可再編程。
声生的数字代碍,指示存在的錯俣,有吋是措俣的性辰。有些錯俣代碍由系統
声生;其宮詣操作者程程序中差叉。
用予存緒氾景的区,指示系統中出現的措涙吋同和性廣。
一神通信貴定,凋整ON的位数使之一・直力偶数,見校強。
吻座一ノト事件遊行的処理,例如対中断信号。
一秒避輯操作,如果丙李条件都是真或丙介条件都是假,則結果内典。在梯形
圏編程中,条件通常是位的ON/OFF状志,或逮些状恣的遷輯組合,称方執行
条件。
一秒選輯操作,如果一十目板一分条件是真,則結果力真。在梯形閤程序中条
件通常是位的ON/OFF状志,或迭些状恋的選揖組合,称方執行条件。
指令執行下的ON或OFF状恋,執行条件由同一指令行上当前執行到的指令
的選輯条件組合来決定。
用干執行CPU単元所需的所有処理的周期,包括程序執行,1/0刷新,外題服
劣等。
CPU単元執行一条単独指令或整ノト程序所需的射向。
勃L展汁数器extendedcounter在程序中用2ノト或更多的計数指令串接建立一一.-Al汁i数器,遠洋的計数器能修
竹展定吋器extendedtimer
比単介指令提供的計数器汁更商的数。
在程序内用2イ'或更多的定時器串接建立的定対審,迭神的定吋器能{移比単
ノト指令提供的椋推定吋器什更投釣吋河。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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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FactoryAutomation
工「汁算机factorycomputer
FAL老齢臭FALerror
FALS$昔俣FALSerror
致命錯俣fataierror
FCS
椋志flag
丙焙i{立flickerbit
浮点十避制
刊oating-pointdecimal
強制隻位forcereset
強制置位forceset
弓fi帯ti1夫恋forcedstatUS
顧校i燈和framechecksum
功能代弱functioncode
硬件錯俣hardwareerror
失代硯headercode
十六遺制hexadecimal
上位計算机hostcomputer
上位接口hostinterface
上位縫接hostlink
HR区HRarea
l/O位1/Obit
224
木
工「自助化。
一稗通用的計算机,通常与商用計算机根相似,用干自動化工「控制。
用戸程序中執行FAL(06)指令声生的錯俣。
用戸程序中執行FALS(07)指令荒生的錯i昊或系統声生的錯俣c
要停止PC工作的錯俣,需要改正后才能継接操作。
見岐校註和。
内存中的寺用位,1≧由系統星位,指示一些操作状恣的葉理,一些杯志(如近
位椋志)也可由操作者用程序段貴。
編程力以指定頻率変ON和OFF的位。
表法力一小数(底i数)乗以10的次方的十遺制数,例如0.538xIO"s。
通起縮程波帯強制使一介往交OFF的赴理。位通常由程序執行的結果変
OFF。
通遺編程改善強制使一介位変ON的赴理,位通常由程序執行的結果変ON。
被強制変位或強制置位的位醜状恋。
指定計算苑園内所有数据昇或的結果。倣校輸租能在数据佳送的皮送和接牧
端都計算,以娩荻数据佳輸正確,
用干向PC輸入指令的2位数字的編号。
由PC的硬件結椅(胞子元件)宇佐的錯俣,対逆子由軟件引起的軟件惜俣(即
程序)1,
指令中的代碍,指定指令所倣的工作,,
所有数基干16表述的数字系統,在PC中所有i数据最終以二遺制形式存儲但
在編程没斎王呈示和輸入変常用十六遺制表迷,以間税操作。毎組4ノトニ遊
制位在数値上与一小十六遊制数相当。
用干在上位鍵接系統中一5PC之同作送或接収数据的計算机,上位計算机用
干i数据管理和整体系統控制,上位汁算机通常是小型今人汁算机或商並汁算
机。
允↓干与上位汁算机通信的接口。
将PC連接到上位計算机的接口,允許ノ人上位計算机瓶覗或程序控制。
在断亀吋能保持位状恣的内存区,用干編程的工作位。
用干保持1/0状恋的内存中位,輸入位反映輸入端子的状杏,輸出位保持到
輸出端子的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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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1/O容量1/OcapacityPC能{移妙理的愉人和輸出数量。数量苑国風小PC的一一百点左右到大PC的二
1/0延返1/Odelay
I/O没借1/Odevice
i/0中断1/Ointerrupt
I/O点1/Opoint
1/O帰1」新1/Orefreshing
l/o回向,[ISZH寸恒l
l/Oresponsetime
