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
微型驱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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ᐆలᇟਊچ
带编码器和适配板（选配）
的直流有刷电机

至客户应用

调速驱动器

带数字或模拟霍尔传感器的
直流无刷伺服电机

无霍尔传感器的直流无刷伺服电机
无传感器驱动）

USB 接口

带绝对编码器 (AES)
的直流无刷伺服电机

凭借不同尺寸以及灵活的连接方式，可广泛应用于实验室技术
与装备制造、自动化科技、取放装置、机械工具以及泵等领
域。

۪బ੶మήৃ
FAULHABER 调速驱动器具有高动态的调速特性：
Q 带和不带增量式编码器的有刷电机
Q 带模拟或数字霍尔传感器的无刷电机
Q 带绝对式编码器的无刷电机
Q 带数字霍尔传感器和增量式编码器的无刷电机
根据尺寸与出厂设置的不同，调速驱动器可适配不同的电机与
传感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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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机也可选配增量式编码器
2) 可选配

SC
28
04
S
3530

141
2

调速驱动器
最高电源电压 (28 V)
最大持续输出电流 (4 A)
带外壳和螺钉压紧式接线端
运行模式
适配带数字霍尔传感器的直流无刷电机）

SC 28 04 S 3530

ឳᤫᯭҦٟ
技术信息

۪బ੶మήৃ
调速驱动调速驱动器可通过Motion Manager软件联机，以调整
输入信号的类型与调速比例、工作模式和控制参数等。联机时
建议使用USB编程扩展板。
调速驱动器有带外壳和无外壳的版本。带外壳的采用螺钉压紧
式接线，无外壳的裸板可直接插入客户主板。

ଃԧѣሆधᣜБᣜњቢԧ
■ 模拟输入端用以输入PWM或模拟电压信号调速
■ 数字输入端用以输入电机转向控制信号
■ 数字输出端可设定为频率或故障信号输出端

ฃਊ
设备的安装与调试说明书，以及FAULHABER Motion Manager
软件，可按需索取或从www.faulhaber.cn下载。并非所有调速
驱动器都适用于全部工作模式，详情请参阅对应的技术参数和
技术手册。

͍Ұ
Q 结构紧凑

Q 电流和电压可调
Q 接线精简
Q 多种版本以适配不同电机
Q 具备限流功能（保护电机）
Q 使用编程扩展板，可通过Motion Manager软件配置驱动参
数
Q 涵盖 广泛系列的 有刷电机和无刷直流伺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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ࢱͲബध

ઇྩত

调速驱动器通过参数可调的PI调节器实现对电机的调速控制。

FAULHABER调速驱动器根据电机的负载特性来测定电机的绕组
温度，在动态工作中，所允许的峰值电流为持续电流值的2倍。
当负载持续增大时，将以所设的持续电流为限流值。

电机转速由所配的传感器系统或电机工作电流（无传感器时）
测定，具体由不同版本驱动器的设置确定。

对于重载且需要频繁切换转向的应用，建议使用运动控制器。

目标转速由输入的模拟电压或PWM信号设定。电机转向由单独
的输入端控制，转速值可由频率信号输出端读取。

ྩ൫ҡᑖ

驱动器还支持以纯功放或恒速模式驱动电机。

针对特殊应用需要，可以在出厂前通过额外输入端增加特殊功
能，比变速运动、双恒速切换或更复杂的运动过程。这样
FAULHABER调速驱动器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满足特殊应用需求。

࣓ஔߑੂബᭈ͓ٟᄁѼၺల
采用“无刷电机搭配霍尔传感器”的配置时，霍尔传感器为电
机提供换向信号并测定电机转速。
͓ٟᄁѼၺలᵧ͓ٟᯭҦᵨ
这种配置下，反电动势替代霍尔传感器提供换向信号并用于调
速控制。
࣓ፇࠢध፻ᆁٟᄁѼၺల
此模式需要相关硬件支持。该配置下，编码器提供绝对位置数
据用以换向和调速。得益于编码器信号的高分辨率，此模式下
能实现很低的速度。
࣓ஔߑᭈ͓ٟᄁѼၺలܨҢѻҦ΅ᑖήԹᣜБ
这种配置下除了基本的调速控制外，附加的制动/使能输入端可
连接到上位控制器，例如PLC或自动故障防护电路。
࣓ஔߑᭈ͓ٟ֎፻ᆁٟᄁѼၺల
这种配置下，霍尔传感器提供换向信号，而转速反馈信号由增
量式编码器提供。高分辨率的编码器可支持极低速控制。
࣓፻ᆁٟᄁఝѼၺల
采用“有刷电机带编码器”的配置时，电机由调速驱动器控
制，增量式编码器反馈电机的实际转速。
ʷ࣓፻ᆁٟᄁఝѼၺల
采用无传感器有刷电机的配置时，电机由调速驱动器控制，然
而根据负载条件，转速可由反电动势计算，或根据负载由IxR补
偿测定。
这种工作模式必须将驱动参数匹配电机型号。
此外，使用)$8/+$%(50RWLRQ0DQDJHU软件还可修改以下
参数：
Q 控制参数
Q 限流输出
Q 恒速驱动
Q 编码器分辨率
Q 通过模拟或PWM信号设定速度目标值
Q 最大转速或调速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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ఛࢆܯϐᣜњၺฮ,PD[ [A]
是指驱动器在名义电压及条件下，电机在参数表所注明的时间
内间歇工作（S2模式，冷启动无额外散热）、负载恒定、不超
过发热限制时，所能输出的最大电流值。除非另有定义，峰值
电流值为持续电流值的两倍。

