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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资讯 

警告提示系统

为了您的人身安全以及避免财产损失，必须注意本手册中的提示。人身安全的提示用一个警告三角表示，
仅与财产	损失有关的提示不带警告三角。警告提示根据危险等级由高到低如下表示。

危险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将会导致死亡或者严重的人身伤害。

警告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死亡或者严重的人身伤害。

小心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轻微的人身伤害。

注意

表示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小心措施，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当出现多个危险等级的情况下，每次总是使用最高等级的警告提示。如果在某个警告提示中带有警告可能
导致人身	伤害的警告三角，则可能在该警告提示中另外还附带有可能导致财产损失的警告。

合格的专业人员

本文件所属的产品 / 系统只允许由符合各项工作要求的合格人员进行操作。其操作必须遵照各自附带的文
件说明，特	别是其中的安全及警告提示。	由于具备相关培训及经验，合格人员可以察觉本产品 / 系统的风
险，并避免可能的危险。

按规定使用 硕人时代 产品

请注意下列说明：

警告

硕人时代 产品只允许用于目录和相关技术文件中规定的使用情况。如果要使用其他公司
的产品和组件，必须得到硕人时代 推荐和允许。正确的运输、储存、组装、装配、安装、
调试、操作和维护是产品安全、正常运行的前提。必须保证允许的环境条件。必须注意相
关文件中的提示。

商标

所有带有标记符号	®	的都是硕人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本印刷品中的其他符号可能是一些其
他商标。若第三方出于自身目的使用这些商标，将侵害其所有者的权利。

责任免除

我们已对印刷品中所述内容与硬件和软件的一致性作过检查。然而不排除存在偏差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
保证印刷	品中所述内容与硬件和软件完全一致。印刷品中的数据都按规定经过检测，必要的修正值包含在
下一版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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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档的用途

本文档提供有关组态、安装、接线和调试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重要信息。

所需的基本知识

要理解本文档，需要具备自动化技术的基本知识。

本文档的适用范围

本文档适用于	STEC3000	产品系列的所有产品。

约定

另请遵循下列注意事项：

说明

这些注意事项包含有关本文档中所述产品、产品操作或应特别关注的文档部分的重要信 
息。

回收和处置

由于这些产品属于低污染品，因此可进行回收。要环保地回收和处理电子废料，请联系具	有电
子废料处理资质的公司。

其它支持

•	有关技术支持的信息，请参见本文档中的附录。

•	有关各种硕人时代产品和系统的技术文档，请访问	Internet	(http://plc.shuoren.
com/)。

•	Internet	(http://plc.shuoren.com/)	上还提供了在线目录和在线订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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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档指南

简介

硕人时代	产品文档采用模块化结构，并涵盖了有关控制器系统的各类主题。

STEC3000	系统的完整文档由系统手册、功能手册和设备手册组成。	在组态和编程控制器系
统时，组态软件信息系统（在线帮助）也将为您提供帮助。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文档概述

下表列出了适用于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文档。

表格	1-	1	 STEC3000	产品系列的系统手册

主题 文档 重要内容

系统说明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

(http://plc.shuoren.com/)

•	应用规划

•	安装

•	接线

•	调试

•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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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2	 STEC3000	产品系列的功能手册

主题 文档 重要内容

组态工具
STEC3000	组态工具

(http://plc.shuoren.com/)

•	简介

•	新建工程

•	PLC 配置

•	组态

•	程序

•	编译

•	仿真

•	联机

•	自定义的函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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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3	 STEC3000	产品系列手册

主题 文档 重要内容

CPU
CPU	

(http://plc.shuoren.com/)

•	方框图

•	接线

•	参数分配 / 寻址

•	中断、诊断、错误和系统
消息

•	技术规范

•	尺寸图
数字量模块

DO	16x24V	DC/0.5A	

数字量输出模块	

(http://plc.shuoren.com/)

DI	16x24V	DC		

数字量输入模块	

(http://plc.shuoren.com/)

模拟量模块

AO	8xU/I	 	

模拟量输出模块	

(http://plc.shuoren.com/)

AI	16xU/I

模拟量输入模块	

(http://plc.shuoren.com/)

专用电源
电源模块	PS	10W	24V	DC

(http://plc.shuoren.com/)

负载电源
PM	240W	230V	AC

(http://plc.shuor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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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人时代 手册

有关	硕人时代	产品的所有最新手册，可在	Internet	(http://plc.shuoren.com/)	上免费下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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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概述

2.1 什么是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

简介

最新一代 STEC3000 智能可编程控制器是一款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思维全新设计的控制器，以
其紧凑型模块化组合、性能强大的内置 CPU、海量数据存储空间及快速响应时间为客户提供灵
活的选择及强大的系统支持。引入 NB-ioT 等多种通讯功能可以完美的与物联网云平台无缝对
接。STEC3000 支持分布式边缘计算，逾 800 个 I/O 点数、内置算法及可扩展本地存储使其
成为工业 4.0 自动化的完美平台。

新性能特性包括：

•	提高了系统性能

•	集成了运动控制功能

•	集成了面向机器的操作和诊断指示灯

•	通过保留一些成熟可靠的功能，实现组态软件语言的创新

现场应用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在机器和工厂设计中为高带宽控制器应用提供了所需的灵活性和高性	
能。	可扩展组态允许您根据当地的具体需求，采用控制系统。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防护等级为	IP20，适合安装在控制柜中。

组态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将安装在安装导轨上，最多可以包含	24	个扩展模块。	这些模块将通
过	U 型连接器进行互相连接，并可以通过接口模块进行两行或三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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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态示例

下图举例说明了如何组态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

①

② ③

④

①	 专用电源模块

②	 CPU

③	 I/O	模块

④	 带有集成顶帽翼型导轨的安装导轨

图	2-1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组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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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组成部分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组件