レO単元1/OUnit
l/O字1/Oword
旧MPC/AT或兼容机
1BMPC/A'「orcompatible
遂増increment
l旬接地吐indirectaddress
初婚化措俣hitia‖zationerro「
初婚化initlalize
輸入input
輸入位inputbit
輸入波音inputdevice
輸入点inputpoint
輸入信号inputsignal
安楽install
千点。
杁信号送到輸出到輸出状恣実隊有効的吋1旬延退,或ノ人輸入状悉改変到指示
接収状悉的信号改変的吋1旬延退。
連接到1/0単元上1/0端子的没各。1/0没各可以是控制系統的部分(如果官
的作用是帯助控制其宮造各)或可以是受授系統的部分。
由1/0信号声生的中断。
輸入信号遊人PC系統,或輸出信号商升PC系統的地方,在物i理概i念上,1/0
点対庇単元ヒ的端子或連接器引脚;在編程概念上,1/0点対座IR区的1/0
位。
刷新輸出状悉送到外部没各,便宜与保存在内存中的輸出状杏一致,刷新内
存中的輸人位,使官与杁外部没各的輸入状悉一致。
ロ向座杁外部没寄接牧到的論人信号后,到弘PC送出輸出信号所需的吋同。
PC中的単元,在物理上達接1/0没各到輸人和輸出信号,1/0単元包括輸入
単元和輸出単元,毎一神道用一段規格花圃。
IR区中的一宇宇,分配到PC系統中的単元,井用干保持咳単元的1/0状茶。
運韓土兼容射,具有相似拮杓的,沖鮨這行力IBMPC/AT計算机設計的軟件
的う十算机。
通増数値,通常加ユ。
一ノト地趾,其中的内容指示男一ノト地祉。第二介地堤的内容用干実賑的操作
数。
在PC系統」自助(即初婚化)期1旬出現的硬件或軟件措涙。
自動赴理的部分,清除一些内存区,栓査系統汲置,井汲置訣省値。
信号林外部没各遊人到PC,オミ語輸入Zk常抽象或集合用干遊人的信号。
IR区中的位,分配姶保持輸入状恋。
将信号送人PC系統的外部没各。
輸入遊人PC系統的点。物理輸入点上対庇端子或連接器引脚。
送人PC的連接状悉的変化。通常輸入信号存在是指達接点杁低亀屋蛮力高
屯圧,或未接遇到接適状悉。
在汁算机上使用程序或軟件包(如1SS或SSS)所需的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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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instruction
‡旨令≠央instructionblock
手旨令ま丸?〒日寸1司
inStruCtiOneXeCUtiOntime
‡旨令そ〒instructionline
接口interface
互鎖interlock
中断(信号)interrupt(signal)
中断程序interruptprogram
反襲条件inversecondition
JIS
跳襲lump
跳襲号lumpnumber
梯形圏(程序)
ladderdiagram(program)
梯形團符号
ladderdiagramsymblol
梯形圏指令
ladderinstruction
梯形園支持軟件
LadderSupportSoftWare
最低(位/字>
least・一・signifjcant(bit/word)
LED
最左(位/字)
leftmost(bit/word)
226
木
悟
程序中所給出射指早,指示PC要執行的劫作,以及執行動作所用的数据。指
令可以用干筒草地使位ON或OFF,或能遊行更夏祭的動作,如特操和/或佳
送人映数据。
在梯形圏中遷輯美朕的一組指令,。一・↑'週輯攻包括所有指令行,官伯互相連
接,可以是一行或更多行,連接左母残,再遊到一ノト或更多的右側指令,再到
右母銭。
執行一条指令所需的吋問,佳例一条指令的執行吋1司会由千官的執行条件和
使用的操作数而変化。
在梯形困上位干同一水平行的一狙条件,指令行可以分支或合井以形成指令
挟,也称方案。
接目是系統或没各回的概念性辺界,通常与出現的通信数据方式改変相美,
接目没各執行的操作,象改変代碍,格式或数据速度。
一秒編程方法,用干把許多指令作方ーノト組来牡理,使整ノト組能在単独執行
不需要財一起及位,連鎖程序段在ON執行条件付正常執行,在OFF執行条
件付部分変位。
停止正常程序執行的信号,井使子程序送行或麦生其官処理。
日向砿一介中断執行的程1予。
凡常1罰条件。
日本工此様准的縮写。
編標的一秒染型,亘接見程序中的一点特移到二男一一点執行,而不足順序執行
其中前任何指令。
用子跳特的定又符,定叉遊行跳綾的麦生点和到迭点。
程序的一神型式,由継屯器控制系統友展而来,官使用屯路美型的国形来表
迭編程指令的遷輯流程序。外現象梯子,由此而得名,
用乎画梯形閤程序的符号。
表示梯形圏条件的指令,梯形圏中其官的指令在梯形圏的右側,称方終端指
令.