ۙൻۯഗ!
PWM 输出，两象限控制
驱动参数通过计算机配置

ᯭҦၺᡰᄁॗలၺฮ,HO [A]
整个系统的耗电中，驱动电路所占的部分。

TD!2912!Q
ሞ33ŃDኵ
驱动器供电电压
电机供电电压
PWM 开关频率 1)
驱动器电路效率

UP
Umot
fPWM

K

ࢱͲຕआᔬ>ځe&@
显示了在标称条件下驱动器的最低和最高工作温度。

TD!2912!Q
4 ... 18
1,8 ... 18
96
95

᠆ఽܞܨ
是指外壳材料，必要时还包括表面处理方式。

੶మԗஔឤ

᠆᧑[g]
同一型号标准控制器的典型质量，可能随部件的不同而不同。

调速驱动器的以下数据是在名义电压以及22°C的环境温度下
计算得出。

ฃਊ

调速驱动器的电机和驱动电路分离供电并共地，若有必要，它
们也可共用一个电源。

ᢸᤫᔬځ
与电机组合时可以达到的转速取决于可用电压、电机类型和所
选调速驱动器的最大处理速度。

ᯭҦၺᡰΐၺၺԄ8S [V DC]
是指驱动电路所允许的电压范围。

最大转速范围针对的是有一对磁极的电机。若电机的磁极对不
止一个，则转速范围相应缩小。

ၺలΐၺၺԄ8PRW [V DC]
是指所连接电机所允许的电压范围。

最大转速，对应磁极对数量 1

3:0टЙᮗဂƒ3:0 [kHz]
脉宽调制（PWM）输出，实质上是在两个电压值之间来回跳
动。调速驱动器所连接的电机，其电气时间常数很小，较高的
PWM开关频率有助于降低损耗。

最大
转速

=

所连接电机的
磁极对数量

ҡK [%]
调速驱动器输出功率与消耗之比。
ఛܯાፕᣜњၺฮ,FRQW [A]
是指22°C的环境温度下，驱动器在无额外散热条件下，能持
续输出提供给所连接电机的最大电流。

20190716_EPIM-Vorlage_Steuerungen_dff.in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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Ҧѻٟ
特性比较

■ 已成功运用于医疗和实验室技术、设备制造、自动化、医疗

۪బ੶మήৃ

技术和航空

FAULHABER运动控制器（以下简称驱动器）有带外壳和无外壳
两种规格，可与有刷、无刷和直线电机一起，组成高动态的定
位控制系统。驱动器通过FAULHABER Motion Manager软件进
行配置。

■ 可选尺寸非常小的版本

̴
特性和功能全面超越2.5代驱动器的新一代产品。
■ 功率更大，速度更快，新增工作模式

驱动器可接入CANopen或EtherCAT（仅3.0代支持）网络，同
时也支持RS232这样的简单网络。驱动器在网络中作为从站工
作，不具备控制其它运动轴的主站功能。

■ 一种型号兼容所有电机类型与反馈系统
■ 输入输出端口功能灵活对应目标值与实际值

使用Motion Manager软件进行初始化设置后，驱动器还可脱离
通信接口单机工作。

■ 更多的输入输出端口和通信接口
■ 支持BASIC语言编写的运动程序以简化控制，

所有通信接口因此都支持局部自动化

̴
■ 用于无刷、直流和直线电机驱动控制的成熟技术

■ 扩展的诊断功能

■ 配置和启动非常简单

■ 通过Motion Manager 6.0简单初始化

■ 众多配置选项

̴
0&[[
ၺԄᔬځ

■
■

̴
0&[[

电机：最大30V
驱动电路：最大30V，可选配分离供电

0&
■
■

0&

电机：最大50V
驱动电路：最大50V，标配为分离供电

ાፕၺฮ

2A

ࢆϐၺฮ

3A

ᤗᦘၺలጯՃዔۃ

■

MCDC:

有刷 + 编码器

■

带位置/转速传感器的有刷电机

■

MCBL:

无刷 + 模拟霍尔

■

带位置/转速传感器的无刷电机

■

MCLM:

直线 + 模拟霍尔

■

带位置/转速传感器的直线电机

■

有刷电机：增量1)，AES编码器1)，SSI编码器1)，
模拟信号（电位计/转速计）

■

无刷/直线电机 数字霍尔，数字霍尔+编码器1)，
模拟霍尔，AES编码器1)，SSI编码器1)，模拟信号
电位计/转速计）

ᢸᤫ֎ͦᎭ͓ٟ

ᣜБᣜњቢԧˋஔ

3 / 6A

4A

5 / 10A

10A

12A

15 / 30A

参见适配电机组合类型

MCDC：
数字输入：
最多5
数字输出：
最多1
模拟输入±10V： 1

MCBL/MCLM：
数字输入：
最多3
数字输出：
最多1
模拟输入±10V： 1

数字输入：
8
数字输出：
3
模拟输入 ±10V： 2

数字输入：
3
数字输出：
2
模拟输入 ±10V： 2

可配置为接入第二参考编码器（减速电机模式）。
视配置的不同，并非所有端口都可用。

可配置为接入第二参考编码器（减速电机模式）。

ᤧήଃԧ

RS232或CANopen

USB，RS232和/或CANopen，EtherCAT

ѻࠢ

位置、速度和限流

位置、速度和电流/转矩（推力）

ࢱͲബध

■

取决于接口类型，RS版本支持通过通信接口
或模拟信号控制位置、速度和限流

■

规划模式控制位置（PP）和速度（PV）

■

周期同步控制位置、转速、或扭矩（CSP、CSV或CST）

■

模拟信号控制位置、速度、转矩（推力）或电压
APC、AVC、ATC、纯功放模式）

Ҧఓጪ

所有工作模式下均为线性梯形曲线

PP和PV模式下可选直线加速或正弦加速度曲线

ᑩలሥ

RS232接口的版本支持

所有版本均支持存储至多8段运动程序，程序支持密码保护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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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和不带线驱动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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ᐆలᇟਊچ

带编码器和适配板（选配）的直流有刷电机

带模拟霍尔传感器的直流无刷伺服电机
驱动器
CANopen
USB
RS232
带模拟霍尔传感器的直流无刷伺服电机

ྩত

͍Ұ

第2.5代FAULHABER驱动器适用于控制不同电机和传感器系统
的高动态定位系统。

Q 结构紧凑

Q MCDC 300x：带增量式编码器的直流电机

Q 接线精简

Q MCBL 300x：带模拟霍尔信号的无刷电机

Q 通过FAULHABER Motion Manager软件和USB接口配置参数

Q MCLM 300x：带模拟霍尔信号的直线电机

Q 配件丰富

Q 通过RS232或CAN 接口进行控制

Q 简单启动

作为伺服控制器，除了定位控制之外，驱动器也支持调速控
制。内置的电流控制器可限制电机的输出转矩（推力），并防
止电机或驱动器过载。
2.5代驱动器有不同的尺寸和性能等级可供选择，并可以通过
RS232或者CAN接口联网。除了连接计算机之外，也可与各种
的常见工业控制器联机。

̴֭̎ᆁ

驱动器有带外壳和无外壳的版本。带外壳的采用螺钉压紧式接
线，无外壳的裸板可直接插入客户主板。

MC
BL
30
06
S
C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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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控制器
适配无刷直流电机
最高电源电压(30 V)
最大持续输出电流(6 A)
带外壳和螺钉压紧式接线端
CAN接口