下表简要介绍了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些组件：

表格	2-	1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组件

组成部分 功能 图

安装导轨

安装导轨将作为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机架。	符
合 EN	60715	标准的组件（模块、端子、断路器、
小型接触器以及类似组件），可以直接安装在安装导
轨下半部分所集成的标准顶帽翼型导轨上。可以在组
合导轨（无缝组合导轨）中使用整个安装导轨。

安装导轨可作为附件 (	页		117	)	进行订购

用于安装导轨的	
PE连接套件

螺钉套件将穿过安装导轨的接地孔，将安装导轨接地。	
螺钉套件包含在标准长度（400		至	1300		mm）的
安装导轨的	交付清单中，可作为		附件		(	页 117	)	
进行订购。	

专用电源	(PS)

电源模块，可通过	U	型连接器连	接到背板总线上。	

如果	CPU	提供给背板总线的电量不足以为所连接模
块供电，	则需要使用专用电源。	

•	PS	10W	24V	DC	

U	型连接器包含在专用电源	的交付清单中，可作为	
备件	( 页	117	) 进行订购。



16 STEC3000	控制器
系统手册

组成部分 功能 图

CPU

CPU	将执行用户程序并使用集成的专用电源通过背
板总线为模块底板的各电子元件进行供电。

CPU	的更多特性和功能：

•	通过以太网通信

•	通过	PROFIBUS/PROFINET	进行通信

•	通过 RS485 进行通信

•	HMI	通信

•	集成工艺功能

•	集成系统诊断

•	集成安全性

I/O	模块

I/O	模块通常作为控制器与过程之间的接口。	控制
器将通过所连接的传感器和执行器检测当前的过程
状态，并触发相应的响应。	I/O	模块可分为以下几
种模块类型：

•	数字量输入	(DI)

•	数字量输出	(DO)

•	模拟量输入	(AI)

•	模拟量输出	(AO)

•	数字量输入输出（DIDO）

•	模拟量输入输出（AIAO）

•	U	型连接器包含在	I/O	模块的交付清单中。

U	型连接器

使用	U	型连接器可连接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中
的各个模块。

通过	U	型连接器，可在模块之间进行机械和电气连
接。

U	型连接器包含在所有模块的交付清单中（	CPU	除
外），可作为	备件	(	页		117	) 进行订购。

前连接器

前连接器可用于对	I/O	模块进行接线。

使用模拟量模块的前连接器时，必须带有屏蔽支架、
电源元件和屏蔽线夹。	这些组件都包含在模拟量模
块的交付清单中，可作为	附件	(	页		117	) 进行订
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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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 功能 图

屏蔽支架

屏蔽支架是一个适用于使用	EMC	信号的模块的插入
式支架（例如，模拟量模块），而且与屏蔽线夹一起
使用时，可确保在最短安装时间内实现低阻抗屏蔽应
用。屏蔽支架包含在模拟量模块的交付清单中，可作
为	附件（页	117	）进行订购。

屏蔽线夹
屏蔽线夹用于将屏蔽电缆连接到屏蔽支架。

屏蔽线夹包含在模拟量模块的交付清单中，可作为	
附件（页	117	）进行订购。

I/O	模块前盖板
外侧的标签条

可通过插入标签条，对模块进行系统特定的标注。	
标签条可打印，而且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标签条包含在	I/O	模块的交付清单中。	额外的标签
条可作为附件（页	117	）进行订购。 			

负载电源	(PM)

负载电源通过	CPU	前连接器为	STEC3000	控制器
系统供电。	负载电源在组态中不占用插槽，并且不
包含在系统诊断中。

如果要使用负载电源，则建议使用	硕人时代	产品系
列中的设备。	可将这些设备安装在安装导轨上。

并通过	组态软件设置负载电源。

•			 	PM	240W	230V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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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属性

简介

以下各表中列出了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中最重要的各种属性。

组态的属性

表格	2-	2	 组态的属性

组态的属性 说明

组态可扩展

•	由于可按任意顺序安装模块，因此可节省
大量空间

•	可在全长安装导轨（可能是无缝组合

•	件）上进行组态

•	显著降低了组态和文档记录的工作量

模块系列产品众多 •	适用于更多更灵活的应用领域

通过	U	型连接器进行组态
•	可快速便捷地连接模块	

•	可轻松便捷地扩展系统组态

实现功率分段 •	可通过插入附加的专用电源，快速实现系
统扩展

连接技术的属性

表格	2-	3	 连接技术的属性

连接技术的属性 说明

前连接器可扭转 •	可在维护过程中快速更换模块（电缆导管
保持闭合状态）

接线前定位

•	由于可快速进行模块接线，因此操作更为
便捷快速

•	更换模块时无需松开接线

•	由于模块尚未进行电气连接，因此不会对
模块造成电气损坏

集成有	EMC	概念（电源元件、屏蔽支架、	
端子元件） •	降低了干扰辐射并优化了抗干扰性

所有模块使用相同的	40	针引脚前连接器（宽
度	26mm） •	简化了订货流程

I/O	模块和前端电缆连接器具有自动编码功	
能 •	安全更换模块

大标签 •	空间更充足，标识和用户特定标签（如，
符号地址）更为清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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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块概述

以下各表汇总了可用模块的基本属性。	通过这些概述信息，用户可方便地选择相应模块。

3.1 中央处理单元

属性概述

下表列出了中央处理单元	(CPU)	的基本特性。

表格	3-	1	 中央处理单元

订货号： 101011032

简介 CPU	16AI	8AO	16DI	16DO

电源，允许范围 5V	DC

控制程序空间 8	MB

控制程序内存空间 6	MB

掉电存储空间 2	MB

接口 1	x	PROFINET

PROFINET	端口数 1

支持的	Web	Ser ver √

支持等时同步操作 -

参考

有关各	CPU	的技术规范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相应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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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字量输入模块