表装在IBMPC/AT或兼容机上的軟件包,起端程役畜的作用。
現量右(位/字)
笈光度射二級管的縮写;用干指示灯或湿示的没各。
一狙位中(通常是整小字〉=最高編号的位或一一組字中的最高編号字。迭些位/
字経常被称作最高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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縫接link
加載load
逐輯快logicblock
遷輯挟指令
logicblockinstruction
還i↑茸‡旨舎bgiCinStruCtion
LR区LRarea
LSS
主程序malnprogram
ホ示i己丘艮昆宗marktrace
屏蔽的位maskedbit
屏蔽masking
兆字常megabyte
内存区memOtyarea
消息号messagenumber
助氾符代碍mnemoniccode
雌視模式MONITORmode
最高(位/字)
most-significant(bit/word)
NC輸入NCinput
負延[1寸negativedelay
嵌套nesting
NO輸入NOinput
燥声干抗nOiSeinterferenCe
木
悟
在丙介単元何形成的硬件或軟件達接。"燵接"可以臥力是両↑単元同的物理
部分達接,或建立的数据存在干其営位置的軟件達接(即数据鍵接)。
夏制数据的迂程,可以是杁夕卜部没各或杁一介存儲区域到一ノト系統的有敷部
分,如湿示緩沖器。男外,達接到PC的輸出没各叫負載。
一姐指令,在梯形圏中週輯美朕,需要選輯快指令与其官指令或遷輯挟相美
朕。
用'野将一十遷輯挟声生的執行条件与当前机行条件組合的指令。当前執行条
件可以是単・↑'条件或男一介還輯壊的結果。ANDLOAD和ORLOAD是函イ'
遷輯挟指令。
用『F将丙・↑'字的内谷遷輯組合井将還輯結果到指定結果字的指令。遷揖指令
組合丙/卜字中所有相同位号井輸出結果到指定詰果字的相同位号。
用干数据鍵接的数据区。
兄梯形閤支持軟件
除子程序和中断程序外的所有程序、、
程序執行期同,指定内存位置的内容改変被氾景的赴理。
状悉被暫吋変力元美的位。
"覆蓋'L↑巾断信号,使中断変元敷,直到屏蔽被去除。
存儲量相当干一百万字廿的単位。
PC中用干保存数据或程序的区域。
分配姶用MESSAGE指令声生的?肖息的編号。
梯形圏程序約形式,包含一系列指令表,而不使用梯形圏。
PC工作的模式,遠吋正常程序執行,井允杵修改保存在内存中的数据,用干
}推祝禾E.1凋}式PCD
几最左(位/字〉。
常閉的輸入,即当達接的輸人屯路打ヲ刊寸,輸人信号被杁力存在。
数据銀踪没置的延吋,表示在眼踪信号的指定量前升始氾泉数据。
編程的一介循圷在男一ノト循琢中,編程凋用子程序在男一ノト子程序中,或編
程一ノト跳賛在男一介中。
常死的輸入,即在達接的輸人屯路閉合日寸,輸人信号被畝力存在。
由丁屯『喋声引起的信号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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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致命錯俣nonfatalerror
正常条件normalcondition
常1司条件
normallyclosedcondition
常升条件
normallyopencond耐on
非NOT
OFF
OFF延吋OFFdelay
偏置O行set
ON
ONi延酎ONdelay
単』永沖位one-shotbit
l対1縫接
one-toewonelink
在銭編輯onlineedit
}栗{乍数operand
操作散位operandbit
操作数字operandword
操作模式operatingmodes
操作錯i昊operatingerror
或CR
輸出output
228
木
戸生一ノト告警,但不停止PC工作的硬件或軟件錯涙。
見常井条件。
在分配使方OFF叫声生ON執Z了条件,而在分配位力OM寸宇土OFF執行条
件的条件。
在分配位力ON叫声生ON執行条件,而在分配方OFF叫声生OFF執行条件