MC BL 30 06 S CO

Ҧѻٟ
配置、组网和接口

ᛘബधᵧ&2ᵨ
■ 规划定位模式（PP）

ᛘബध
߷ͦѻ
驱动电机运动至预设的目标位置，并在过程中限定电机速度与
位置区间。驱动器可动态适应各种不同负载。支持限位开关或
参考点开关进行位置初始化。

■ 规划调速模式（PV）
■ 寻零模式

ᤜᦘ

ᢸᤫѻ
驱动器通过PI调速控制电机达到目标速度无持续偏差。

电机和驱动电路可选择分离供电（这对关键性安全应用很重
要）。这将占用第三输入端。可提供适配不同驱动器的编程扩
展板与接插件。可根据客户需求预置驱动参数。

ၺฮѻ
限制电机的最大电流为所设的峰值电流以保护驱动器。通过建
模计算发热量，在必要时将电机最大电流降为所设的持续电流
值。

ଃԧѣሆधᣜБᣜњቢԧ
ᄣϐᣜБ
根据不同的工作模式，目标值可由通信接口、模拟电压、
PWM信号或正交脉冲信号给定。

Ҧఓጪ
定位和调速过程中，可设定电机的最大正负加速度与最高速
度。

ஃᬡᣜњᵧᬮၺटᡰᵨ
出厂默认为故障输出端，可配置为数字输入端，也可在调速或
定位控制中，作为输出端指示速度或位置到达。

ᑩలሥ
RS版本的驱动器可写入编制的运动程序，从而实现脱离RS232
接口自主工作。

М̬ஔߑᣜБቢ
作为参考开关。

ઇྩত
■ 防静电放电（ESD）

ଃԧͦᎭ፻ᆁٟ

■ 驱动电路和电机的过载保护
■ 过热保护

根据驱动器型号的不同，支持下面所列的位置和速度传感器
之一。

■ 电机处于发电状态下的过压保护

ബᭈήԹ
相位差为120°的三个模拟霍尔信号，适用于直流无刷伺服电
机和直流无刷伺服直线电机。

ᛘബधᵧ56ᵨ
■ 定位控制
– 由通信接口设定目标值
–通过模拟信号设定目标值
– 减速电机模式
–步进模式

᧑ܐध፻ᆁٟ
适用于直流有刷电机，或作为附加传感器用于直流无刷伺服电
机。

■ 调速控制

– 由通信接口设定目标值
– 通过模拟信号设定目标值
■ 转矩控制

– 由通信接口设定目标值
–通过模拟信号设定目标值
■ 作为伺服放大器的纯功放模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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ᐆᎡ
FAULHABER 2.5代直流无刷伺服单元有两种联网接口。
56࣓56ଃԧ
设备制造和所有无更高级别控制器的应用。网络模式下，一个
RS232串口可连接多个RS驱动器。
&2᥍̧&L$хᜲᔬᄁ&$1RSHQଃԧ
使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控制驱动器时的最佳选
择——直接通过CANopen接口连接或通过网关，例如
Profibus、ProfiNET或EtherCAT联机。

ଃԧফጪᤃଃ
56ྗబ
连接计算机的最高波特率为115 kBd。一个RS232串口可接入多
个驱动器。作为上位机的计算机无需特别设定。该接口还支持
驱动数据的在线解析。
编程和操作全面使用ASCII指令。指令可通过电脑上的
FAULHABER Motion Manager”软件或其它上位控制电脑输
入。
此外，还可使用这些指令创建一个完整的运动程序并写入驱动
器。当驱动器设定为通过模拟输入端进行调速或定位控制、或
当其工作在步进模式、电子齿轮模式时，可脱离RS232串口工
作。
&$1RSHQѻٟྗబ
为了确保与众多不同应用设备的最佳匹配，可以选用带
CANopen接口的控制器型号。CANopen接口可以内置于小型
的电子模块内，因此该总线系统非常适用于微驱动通信。它的
尺寸紧凑，通信过程效率高，非常适合工业自动化领域。
CO版本提供CiA402标准规范的工作模式。所有参数直接存于对
象字典中。因此，驱动器的配置既可使用FAULHABER Motion
Manager软件，也可选择自动化市场中常见的标准配置工具。
CO版本特别适合与不同的CANopen设备组网，或接入PLC上位
机。动态PDO映射功能让CAN网效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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ѻٟྩত
&2
带节点保护的NMT

·

波特率

最大为1 Mbit，LSS

紧急对象EMCY

·

同步对象SYNCH

·

服务数据对象SDO

1x

过程数据对象PDO

4路接收
4路发送
全部为动态映射

PDO序号

可调

配置

Motion Manager，
5.0以上版本

参数解析

任一PDO

标准工作模式

·

- 调速控制
- 定位控制
- 寻零

该型号控制器支持符合CiA 301 V4.02标准的CANopen通信协
议。节点地址与波特率通过底层服务（LSS）协议设定，该协
议符合CiA 305 V1.11版标准规范。
进行此项设置时，建议您使用最新版的FAULHABER Motion
Manager。

ฃਊ
设备的安装、调试、通信和功能手册以及FAULHABER Motion
Manage软件，可按需索取或从www.faulhaber.cn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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ఛࢆܯϐᣜњၺฮ,PD[ [A]
是指驱动器在名义电压及条件下，电机在参数表所注明的时间
内间歇工作（S2模式，冷启动无额外散热）、负载恒定、不
超过发热限制时，所能输出的最大电流值。根据规格和型号版
本，峰值电流与持续电流的比值最高可以达到三倍。