属性概述

下表列出了数字量输入模块的基本属性。

表格	3-	2	 数字量输入模块

订货号： 101011036

简介 DI	16x24V	DC	

输入数量 16

通道间的电气隔离 -

额定输入电压 24	V	DC

诊断错误中断 -

硬件中断 -

支持等时同步操作 -

输入延时 0		ms、1ms、3ms

参考

有关各模块技术规范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相应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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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字量输出模块

属性概述

下表列出了数字量输出模块的基本属性。

表格	3-	3	 数字量输出模块

订货号： 101011037

简介 DO	16x24V	DC/0.5A	

输出数量 16

类型 晶体管

通道间的电气隔离 -

额定输出电压 24	V	DC

额定输出电流 0.5	A

诊断错误中断 √

参考

有关各模块技术规范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相应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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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模拟量输入模块

属性概述

下表列出了模拟量输入模块的基本属性。

表格	3-	4	 模拟量输入模块

订货号： 101011034

简介 AI	6xU	8xI	2xU/I

输入数量 16

分辨率 12		位（包含符号位）

测量方式 电压	电流

通道间的电气隔离 -

额定电源电压 24	V	DC

输入间的最大电势差	(UCM) 10	V	DC

诊断错误中断 √，上 / 下限

硬件中断 √

支持等时同步操作 -

转换时间（各个通道） 1		ms	

参考

有关各模块技术规范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相应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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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模拟量输出模块

属性概述

下表列出了模拟量输出模块的基本属性。

表格	3-	5	 模拟量输出模块

订货号： 101011035

简介 AO		8xU/I	 	

输出数量 8

分辨率 12	位（包含符号位）

输出类型 电压	电流

通道间的电气隔离 -

额定电源电压 24	V	DC

诊断错误中断 √

参考

有关各模块技术规范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相应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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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

属性概述

下表列出了模拟量输出模块的基本属性。

表格	3-	6	 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

订货号：  101011038

简介	 DI	12×24V	DC,DO	4×24V	DC/0.5A

输入数量	 12

输入通道间的电气	隔离	 -

输入延时 0	ms、1	ms、3	ms

额定输入电压 24		V		DC

输出数量	 4	

输出类型	 晶体管，源极输出

输出通道间的电气隔离	 -

额定输出电压	 24		V		DC	

额定输出电流 0.5A 诊断错误中断	 √

参考

有关各模块技术规范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相应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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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属性概述

下表列出了模拟量输出模块的基本属性。

表格	3-	7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订货号： 101011033

简介	 AI	4×U/I	4×I,AO	4×U/I

输入数量	 12

模拟量输入分辨率	 12		位（包含符号位）	

模拟量输入测量方式	 电压		电流		

模拟量输入通道间的电气隔离	 -

模拟量输出数量	 8

模拟量输出分辨率 12		位（包含符号位）	

模拟量输出类型	 电压		电流	

通道间的电气隔离	 -

额定电源电压	 24		V		DC	

诊断错误中断	 √，

参考

有关各模块技术规范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相应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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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专用电源模块

属性概述

下表显示了专用电源模块的基本属性。

表格	3-	8	 专用电源模块

订货号： 101011039

简介 PS	10W	24V	DC

额定输入电压 24	V	DC

输出功率 25		W

参考

有关各专用电源模块技术规范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相应的产品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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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负载电源模块

属性概述

下表列出了负载电源的基本属性。

表格	3-	9	 负载电源模块

订货号： 304250120

简介 PM		240W		230V		AC

额定输入电压 230	V	AC

输出电压 24	V	DC

额定输出电流 10	A

功耗 240	W

参考

有关各负载电源模块技术规范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相应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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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接口模块

属性概述

下表列出了接口模块的基本属性。

表格	3-	10	 接口模块

订货号： 101011040 101011041 101011042

简介 IM		2x8	 IM		2x8	 IM		3x8	

参考

有关各模块技术规范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相应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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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规划

4.1 硬件配置

简介

STEC3000 自动化系统支持单行组态、两行组态和三行组态。其中，同一行所有模块都安装在
一个安装导轨上。这些模块通过 U	型连接器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自组装的背板总线。多行
组态时，每行均需要安装一个接口模块。接口模块之间通过专用接口电缆进行连接。

规则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由 1 个 CPU 模块和最多 24 个 IO 扩展模块组成。STEC3000 自动化系
统支持单行组态、双行组态或三行组态，所有模块均安装在安装导轨上。	

单行组态时，一行最多可扩展 24 个扩展 IO 模块，不需要接口模块，每 8 个 IO 需要一个专用电源；

两行组态时，每行最多可扩展 8 个模块，每行需要一个接口模块，每行需要一个专用电源；

三行组态时，每行最多可扩展 8 个模块，每行需要一个接口模块，每行需要一个专用电源。

图	4-1 控制器系统组态中最多可包含	24	个模块

说明

放置负载电源	

负载电源未连接到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背板总线，因此，不占用可组态插槽。	负载电
源可安装在组态设置的左	/	右侧。	在组态设置右侧安装负载电源时，由于负	载电源的发热，
因此必须在组态设置留有空隙。	更多信息，请参见相关手册。	可用的	负载电源数量没有任
何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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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模块

表格	4-	1	 下表列出了各插槽中可插入的模块：

模块类型 允许插入的插槽 模块数量

专用电源	(PS) 0;	2	-	27 最多	3	个

CPU 1 1

I/O	模块 2	-	25 最多	24	个

负载电源的特性

除了最多指定	24	个模块之外，还需要插入一个负载电源为各模块和输入	/	输出电路提供 24	
V	DC	电源。	

负载电源数量没有任何限制。	

负载电源可安装在“STEC3000	安装导轨”上，但不需要连接到背板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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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专用电源和负载电源