的条件。
一秒逐揖…操作,官反襲操作数的状杏,例如,ANDNOT指示用操作数位実際状
悉的相反遊行AND操作。
在信号被称作不存在的輸入或輸出状悉。OFF状茶通常用低電圧或不早道来
表迷,但也可定又力任何一ノト的相反状恋。
信号切換力OFF的吋同(例輸入没各或PC)和信号到述接枚方(例輸出没各
或PC)的状恣可逮力OFF信号(即元信号)1]寸間之間的延退。
正或負値加到基値.仁如一介地地表指定所需的値。
在信号称作存在的輸入或輸出状志。ON状恋通常用高電圧或早通来表辻,
但也可定又力任何一介的相反的状恋。
ON信号声生的吋同(例由輸入没各或PC)和信号迷到接枚方(働輪出没各
或PC)的状志可逮方ON信号吋IUI之同的延吋。
一介位変ON或OFF・一段指定的比一ノト指摘周期要長的吋間。
兄1:1縫接。
〕人絹程没各直接改変PC中程序的辻程,在編程和盗視模式吋允許在残編輯,
在監視模式,程序可以在執行吋突付地修改。
指定的値作方指令使用的数据,操作数可以作方常数輸入,表迭使用実際数
値,或用地蛙輸入,表込使用位干肉存中的数据。
指定力指令的一介操作数的位。
指定力指令的一ノト操作数的字。
三ノトPC模式的一秒:編程模式、盗視模式和送行模式。
在宴隊PC操作中出現的錯涙,相反的是実隊操作前升始出現的初始化錯
涙。
一神送輯操作,如果商才条件中一一全力真,或丙ノト都方真,剣結果力真。在梯
形圏編程中,条件通常是位的ON/OFF状杏或遊行状恋的選輯組合,呵作執
行条件。
IAPC中送出到外部没各的信号,木悟輸出経常抽象或集合用干向外送出的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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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悟
輸出位outputbit
輸出没各outputdevice
輸出点outputpoint
輸出借号outputsignal
溢出overflOW
概Yknoverseeing
覆写overvrite
校強parity
校強検査paritycheck
PC
PC酉己置PCconfiguratlon
PC系銃PCSystem
PCB
PCi量置PCSetup
タト園▲量蚤PeripheralDevice
夕卜1覇月艮努peripheralservicing
端口port
正延日寸positivedelay
亀源単元Powe「SuPPIyUnit
当前値presentvalue
印刷屯路板
printedcircuitboard
縮程模式
PROGRAMmode
IR区中的位,分配給保存要送到輸出没各的状恋。
接4NPC系統輸出信号的外部没各。
輸出信号禽升PC系統的点,輸出点物理上相座干端子或達接器引脚。
正在送到外部没各的信号。通常挽有輸出信号是指在如達接点杁低変到高屯
圧或杁‡昇通到与通状悉吋称力輸出信号存在。
数据存儲位置的容量已鑑超出的状悉。
由CPU単元執行的部分姓理,包括操作PC所需倣通用任努。
修改内存位置的内容,因此以前的内容芸失。
凋整在字或其官数据単位中ON位的数量,使息数始終力偶数或始終力奇
数。校輸通常用干在数据借輸后,用碗臥ON位的数量伍是偶数或奇数来栓
査数据的准碗性。
栓査校詮以保征佳輸的数据未被破杯。
見可編程序控制器。
単元的排列和互達,放在一起后形成有功能的PC。
対干模挟式PC,包括所有達接到1/0没各的単元,但1/0没各不包括在内。
PC系銃的辺界是PC及其高端的CPU単元中的程序,和低端的1/0単・元。
見印刷屯路板。
用編程没借在PC中没置的一99i操作参数,用以控制PCi操作。
達接到PC系統用干帯助系統操作的没各,外園没各包括打印机,編程没各,
外部存吐器等。
対遊出外部没各信号的姓理,包括刷新,通信赴理、中断等。
PC或汁算机上的達接器,用干和外部没各連接。
数据眼踪的延吋没置,在銀踪信号出現后的一介指定量再井始妃乗数据。
達接到PC的一秒単元,提供其官単元所需的屯源。
在没各操作辻程中的任何吋刻,氾景在没各中的当前疽。当前値縮写力PV。
使用此木悟通常限制干定吋器和汁数器。