ሏۯ੦ഗ!
2.5代，PWM 输出，四象限控制带
RS232 或 CAN 通讯接口

ᯭҦၺᡰᄁॗలၺฮ,HO [A]
整个系统的耗电中，驱动电路所占的部分。

NDED!4113!Q
ሞ33ŃDኵ
驱动器供电电压
电机供电电压 1)
PWM 开关频率
驱动器电路效率

ࢱͲຕआᔬ>ځe&@
显示了在标称条件下驱动器的最低和最高工作温度。

NDED!4113!
UB/UEL 8 ... 30
--/UB 0 ... 30
fPWM
78,12
K
95

᠆ఽܞܨ
是指外壳材料，必要时还包括表面处理方式。

੶మԗஔឤ

᠆᧑[g]
由于不同接口的组件各异，所以标准驱动器的重量也略有不
同。

以下数据是在名义电压以及22°C的环境温度下计算得出。标
准型号的驱动器没有单独的电机和驱动电路供电输入端，但可
以额外配置（通过第3输入端）。

ฃਊ

ᯭҦٟΐၺၺԄ8%8(/ [V DC]
是指驱动电路所允许的电压范围。

ᢸᤫᔬځ
与电机组合时可以达到的转速取决于可用电压、电机类型和所
选直流无刷伺服单元的最大处理速度。

ၺలΐၺၺԄ 8% [V DC]
是指所连接电机所允许的电压范围。

最大转速范围针对的是有一对磁极的电机。若电机的磁极对不
止一个，则转速范围相应缩小。

3:0टЙᮗဂƒ3:0 [kHz]
脉宽调制（PWM）输出，实质上是在两个电压值之间来回跳
动。连接驱动器的电机，其电气时间常数很小，较高的PWM开
关频率有助于降低损耗。

最大转速，对应磁极对数量 1
最大
转速

ᯭҦၺᡰҡK [%]
驱动器输出功率与消耗之比。

=

所连接电机的
磁极对数量

ఛܯાፕᣜњၺฮ,FRQW [A]
是指22°C的环境温度下，驱动器在无额外散热条件下，能持
续输出提供给所连接电机的最大电流。

20190716_EPIM-Vorlage_Steuerungen_dff.ind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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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ত
FAULHABER第三代驱动器作为高动态特性的定位控制器，历

控制对象的目标值可由通信接口给定，也可通过模拟电压或

经了优化调校，全面支持FAULHABER直流有刷、无刷和直线

PWM信号，或是存储于驱动器内的运动程序确定。

电机。利用6.0及更高版本的 FAULHABER Motion Manager 软

视型号的不同，驱动器配备有USB和RS232，CANopen或可选

件，可在初始化驱动器时选定电机种类与型号。

的EtherCAT通信接口。驱动器的所有功能，无论何种通信接
口，均可不受限地全部使用。

作为伺服控制器，除了定位控制之外，驱动器也支持调速和电
流控制。多种传感器可用于反馈电机速度与位置的实际值。限
位开关和参考点开关信号可直接接入。

̴֭̎ᆁ

MC
50
05
S
RS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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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控制器
最高电源电压(50 V)
最大持续输出电流(5 A)
带外壳和接插式端口
RS232接口

MC 50 05 S RS

Ҧ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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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代FAULHABER驱动器有四种尺寸和四种输出功率（尺寸和功
率并不完全对应）：
■ 0& – 持续电流高达1.4 A，可直接插入主板，
尤其适合与低功率范围的电机产品组合。
对象字典

■ 0& – 最大持续电流为 4A，可直接插入配套母板，
提供最多的输入/输出端口。
■ 0& – 最大持续电流5A，可理想搭配FAULHABER产品线中

错误处理

诊断

设备控制

电机控制

+
–

的大多数电机。
■ 0& – 最大持续电流高达10A，适用于高功率需求。
搭配高动态的无刷电机时尤为理想。

硬件驱动

该系统的用途多种多样：如实验室自动化、工业设备制造、
自动化系统、机器人和航空等。
驱动器和电机由预配的接插端子或延长电缆连接。所有适配的

ࢱͲബध

电机，都有对应的选配连接附件。

ၺలѻ
电流、速度和位置由串级控制器控制。依靠路径规划，即使最
快运动也能以可重复的方式精准控制。可调滤波器可匹配和支
持多种编码器系统与负载。

͍Ұ
■ 一款驱动器兼容所有电机和编码器反馈系统

Ҧఓጪ
规划模式控制位置（PP）和速度（PV）下，可预设最大加速
度、急停负加速度和最高速度等参数。

■ 高动态控制
■ 完美适配FAULHABER有刷、无刷和直线电机
■ 目标值和实际值接口丰富

ᑩలሥ
驱动器至多可写入8段BASIC运动程序，并可设定某段在驱动器
开机后自动运行。程序支持加密以限制访问。

■ 所有型号都支持脱机程控
■ 接插式连接简单可靠

Ϋઇ֎னҡᑖ
FAULHABER第3.0代驱动器利用发热模型的计算来防止电机和
驱动电路过载。驱动电路时刻监测电源电压并可提供反馈，从
而在动态工作期间保护外部设备免受过压。