在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中，必须区分以下两种不同电源：

•	专用电源	(PS)

专用电源连接到背板总线（U	型连接器）并专门为主机、背板总线以及接口模块提供内部所需
的工作电压。该电源将为主机底板、扩展模块底板的电子元器件供电。在两行或三行组态时，
接口模块也需要专用电源为其供电。	

•	负载电源	(PM)

负载电源为模块的输入	/	输出电路以及传感器和执行器进行供电。	

如果要使用负载电源，则建议使用	硕人时代	产品系列中的设备。	可将这些设备	安装在安装导
轨上。	

下列负载电源采用相同的设计专为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而开发。	

输入 AC/DC 输出24VDC

图 4-2	 负载电源（PM）和系统电源（PS）的整体状态

专用电源

•	PS	40W5V	DC：电压为	24	V	DC，功率为	40	W 的电源	

•	PM	240W	230	V		AC：电压为	230	V	AC，功率为	240	W 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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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专用电源的用途

专用电源主要给主机、背板总线、接口模块供电。

组态中是否需要使用额外的专用电源，取决于各模块的功耗

使用专用电源

可在以下插槽中插入专用电源；

•	专用电源通常插在插槽	0	中，位于	CPU	的左侧

•	在	CPU	右侧的插槽中，最多插入	2	个专用电源（电源段）

电源段

通过在	CPU	的右侧使用额外的专用电源，可将组态分段为几个电源段。

组态方式

图	4-3	 带有	3	个电源段的组态方式

参考

有关所需线路的信息，请参见“供电平衡计算	”章节。

有关	CPU、专用电源和	I/O	模块的性能值（供电、功耗）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相应模块的手
册	(http://plc.shuor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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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专用电源使用注意事项

简介

为了确保背板总线可为各模块提供充足的电量，需要满足以下规则：	

单行组态时，每个专用电源可给 8 个扩展模块总线供电；

多行组态时，每行一个专用电源、一个接口模块和最多 8 个扩展 IO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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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负载电源的用途

专用电源	(PS)、中央模块	(CPU)、I/O	模块的输入和输出电路，以及传感器技术和最终控制	
元件（如果适用）均可通过负载电源	(PM)	提供	24	V	DC		电压。	

可以使用以下负载电源	(PM)：	

•	PM	240W	AC	230	V，24	V	DC	/	10	A	对于较高的输出电流，可按如下使用多个负载电
源	(PM)：	

•	并行连接	2	个负载电源	

•	每个负载电源分别为独立的	24	V	DC	负载线路供电。		

输入 AC/DC 输出24VDC

图	4-4	 通过	24	V	DC	负载电源为模块供电

参考

有关负载电源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Internet	(http://plc.shuoren.com/)	上的	在线产品目
录和 / 或在线订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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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

5.1 基本知识

简介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所有模块都是未封装设备。	这表示您只能在外壳、控制柜或电气操	
作区中安装该系统。只能通过钥匙或工具访问这些外壳、控制柜或电气操作区。	只有得到指	
示或授权的人员才能访问。	

安装位置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在环境温度最高	60	℃	时可采用水平安装，	环境温度最高	40	℃	时	
可采用垂直安装。更多信息，请参见“机械和气候环境条件	( 页 101	）”章节。

安装导轨

除了	STEC3000	模块，符合	EN	60715	标准的组件也可安装在	STEC3000	安装导轨上，例	
如，端子、断路器、小型接触器或类似组件。	

这些组件可能影响电缆管道的安装尺寸。模块可以一直安装到安装导轨的外边缘（无缝组合件	）。	
有多种长度的安装导轨可用。	可以通过在线产品目录或在线订购系统来订购安装导轨。	可以	
在附件	/	备件	(	页		117	)	部分中找到可交付的长度和订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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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间隙

模块可以一直安装到安装导轨的外边缘。	安装或卸载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时，应在顶部和
底部保留以下最小间隙。

80 mm 88 mm

165 mm

35 mm

①

①	 安装导轨的上边缘

图	5-1	 控制柜中的最小间隙

安装规则

•	安装从	CPU	或者电源专用电源模块的左右侧开始。	

•	这些模块将通过	U	型连接器进行互相连接。	

•	请注意，无	U	型连接器从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模块右侧伸出。

说明

仅在电源关闭的情况下插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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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安装安装导轨

简介

有五种长度的安装导轨可用：	

•	400	mm	

•	640	mm	

•	970	mm	

•	1300	mm	

•	2000	mm	

可以在	附件	/	备件	(	页		117	)	部分中找到订货号。	

安装导轨（从	400	至	970	mm）上具有四个钻孔，用于固定螺钉。	还提供了将安装导轨	接	
地的螺钉套件。	

安装导轨（1300	mm）上具有六个钻孔，用于固定螺钉。	还提供了将安装导轨	接	地的螺钉套件。

针对特殊长度的组合件提供有	2000	mm	长的安装导轨，但不带用于固定螺钉的钻孔。	安装
导轨未附带用于接地的螺钉套件（可作为	附件	(	页		117	)	进行订购）。	

两个钻孔间最大偏移量规格可以在“钻孔尺寸”表中找到。

需要的工具

•	可从市场购买到的钢锯	

•	钻孔机	φ6	mm	

•	螺丝刀	

•	可调节螺钉扳手，与所选固定螺钉配套	

•	用于接地电缆的剥线工具和压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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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附件