在上面印刷屯民残路,井安装到汁算机或屯『没各中的板子。
…秒操作模式,允汗輸入和凋斌要執行的程序,但不允杵正常的程序執行。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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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可編程序控制器
ProgrammableController
縮程扱警programmedalarm
8扁程$昔俣programmederror
輪程消息
programmedmessage
手握縮程器
ProgrammingConsole
鰯程没各
ProgrammingDevice
PROM
提示prompt
棲hi叉protocol
PV
RAM
RAS
只逮区read-onlyarea
刷新refresh
継屯器控制
relay-basedcontrol
保留位reservedbit
保留字reservedword
皇位reset
回向泣代硯responsecode
230
一神汁算机化的没各,官根掘在内存中保存的程序,能杁外部没各接牧輸入
井声生輸出到外部没各。可癩程序控制器用『F外部没各的自動控制。尽管有
単↑単元的可編程序控制器,但模摸式再編程序控制器由分商的姐件杓成。
只有用足移的遠些分嵩的模壊組成具有功能組合的型式,オ形成r可編程序
校報器。
執行指令結果得到的撮警,在程序没汁甲声生扱警,対座干系銃声生的振
替。
執行指令結果声生的錯淡,在程序中段音声生錯淡,対応干系銃声ξヒ的措
渓。
執行指令結果声生的消息
息。
在程序中没汁声生消息,対庇干系統声生的消
用干PC的手持式縮程没各。
編程没斎有用子持程序輸入PC,或改変力監視PC中口有射程序,有寺用的
編程没各如端程器,和非寺用没各如上位計算机,,
可編程只逮存儲器:一神ROM美型,町以南客好在制造眉雪人程序和数据,
但杁迭吋起就是固定的了。
出現在提示上清求操作者輸入的消息或符号、、
椋准化的参数和道程,使丙!下段各能通信或使編程員或操作員能与没各通
信.
見当前値。
随机坊向様儲器;一秒数据存儲媒体,RAM推断屯吋不保持数据。
百態、保証、安全的縮■。
用戸可以漢出状恣但不能■人i数槍的内存区。
更新輸出状恣送到外部没書的口程,使与保存左内存中的輸出位状恋一致;
以及刷新内存中輸人位的迂程,使与外部没各的輸入状恋一致。
PC的前身,在地屯器控制中,継電器鑑互相連接,形成控制屯路。在PC中,遠
些被再編程屯路替換。
用戸的泣用中不可使用的位。
内存中保留力特殊用途弄瓦用戸不能坊向的字。
使一ノト位或信号OFF的妙理,或改変定吋器或計数器的当前値到宮的汲置値
或到0的処理。
用干胸座数据侍輸而友送的代屑,指定被侍楡数据如何亘理。
---------------------[End of Page 6189]---------------------



木
悟
前座格式responseformat
明朗監視酎同
responsemOnitoringtime
重后劫位RestartBit
結果字resultword
,恢夏retrieve
重斌retry
近回return
駒位数据倖輸所需指定数据的格式。
在碗定出現一介措俣前,没各位等待数据侍輪回向疵的吋1司。
用千重店劫PC部分的位。
用子保存指令執行結果的字。
杁外部没各或杁系統活劫部分的存儲区(如湿示緩沖)夏制数据的泣程。男外
連接到PC的輸出没各叫負戦。
在i接収没各友出結果是措俣消息吋,没各室新貨輸数据的泣程。
指令執行杖子程序追回到主程序(通常子程序在此点被凋用)的道程。
可逆計数器reverslbiecounter根掘指定条件,計数・器可以是逓増或逓減。
可逆移位寄存器
reverSibleShiftregiSter
右辺指令
right-handinstruction
最右(位/字)
rightmost(bit/word)
上井没risingedge
ROM
回持寄存器rotateregister
RS-232Cホ妾1コ
RS-232Cinterface
道行模式RUNmode
行rung
指摘scan