■ LED状态指示灯提供快速反馈
■ 调试使用免费的FAULHABER Motion Manager 6.0
以上版本软件
■ 各种安装配件一应俱全

ᜲѪബधʵᄁ߷ͦᵧ33ᵨʸឳᤫᵧ39ᵨ
某些应用中只需指定终到目标。运动参数由驱动器的过程规划
器确定，例如正负加速度和最高转速等。这种方式适用于标准
网络，例如RS232串行或CANopen网络。
ͦᎭվధՆ൝ᵧ&63ᵨᤫआվధՆ൝ᵧ&69ᵨ
ᢸᅵվధՆ൝ᵧ&67ᵨ
对于高级控制器的应用，无论单轴运动还是多轴联动，运动参
数都由上位机规划，上位机周期性下发位置、速度和转矩的目
标值，刷新率一般为几毫秒。这种周期性同步的方式特别适用
于EtherCAT，在CANopen网络中也可使用。
ബͦᎭѻᵧ$3&ᵨബᤫआѻᵧ$9&ᵨ
ബᢸᅵѻᵧ$7&ᵨ
适用于目标值通过模拟量给定的应用，例如通过直连的参考编
码器。这种模式适合无上位控制器的单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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ᐆᎡ

͡ఠܯٟᵧጝҡബधᵨ
这种模式下，驱动器仅限流控制功能生效。所有的控制均在上
位机形成闭环，目标值可由通信接口或模拟输入端给定。

56࣓56ଃԧ
当作为嵌入式控制器时，驱动器可作为设备组件，应用于各
种领域。选择组网模式，一个RS232串口可接入多个RS版驱动
器，波特率在9600Bd到115kBd之间。

ଃԧѣሆधᣜБᣜњቢԧ
3 - 8个数字输入端，用于连接限位与参考开关，或接入参考编
码器信号。输入端的逻辑状态可切换。

&2 ᥍̧&L$хᜲᔬᄁ&$1RSHQ
这类驱动器可由PLC控制——通过CANopen接口直连或经由
Profibus/ProfiNET或EtherCAT上的网关。支持动态PDO映射、
节点保护与心跳报文。目标值和实际值的典型刷新频率为10
ms。

两个模拟输入端（±10V）可用以输入模拟控制信号或实际值
反馈信号。
2 - 3个数字输出端可用于故障输出，例如输出制动生效信号，
或根据设定输出故障诊断信号。

(7(WKHU&$7
这类驱动器带有EtherCAT接口，通过遵从CiA 402标准规范的
CoE伺服控制协议编址。特别适合协同高性能工业控制器工
作，支持多轴联动的规划与插补。目标值和实际值刷新频率最
快达0.5 ms。

ଃԧͦᎭ፻ᆁٟ
FAULHABER第3.0代驱动器支持微型电机常见的所有速度和位
置反馈器件，例如模拟或数字霍尔传感器、带或不带线驱动的
增量式编码器、AES或其它同步串口（SSI）输出的绝对式编码
器等。

ଃԧফጪᤃଃ

ᤜᦘ

ᦘᎭ
第3.0代驱动器全部带有USB接口。它主要是用于驱动器的初始
化设置。当然，使用USB转RS232或USB转CAN的转接卡也同
样可以。

除了MC 3001系列产品外，所有控制器均可在出厂时额外选择
装配EtherCAT接口。
对于高动态应用，制动斩波器可以帮助吸收电机的再生电能。

驱动器的所有功能，无论何种通信接口，均可不受限地全部使
用。
通信接口甚至支持并行使用。因此，当驱动器通过CANopen
或EtherCAT接口并入某工业接口后，还可以同时通过USB口与
计算机联机，例如使用参数解析功能进行分析和诊断。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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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బ੶మήৃ
ዾፉଘᤏ
第3.0代驱动器分带外壳和无外壳两种规格，包括MC3001
MC5004 MC 5005和MC 5010三个系列，均可通配有刷、无刷
和直线电机。驱动器通过FAULHABER Motion Manager软件
进行配置。
驱动器可接入CANopen或EtherCAT网络，同时也支持RS232
这样的简单网络。
驱动器在网络中作为从站工作，不具备控制其它运动轴的主站
功能。
使用Motion Manager软件进行初始化设置后，驱动器还可脱
离通信接口单机工作。
MC 3001系列控制器可以通过板对板连接器或排针连接器（取
决于所用的反馈部件）与不同的主板进行插接。
通过一条50针的插槽，MC 5004可插入母板使用。
在FAULHABER的标准产品范围内，有多种不同的单轴至四轴
主板可供选择。
MC 5005和MC 5010可通过安装孔固定在平面底座上，也可使
用选配附件安装在导轨上。
̿ᦘ֎ۃ
FAULHABER将其标准产品进行改型以满足客户的特定需
求，FAULHABER第3.0代驱动器所支持的改型项目与配件如
下：
■ 电源侧和电机侧连接电缆
■ 编码器适配器套件
■ 接头套件
■ MC 3001 / MC 5004适用的母板
■ 编程扩展板
■ 入门套件
■ 定制主板，特殊配置和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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ఛࢆܯϐᣜњၺฮ,PD[ [A]
是指驱动器在名义电压及条件下，电机在参数表所注明的时间
内间歇工作（S2模式，冷启动无额外散热）、负载恒定、不超
过发热限制时，所能输出的最大电流值。除非另有定义，峰值
电流值为持续电流值的三倍。