可以使用以下型号的螺钉来固定安装导轨：

表格	5-	1	 需要的附件

对于 ... 可以使用 ... 说明

•	外部固定螺钉
符合	GB/T	819.1-2000 的		
M5		十字槽沉头螺钉。	

符合 GB	T41-2000	的		M5	
螺母

为您的组合件选择合适的螺	
钉长度。	

	M5 螺母需要配合平垫和弹
垫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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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固定螺钉（用于安装导轨 >970mm）

对于大于 970mm 的安装导轨，建议参考 1300 导轨的安装孔位图，以不超过 600mm 的间距
设置额外固定螺钉。

为安装准备 2000 mm 的安装导轨

1.	将 2000	mm 的安装导轨切割为所需的长度。	

2.	 	标记这些孔。		

–		位于安装导轨开头和末尾的四个钻孔	

–	其它钻孔以最大	600	mm		的相同间距沿着与开头和末尾的四个钻孔相同高度排列

3.	确保安装导轨上无毛刺	/	裂口或金属屑。	

A

A

技术要求

1、去毛刺。
2、未注公差标准应符合GB/T1804-2000-m。
3、形位公差按GB1184-1996-H。
4、表面高光导电本色阳极化。

北京硕人时代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2 3 4

A

B

4321

B

A

审核

校核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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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件 代 号

版本

主管设计

替代

2ּך1
STEC3000 安装导轨

铣长孔图

图	5-2	为安装准备	2000	mm	的安装导轨	

安装安装导轨

放置安装导轨，保留足够的空间来安装模块和散热。	请注意图	控制柜中的最小间隙

( 页 36		)。	使用螺钉将导轨安装到安装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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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保护性导线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必须连接到电气系统的保护性导线系统，从而确保电气安全。	

1.	剥去最小直径为	10	mm2	的接地导线，并使用压接钳子连接一个用于 10 平方毫米的环形
接线端子。	

2.	将带接地连接器的环形端子、	扁平垫圈和弹性垫圈插入螺栓（按该顺序）。	用螺丝刀将组
件拧紧到位（扭矩	3		Nm）。

图	5-3	 连接保护性导线

3.		将接地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中央接地点 / 保护性母线	(PE)。

参考

有关安装导轨的精确尺寸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安装导轨的尺寸图	( 页 105		)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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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安装专用电源模块

简介

专用电源专用电源模块连接到背板总线，并通过内部电源为已组态的 IO 模块以及接口模块供电。

要求

安装导轨已安装。

需要的工具

刀口直径为	6	mm		的十字螺丝刀

安装专用电源模块

1.	将	U	型连接器插入专用电源背面。

2.	在安装导轨上安装电源模块。

3.	向后旋动专用电源。

②

①

③

图	5-4	 安装专用电源模块

4.	打开前盖。

5.	从专用电源断开电源线连接器的连接。

6.	拧紧专用电源（扭矩	1.3	Nm）。

7.	将已经接好线的电源线连接器插入专用电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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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专用电源模块

已连接了专用电源。

1.	关闭馈入电源电压。

2.	打开前盖。

3.	关闭专用电源。

4.	断开电源线连接器的连接，并从专用电源拔下该连接器。

5.	拧松电源模块的固定螺钉。

6.	将专用电源模块旋出安装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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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安装负载电源模块 

简介

负载电源未连接到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背板总线，因此，不占用可组态插槽。	系统电源、
CPU、I/O	模块的输入和输出电路，以及传感器技术和最终控制元件（如果适用）均可通过负
载电源提供 24	V	DC 电压。

要求

安装导轨已安装。

需要的工具

刀口直径为	6	mm		的十字螺丝刀

安装负载电源模块

1.	在安装导轨上安装负载电源模块。

2.	向后旋动负载电源。

图	5-5	 安装负载电源模块

3.	拧紧负载电源（扭矩	1.3	Nm）。

4.	将已经接好线的电源线接入负载电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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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负载电源可安装在组态设置的左 / 右侧。	在组态设置右侧安装负载电源时，由于负载电源的
发热，因此必须在组态设置留有空隙。	

移除负载电源

已连接了负载电源。

1.	关闭馈入电源电压。

2.	关闭负载电源。

3.	断开电源线连接器的连接。

4.	拧松电源模块的固定螺钉。

5.	将负载电源模块旋出安装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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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安装 CPU

简介

CPU 执行用户程序专用电源。

要求

安装	CPU	前必须满足下列前提条件：

安装导轨已安装。

将	U	型连接器插入位于	CPU	左侧的专用电源后部的右侧。

需要的工具

刀口直径为	6	mm		的十字螺丝刀

安装 CPU

1.	将	U	型连接器插入	CPU	后部的右侧。

2.	将	CPU	安装在安装导轨中，并将其滑动至左侧专用电源。

3.	确保	U	型连接器插入专用电源。	向后旋动	CPU。

4.	拧紧	CPU（扭矩为	1.3	Nm）。

②

①

③

图	5-6	 安装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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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 CPU

CPU	已接线，后跟其它模块：

1.	打开前盖。

2.	将	CPU	切换至	STOP	模式。

3.	关闭馈入电源电压。

4.	拉出电源连接器。

5.	使用螺丝刀拧松连接器，并从	CPU	上将其卸下。

6.	拧松	CPU	的固定螺钉。

7.	旋转	CPU，使其脱离安装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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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安装 I/O 模块

简介

I/O	模块安装在	CPU	的后面。	I/O	模块形成控制器与过程之间的接口。	控制器将通过所连接
的传感器和执行器检测当前的过程状态，并触发相应的响应。

要求

安装	I/O	模块前必须满足下列前提条件：

安装导轨已安装。

已安装	CPU。

将		U		型连接器插入位于	I/O	模块左侧的模块	/CPU/ 接口模块的右侧。

需要的工具

刀口直径为	6	mm		的十字螺丝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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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I/O 模块