指摘吋同scantime
定時中断
scheduledinterrupt
SCP
密封seal
自診断selfdiagnosis
根掘指定条件,能在爾ノト方向移位数据的移位寄存器。
見終端指令。
一塩位(通常力整小字)酌量低位錦号,或一組学的最低字線号。此位/字経
常被称力量低位/字。
信号実隙見OFF改変力ON状志的点。
只逮春情器;一稗数字存儲的美型,不能被写人。ROM芯片在制造付日経将
程序或数据存入,永遠不能再改変。但程序或数据能按需要随吋遠出。
一秤移位寄存器,在英中数据夙一端移出被放回到移位寄存器的男一端。
-Al車行通信前王」k椋准。
PC使用的操作模式,用干正常控制操作。
見指令行。
用干執行梯形圏程序的道程。程序按ll匝序杁升始到結束遊行検査,毎・↑'指令
根掘執行条件給流執行。
几循圷日寸間。
在指定吋同苗系統或由操作者指定的程序位置自助声生的中断。定吋中断的
結果執行指定的子程序,就能用干在指定吋1司1田隈中反復執行的指令。
見減計数輸入。
兄自保持値。
系統検査本身的…操作的道程,井且如果皮現不正常的情況,就会声生一介扱
警或錯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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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清
白保持位self-maintainingbit編程保持力OFF或ON状杏的位,宜到用指定=条件畳位或復位。
串接series撰銭方法,単元達接接残成一介串。
服努servicingPC栓査迩接器或単元来了解是否需要特殊処理的道程。
置位set使－Al位或信号変ON的泣程。
没置債setvalue核値力:減量計数器杁官升始計数或増量音数器什数到咳値(即最大音数
偵),或定吋器杁咳値或力該値升始汁吋。汲置偵縮写力SV。
移位輸入信号shi斬nputsignal－ノト輸入信号,官的OFF到ON変換便数据移劫一イ＼位。
移泣寄存eSshiftregister
有符号二選制signedblnaty
軟件錯俣softWareerror
軟仲保炉so廿wareprotect
源(字)S。urce(word)
特殊指令specialinstrudbn
SR区SRarea
SSS
存儲store
子程序subroutine
子程序号subroutinenumber
減計数輸入
subtractcountinput
SV
升美容量switchingcapacity
同歩執行
synChrOnOUSexeCUtiOn
句法syntax
－介或更多字中的数据向左或向右以位、数字或宇内単位移動指定的単位
数。在循圷寄存器中,移出某一端的数据又移入男一端。在其宮移位寄存器
中,新数据(指定数据或0或1)稼人一端,移出一端的数据芸失。
存儲在内存中的二遺制値中有一位指示核値是正成魚。
軟件程浮戸生的錯操。
使用軟仲保炉数据不被改変的亦法,与此相対的是用物理升美或真言硬件没
定的亦法。
用干在指令中取出数据的位置,与此相対座的是指令的結果写人的位置,后
者赤汐目的。
用功能代碍輸人的指令,用子梯形圏中的数据妙理操作,与之対座的是基本
指令(組成梯形團的基本部分)。
包含椋志和具有特殊功能的其官位/字的内存区。
兄SYSMAC支持軟件。
妃※程序写入昆示緩沖器永久存入内存的道程。
一塩与主程序独立放置的指令,只在弘主程中凋用或在中断岸生吋執行。
用干在子程序凋用或是中断麦生吋以別子種序的定又符。
輸入信号,用干在信号杁OFF致方ON吋逓減汁数器。
兄汲置億。
継屯器能安全肝和美的最大塩圧/南流。
程序和服努操作的執行,其中程序執行和服努是同歩的,因此所着服努操作
在毎次程序執行吋執行。
程序語句的格式(与此相対的是官的意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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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句法{譜i昊syntaxerror