ሏۯ੦ഗ!
3.0代，PWM 输出，四象限控制带 RS232，CAN
或 EtherCAT 通讯接口

ᯭҦၺᡰࢱͲၺฮ,HO [A]
整个系统的耗电中，驱动电路所占的部分。

ND!6115!Q
ሞ33ŃDኵ
驱动器供电电压
电机供电电压
PWM 开关频率
驱动器电路效率

UP
Umot
fPWM

K

ࢱͲຕआᔬ[ځ°C]
显示了在标称条件下驱动器的最低和最高工作温度。

ND!6115!Q
12 ... 50
0 ... 50
100
95

᠆᧑[g]
由于不同接口的组件各异，所以标准驱动器的重量也略有不
同。

੶మԗஔឤ

ฃਊ

驱动器的以下数据是在名义电压以及22°C的环境温度下计算
得出。
第3.0代驱动器的电机和驱动电路分离供电并共地，若有必要，
它们也可共用一个电源。

ᢸᤫᔬځ
与电机组合时可以达到的转速取决于可用电压、电机类型和所
选直流无刷伺服单元的最大处理速度。

ᯭҦၺᡰΐၺၺԄ8S [V DC]
是指驱动电路所允许的电压范围。

最大转速范围针对的是有一对磁极的电机。若电机的磁极对不
止一个，则转速范围相应缩小。

ၺలΐၺၺԄ8PRW [V DC]
是指连接驱动器的电机的允许供电电压范围。

最大转速，对应磁极对数量 1
最大
转速

3:0टЙᮗဂƒ3:0 [kHz]
脉宽调制（PWM）输出，实质上是在两个电压值之间来回跳
动。具有钟形电枢的电机，其电气时间常数很小，较高的PWM
开关频率有助于降低损耗。第3.0代驱动器其值频率固定为
100kHz，通过脉冲生成（中心对齐波形），作用于电机上的开
关频率为生成频率的两倍。

=

所连接电机的
磁极对数

ਜ਼Щ ᢻ̿
设备的安装、调试、通信和功能手册以及FAULHABER Motion
Manager软件，可按需索取或从www.faulhaber.cn下载。

ҡK [%]
驱动器的输出功率与消耗功率之比。
ఛܯાፕᣜњၺฮ,GDXHU [A]
是指22°C的环境温度下，驱动器在无额外散热条件下，能持
续输出提供给所连接电机的最大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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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RWLRQ0DQDJHUᢻ̿

ᢻ̿ྩতӁᵹ
■ 支持向导式联机操作

强大的FAULHABER Motion Manager软件，可用于调速驱动器
和运动控制器的初始化设置与调试。

■ 通过节点资源管理器访问联机设备

软件支持RS232、USB和CANopen接口，根据联机驱动器型号
的不同，可能需要编程扩展板，例如通过USB口配置调速驱动
器的时候。

■ 针对不同的产品系列，使用便捷而协

软件的图形用户界面，保证了操作的统一性和直观性。

■ 对运动控制器和伺服单元还有以下专用功能支持：

调的对话框配置驱动器功能与参数
■ 在线的关联帮助

– 参数图析，以曲线图析驱动参数
ાᄁଃԧ

Ҧѻٟ

ឳᤫᯭҦٟ

– 宏操作执行运动程序

͡ఠӤЂ

ឳᤫᯭҦӤЂ

– 运动程序和VB脚本程序的开发环境

RS232

•

•

USB

•

•

CANopen

•

0RWLRQ0DQDJHUᄁྩতᵹ
■ 全新用户界面，带窗口停靠功能
■ 节点资源管理器带有运动项目管理功能
■ 支持第3.0代驱动器

– 以路径识别方式配置驱动器
– 扩展的参数图析功能
– 更多工具用于驱动器的控制与参数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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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Microsoft Windows操作系统的FAULHABER Motion
Manager可从www.faulhaber.cn免费下载。

ѱݴӈ֎ᦘᎭ
FAULHABER Motion Manager可帮助用户访问联机驱动器的设
置和参数。
软件为驱动器的初始化设置提供向导式操作。所选通信接口上
检测到的驱动器，会显示在节点资源管理器中。
当前通信接口与所显示的各项设置，可保存为运动项目文件。
可执行和保存的运动程序，其创建、编辑、传输和执行都可在
软件中操作，软件还支持运动程序的调试与排错。
驱动器的操控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 图形操作元件
■ 指令输入
■ 宏操作功能
■ VB脚本程序（VBScipt）

诸如目标值和实际值此类的控制参数，可使用参数图析功能，
以选采或直采的方式进行数据采集。此外，还有其它工具可用
于创建和优化控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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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Molex端子的标准电缆