按下列步骤安装	I/O	模块：

1.	将	U	型连接器插入	I/O	模块后部的右侧。	例外：	组合件中的最后一个	I/O	模块。

2.	将	I/O	模块安装到安装导轨，并将其滑动至左侧的模块。

3.	向后旋转	I/O	模块。

4.	拧紧	I/O	模块（扭矩为	1.3	Nm）。

②

①

③

图	5-7	 安装	I/O	模块

卸载 I/O 模块

I/O	模块已接线。	按下列步骤卸下	I/O	模块：

1.	关闭所有馈入电源电压。

2.	打开前盖。

3.	针对接口模块：	拧松并拔下模块的连接器。

在	I/O	模块处：	使用 40 针前连接器提手将前连接器从	I/O	模块中拉出。

4.	拧松	I/O	模块的固定螺钉。

5.	旋转	I/O	模块，使其脱离安装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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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接线

6.1 操作规则和规定

简介

作为设备和 / 或系统的一部分，STEC3000	控制器系统需要遵守特殊的规则和规定，具体取决
于应用领域。

本部分概括了在设备或系统中集成	STEC3000	CPU	时必须遵守的最重要的规则。

具体应用

请遵守适用于具体应用的安全和事故预防规定（例如，机器防护准则）。

紧急停止设备

符合	IEC	60204	标准的“紧急停止”设备必须在工厂或系统的所	有操作模式下都保持有效。

排除工厂危险状态

在以下情况下不会发生危险操作状态：

•	CPU	在出现电压突降或电源故障后再次启动

•	故障后恢复总线通信

如有必要，必须强制执行“紧急停止”。	

解锁“紧急停止”后，不得执行非受控或未定义的启动。

线路电压

下面描述了对于电源您必须关注的方面（请参见“有关绝缘测试、保护等级、防护等级和额定
电压的声明	( 页 103		)”部分）：

•	对于不带多极断路器的固定设备或系统，在建筑物安装中必须提供电源隔离设备（多极）。

•	对于	STEC3000	CPU	的所有电路，线路电压相对额定值的波动 / 偏离必须在允许的容差内。

24 V DC 电源

下面描述了对于	24	V	DC	电源您必须关注的方面：

•	根据	GB/T	16895.21，24	V	DC	电源的电源装置必须具有安全电气隔离。

•	过压制动装置用于避雷和过压防护。	有关用于避雷和过压防护的适合组件的信息，请参见“定
义防干扰型控制器

(http://plc.shuoren.com/)”功能手册。

防触电防护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安装导轨必须与保护性导线进行导电性连接，以防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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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外部电气影响

下面描述了对于预防电气影响和 / 或故障您必须关注的方面：

•	对于集成	STEC3000	CPU	的所有设备或系统，必须确保设备或系统连接到横截面积足够大
的保护性导线，以传导电磁干扰。

•	对于电源线、信号线和总线，您必须确保正确铺设这些线缆并且正确安装。

•	对于信号线和总线，您必须确保断路或窜线不会导致设备或系统出现未定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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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在 TN-S 系统上运行 STEC3000

简介

下面提供了有关 TN-S 系统上	STEC3000	的整体配置（TN-S	网络）的信息。	讨论的具体主	
题包括：

•	符合	IEC	60364 和	IEC	60204 的切断装置、短路和过载保护。

•	负载电源和负载电路。

接地馈电

如果使用 TN-S	系统，则需将中性导线（N）和保护性导线（PE）分别接地	。	这两个导线是
导致过压的部分原因。	设备运行时，电流会流经中性导线。	发生故障（例如	带电导线和地面
之间的单个接地故障）时，电流会流经保护性导线。

安全电气隔离（符合 IEC 60364 的 SELV/PELV）

具有安全电气隔离的负载电源模块	/	电源模块是运行	STEC3000	所必需的。	这种保护称为		
SELV	(Safety	Extra	Low	Voltage)/PELV	(Protective	Extra	Low			Voltage)，符合	IEC	
60364。

控制器的参考电位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参考电位通过高阻型	RC	组合连接到安装导轨。	这样，可传导高频
干扰电流并且会消除静电荷。	尽管安装导轨已接地，但由于高阻型连接，必须将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参考电位视为未接地。

如果希望组态具有接地参考电位的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应将控制器的参考电位与保护性
导线进行电气连接（CPU	的	M	连接）。

有关电势关系的简要说明，请参见“STEC3000	的电气组态	( 页 53		)”章节。

短路和过载保护

进行整体安装时，需要各种短路和过载保护措施。	组件的特性和所需保护措施规定的等级
特性取决于适用于工厂组态的	IEC	(DIN	VDE)	规定。以下的表格参考了下图并比较了	IEC	
(DINVDE)	规定。

表格	6-	1	 组件和所需保护措施

插图参考 IEC	60364 IEC	60204

控制系统关断设备、传
感器和执行器 ① 主开关 隔离开关

短路和过载保护：

在传感器和执行器组中

②

③

单极电路保护
•	带接地辅助电路：	熔断器

单极性

•	或者：	熔断器所有极性

具有五个以上电磁设备
的	AC	负载电路的负载
电源

④ 建议与变压器进行电
气隔离 建议与变压器进行电气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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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组态中的 STEC3000

下图显示了在	TN-S	网络中的	STEC3000 的整体组态。

AC/DC

专用

电源
主机

主机
IO

扩展
IO

L1
L2
L3
N
PE

AC/DC

AC/DC

安装导轨

12

14

14

14

12

12

13

13

11

+
--
+

①	 主开关

②	 主站端的短路和过载保护

③	 辅助站端的短路和过载保护

④	 负载电源（电气隔离）

图	6-1	 运行具有接地参考电位的	STEC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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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STEC3000 的电气组态