§鍬臨麟㌔。輌,
写程序中出現的錯俣。句法錯俣能包括"併写"錯涙(即不存在的功能代碍),
在可接受参数萢園内指定操作数的鑑昊(例,指定只遠位力目的),和実除指
令応用中的措俣(例,凋用一介不存在的子程序)。
表装在IBMPC/AT或兼容机上起編程没各作用的軟件包。
系統配置systemconfiguration単元接入系統的安排。此木i#傾向手指基本排列及拘成系統需要的所有没各
系統錯L昊systemerror
系統措俣消息
SystemerrOrmeSSage
系続投置systemsetup
2冬端指・舎terminalinstruction
定酎器timer
TR区TRarea
TR位TRbit
躍踪trace
眼踪内存tracememoツ
侍送transfer
侍輸距萬
transmissiondistance
角出投器trigger
触友地趾triggeraddress
UM区UMarea
単元Unit
単元号unitnumber
去除屏蔽位unmaskedbit
的撰銭。
系統声生的一一介錯渓,与此相対的是執行指定的指令新声生的錯俣。
系銃声生的錯俣消息与執行指定的指令所戸主的消相対庇。
用編程没各(例LSS或SSS)改定的操作杯境
放置在梯形圏右辺的指令官使用指令行的最終執行条件。
通江TIM/CNT位坊「司的内存中位置,井用千林定吋籍没直往下汁吋,定時器
根掘官佃的執行条件変ON和変位。
用干存緒執行条件的数据区,因此官相可以在以后重新加載而用干其官指
令、,
TR区一ノト位。
執行程序井存儲結果数据的…科操作,就能一歩一歩地分析和凋拭。
用干存儲銀踪操作結果的内存区。
在PC内或在PC和外部没各1司林－AI位置将数据侍送到男一ノト位置的道
程。在数据佳送吋,通常夏制数据后送到目的,即侍送源的内容不改変。
信号能佳輸的距萬。
用干激友某些赴理的信号,例如,執行銀踪操作。
程序中的地趾,定又躁踪的i汗始点,実味的升始点可以用定又正延吋或負延
対敵友来改変。
用予保存有効程序的内存区,即当前正在執行射程序。
OMRONPC中的木活,単元(Unit)迭分字大写吋表示狂句出隻的PC系統芦
品,迭些芦品的大多数名称以単元二字結尾。
分配給一些単元的号,以便干枳別分配字和其官操作参数。
使状恋有効的一介位,兄屏蔽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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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清
元符号二遺制unsignedbinary存儲在内存中的二遊制値,技有是正負数的指示。
上裁uploading
着目狗定酎器
watchdogtimer
WDT
字word
字地趾wordaddress
工作区workarea
コニ作{立workbit
工作字workword
写保拍井美
writeprotectswitch
杖校債級或杁属汁算机向絞高級或上位汁算机侍送程序或数据的辻程。如果
包括編程没各,編程没各考慮方上位計算机。
系統中的定吋器,使日描吋1旬保持在特定限制中。当到述根限吋,根掘到速射
特定根限姶出警告或使PC操作停止。
兄君肖狗定時器。
数据存緒在内存中的単位,官包含16イ'位。所有数据区苗字鎧成,一些数据
区只能以字坊向,而其官的可以是以字或位力単位坊向。
内在中存儲数揺字的位置,字地批必須指定(郁寸峡省)数据区及尋趾的字編
号。
包含工作字/位的内存部分。
工作字中的位。
能{移在程序中用干数据計算或冥官操作的字,邸内存中的一ノト"工作空回"。
IR区中的一大部分保留力工作字,其官区的部分不作力特殊用途的也可用
作工作字。
用干存儲役各内容写保炉的井美,比如敷盤,如果軟斑左上角的小孔打升,就
不能改変咳軟盤上的信息。
写保iFwrite-・protect
－紳状恋,在此状志下存儲役各的内容能旗人,但不能改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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