柔性印刷电路板适配器

运动控制器
从接线端焊出引线
USB

ྩত

͍Ұ

FAULHABER步进电机运动控制器，是专为微型步进电机量身定

■ 完全可以通过软件进行编程设置（图形用户界面）

制的高动态定位控制器。

■ USB接口
■ 9V…36VDC / 50mA 至 1.1A

除了可控制FAULHABER全部步进电机之外，它还支持三轴联动

■ 最高支持1/256微步驱动

需再加两块控制板）及众多功能，例如参考位置搜索和编码器

■ 4个通用型输入端口和7个通用型输出端口

管理等。

■ 支持脉冲加方向信号的直驱模式

驱动器包含全套集成开发环境，可通过全面而友好的用户界

■ 参考信号输入（用于寻零功能）

面，体验全部功能。

■ 与LabView兼容

集成式的系统不仅节省空间，同时还因接线精简，安装也变得

■ 驱动板尺寸：68mm x 47.5mm

非常简单。

̴֭̎ᆁ

MC
ST
36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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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控制器
步进电机
最高供电电压(36V)
最大持续输出电流(1A)

MC ST 36 01

൝ᤀၺలҦѻٟ
技术信息

˖ᜭྩত

ྩ൫ҡᑖ

Ҧѻٟ
■ 实时运动曲线计算

ᢸᤫఓጪ
用户可设定电机运动中的转速曲线。后者可根据完整的参数计
算界面设定，协助用户找到最合适的转速值。

■ 联机修改电机参数（如位置、转速、加速度）
■ 高性能微处理器用于整体系统控制和串行通信协议处理

6WDOO*XDUG™ ʻѵ੶మ
该专利为电机失速探测，可检测到电机失步并作出反应，也可
用于检测各种因素所导致的电机堵转。

Ԝˇᄨ൝ᤀၺలᯭҦٟ
■ 至多支持1/256微步驱动

&RRO6WHS™ ʻѵ੶మ
当负载变化时，自动调整电机的工作电流。此功能有助于降低
整个系统的能耗。

■ 高效操作，低能耗
■ 动态电流控制
■ 内置保护功能

ࠤᬽ
控制器在启动后可自动寻找参考位置。用户可设定寻零的执行
方式（方向、开关数量、原点位置等等）。

ᢻ̿
■ TMCL™: 可独立运行或远程操作
■ 基于计算机的应用开发软件 TMCL™ –

可免费提供集成开发环境。

ଃԧ
■ USB接口（板载微型USB连接器）

ࢱͲബध

■ 6个开漏输出端（兼容24V）

ᑩలሥ
板载存储器可存入程序，在系统上电时自动运行。它可响应外
部信号，例如数字输入输出端口、编码器和传感器信号等等。
标准的处理器指令集以及完整的电机定位控制功能列表，均可
提供给程序员。

■ 左、右限位和零位开关输入端（上拉幅度可调，兼容24V）
■ 1个脉冲和方向信号的输入端直连板载驱动器（可停用自带

的运动控制功能）
■ 2路脉冲+方向的信号输出端，可供自身之外的两个外部驱动

器使用

ᄧଃബध
利用集成开发环境中的“直接模式”，用户可通过USB接口，
逐条发送控制指令到控制器。借助于专用的图形用户界面，状
态信息和电机的位置/转速值等可实时读取。

■ 1个编码器输入端，用于增量式三通道编码器
■ 3个通用数字输入端（24V兼容）
■ 1个模拟输入端（0至10V）

请注意：部分功能需要端口组合，因此无法同时实现所有功
能。

ᤁሥᢻ̿
任意用户都可开发软件，通过USB接口远程操作控制器。控制
器支持Labview和C++库。

ฃਊ
设备的安装和调试手册、通信和功能手册以及“TMCL™ –
IDE”软件，可按需索取或从www.faulhaber.cn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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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高效的“TMCL™ – IDE”软件方案，用户可以通过USB接
口，完成步进电机控制器的控制和设置。

安装TMCL™-IDE软件时，系统自动安装驱动程序和库文件。软
件可以立即探测并识别联机的控制器。通过图形用户界面，可
读取、修改和重新载入配置参数，还可输入单条指令、完整的
参数组设置与运动程序并写入控制器。

TMCL™ – IDE”软件及众多程序实例，可从
www.faulhaber.cn下载。

各种操作也提供向导式帮助，所有参数都可通过向导轻松设
定。
面向用户的快速入门、硬件及固件完整说明书等，都可在
www.faulhaber.cn上免费下载。首次使用前，请仔细阅读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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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ሀֲ͓Ҧ੶మ ܱ̩ ఝᬄДԺ
江苏省太仓市北京西路
6号孵化楼东楼 215400
电话: +86(0)512 5337 2626
info@faulhaber.cn
www.faulhab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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