电气隔离

在	STEC3000	中，以下项之间存在电气隔离：

•	专用电源	(PS)	和所有其它电路组件的主站端

•	CPU	和所有其它电路组件的通信接口

•	STEC3000	组件的负载电路 / 过程电子元件和所有其它电路组件

通过集成	RC	组合或集成电容来传导高频干扰电流并且会消除静电荷。

下图简要说明了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电势关系。

电子元件 电子元件

总线接口 总线接口

IO电子元件 IO电子元件
PN

接口

PB

接口

PS CPU Digital-IO Analog-IO

安装导轨

U内部

M内部

数据

屏蔽连接L+

(L1)

M

(L1)

PE

图	6-2	 STEC3000	的电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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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接线规则

接线规则

表格	6-	2	 接线规则

适用的接线规则 ... CPU 40	针前连接器 专用电源和负载电
流电源

刚性电线的可连接导线横截面
- 最大	0.25	mm 2 -

- AWG*：	最多	24	台 -

软绞线的可连
接导线横截面 带导线端头

0.25	至	1.5	mm 2 0.25	至	1.5	mm 2 1.5	mm 2

AWG*：	24	至	16 AWG*：	24	至	16 AWG*：	16

每个连接的接线数 1
在同一个导线端头中	的	1	根
导线或	2	根导	线组合，总横
截面最	大为	1.5	mm2

1

剥去外皮的导线的长度 12	mm 10mm 7	到	8	mm

符合	GB	
4943.1-
2011 的导线
端头

带塑料套管，

0.25	至	1.5	
mm2

长	10	mm 12	mm 长	7	mm

护套直径 - - 8.5	mm

工具 3	到	3.5	mm	螺丝	
刀，锥形设计

3	到	3.5	mm	螺丝	刀，一
字形设计

3	到	3.5	mm	螺
丝刀，锥形设计

连接技术 推入式端子 压入型端子 螺钉型端子

拧紧扭矩 - - 从	0.5	Nm	到	0.6	
Nm

*	美国线缆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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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连接专用电源和负载电源模块

简介

专用电源模块和负载电源模块在交付时，已插入电源连接器。	模块及其相关电源连接器都已编
码。	通过以下两个编码元件进行编码：其中一个元件位于模块中，另一个位	于电源连接器中。	
专用电源模块和负载电源模块使用相同的电源连接器来连接电压。	

编码元件可防止将电源连接器插入另一种类型的电源模块	/	负载电源模块中。

需要的工具

3	至	3.5	mm	一字螺丝刀

将电源电压连接到专用电源模块和负载电源模块

1.	向上旋转模块前盖直至其锁定。

2.	将电源连接器解锁并从模块上将其向前拉出以将其卸下。	为此，按下解锁按钮（图	1）。

3.	拧松连接器前部的螺钉。	这将松开外壳滑锁和电缆夹。	如果有螺钉仍处于拧紧状态，	则无
法卸下连接器的外盖（图	2）。

4.	使用适当的工具拔出连接器外盖（图	3）。

	 		

	 	 	 	 	 	 	 	 	 	图	1		 	 	 	 	 	 	 	 	 	 	 	 	 	 	 	 	 	 	 	 	 	 	 	图	2		 	 	 	 	 	 	 	 	 	 	 	 	 	 	 	 	 	 	 	 	 	 	 	 	 	 	 	图	3

图	6-3	 将电源电压连接到专用电源模块和负载电源模块	(1)

5.	将电缆套管剥去	35	mm，将导线剥去	7	到	8	mm，然后将它们接到导线端头上。



56 STEC3000	控制器
系统手册

6.		根据连接图（图	4）将电线连接到连接器上。

7.		合上外盖（图	5）。

8.	重新拧紧螺钉（图	6）。	这会影响到电线固定夹。

				 	 	 	 	

	 	 	 	 	 	 	 	 	 	 	 	 	图	4		 	 	 	 	 	 	 	 	 	 	 	 	 	 	 	 	 	 	 	 	 	 	图	5		 	 	 	 	 	 	 	 	 	 	 	 	 	 	 	 	 	 	 	 	 	 	 	 	 	 	 	 	 	 	 	图	6

	图	6-4	 将电源电压连接到专用电源模块和负载电源模块	(2)

9.	将电源连接器插入模块，直至滑锁咬合为止。

参考

有关连接负载电压电源模块的	24	V	DC	输出电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相应模块的手册。

6.6 连接接口进行通信

使用标准型连接器连接	STEC3000	模块的通信接口。

使用预制连接电缆进线连接。	如果要自己准备通信电缆，应在相应模块的手册中指定接	口分配。	
请遵循连接器的安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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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I/O 模块的前连接器

6.7.1 前连接器的特征

简介

设备的传感器和执行器通过前连接器连接到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	将传感器和执行器接线
到前连接器，然后将其插入	I/O	模块中。	在将前连接器插入到	I/O	模块之前，可以将前连接
器接线到“预接线位置”以方便接线。

可从	I/O	模块中轻松卸下并更换完全接线的前连接器，在更换模块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前连接器的特征

	 	 	 	 	 	 	 	 	 	 	 	 	 	 	 	 	 	 	 	 	 	 	 	图	6-5	 前连接器

前连接器具有以下特性：

•	每个有	40	个夹点

•	夹紧技术：	弹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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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对 I/O 模块的前连接器接线

要求

•	电源电压已关闭。

•	根据所使用的夹紧技术准备电线。

需要的工具

3		至		3.5	mm	一字螺丝刀

对 I/O 模块的前连接器进行准备和接线

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操作对前连接器进行接线：

1.	根据需要关闭负载电源。

2.	向上旋转已接线的	I/O	模块前盖直至其锁定（图	1）。

3.	将前连接器接入预接线位置。	要这样做，需将前连接器挂到	I/O	模块底部，然后将其向上
旋转直至前连接器锁上（图	2）。

结果：	在此位置，前连接器仍然从	I/O	模块中凸出（图	3）。	但是，前连接器和	I/O

模块尚未进行电气连接。	通过预接线位置，可以轻松地对前连接器进行接线。

②① ③

图	6-6	 对不带屏蔽触点元件的	I/O	模块的前连接器接线

4.	开始将前连接器直接接入最终位置。

5.	使用固定夹将电缆束环绕，拉动该固定夹以将电缆束拉紧。

参考

有关将输入和输出接线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I/O	模块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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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I/O 模块的前连接器接线

1.	剥去电缆套管，套入指定型号的管型端子并压实。

2.	开始将前连接器直接接入最终位置（图	1）。

图 6-7		 I/O	模块的前连接器接线	(1)

3.	 	从下方将屏蔽线夹插入屏蔽支架中，以连接电缆套管（图	2）。

			图 6-8		 	 I/O	模块的前连接器接线	(2)

屏蔽端子的功能

屏蔽端子：

用于安装电缆套管（例如，对于模拟量模块）。

电缆套管上的干扰电流通过安装导轨从屏蔽连接转移到大地上。	在电缆进入开关面板时不需要
屏蔽连接。

参考

有关将输入和输出接线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I/O	模块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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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将前连接器接入最终位置

将前连接器从预接线位置移到最终位置

请按如下步骤进行操作将前连接器从预接线位置移到最终位置：

1.	使用 40 针前连接器提手握住前连接器。

2.	拉动 40 针前连接器提手，直至前连接器从其锁定位置释放。

3.	倾斜前连接器的顶部并将其稍微抬起。前连接器沿着导轨滑入最终位置。

图	6-9	 将前连接器从预接线位置移到最终位置

4.	将前连接器推回到	I/O	模块直至其锁上。	前连接器与	I/O	模块现在进行电气连接。

5.	将前盖向下旋转到位。根据电缆束的空间要求，存在多种锁定位置，因此可以根据需要来增
大所需的电缆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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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前连接器直接接入最终位置

请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将前连接器直接接入最终位置：

1.	使用 40 针前连接器提手握住前连接器。

2.	将前连接器的导销推入已向下移位的导轨。前连接器沿着导轨滑入最终位置。

图	6-10	 将前连接器直接接入最终位置

3.	倾斜前连接器并将其按入	I/O	模块，直至其锁上。前连接器与	I/O	模块现在进行电气连接。

4.	将前盖向下旋转到位。根据电缆束的空间要求，存在多种锁定位置，因此可以根据需要来增
大所需的电缆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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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标记 I/O 模块

6.8.1 标签条

简介

使用标签条来标记	I/O	模块的引脚分配。标签条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编写，并贴在前盖的外侧。

以下型号中提供了标签条：

预先准备交付时	I/O	模块随附的标签条。

请参见“附件 / 备件	( 页	117	)”一章。

准备和粘贴标签条

请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准备并安装标签条：

1.	标注标签条。

2.	将标签条滑出前盖。

①

①	 标签条

图	6-11	 使用标签条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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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可选标记

简介

在	I/O	模块上，前盖上有可用空间，允许在客户部件上进行额外标注或标记。

可选标记

前盖在其下方为可选标识符标签留有约	30	mm	x	8	mm	的空间。

①

①	 可用于设备标识符的空间

图	6-12		 可选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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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组态

为使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获知其组态方式（预设组态）及操作方式，必须组态各个硬件组件，
为其分配参数并将其互连。在组态软件中的设备和网络视图中执行这些操作。

“组态”是指在设备或网络视图中对各种设备和模块进行安排、设置和联网。	模块和模块支架
以图形方式显示。	与“实际”模块支架一样，设备视图允许插入规定数量的模块。

插入模块时，组态软件会自动分配地址。	地址可以随后进行更改。

启动控制器系统后，CPU	会比较已组态的预期组态和系统的实际组态。	可在硬件配置中，为	
CPU	对错误的响应分配参数。

" 参数分配 " 是指设置所用组件的属性。	因此会分配硬件参数和数据交换的设置：

•	可为其分配参数的模块属性

•	组件间数据交换的设置

这些参数将加载到	CPU	并在	CPU	启动期间传送给相应的模块。	因为设置的参数在启动期间
自动加载到新的模块，所以可轻松地更换模块。

读出现有站的组态

存在与	CPU	的连接时，可以从设备将此	CPU	的组态（包括可能存在的模块）加载到您的项
目中。

要执行该操作，应创建一个新项目。

图	7-1	 设备视图中的未指定	STEC3000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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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模块的属性

	

CPU	的属性对系统行为有特殊意义。	对于	CPU，可在组态软件中设置以下属性：	

启动特性	

接口的参数分配（例如，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FTP 服务器

循环时间（例如，最大循环时间）	

可设置的属性及相应的值范围可通过组态软件指定。		不可编辑的域呈灰显状态。	

参考

有关各个设置的信息，请参见在线帮助和相应	CPU	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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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地址分配

7.1.1 寻址 - 概述

简介

要寻址自动化组件或	I/O	模块，必须为其指定唯一的地址。	下面说明了各个地址区。

I/O 地址

该	I/O	地址（输入 / 输出地址）用于在用户程序中读取输入和设置输出。

在插入模块时组态软件会自动分配输入和输出地址。	每个模块均使用与其输入和输出数	据量
相对应的连续输入和 / 或输出地址区域。

图	7-2	 组态软件中的输入 / 输出地址示例

模块的地址区默认指定为过程映像分区	0（”自动更新“）。	过程映像分区在	CPU	的主循环
中进行更新。

设备地址（例如，以太网地址）

设备地址是可编程模块连接到子网的地址（例如，IP	地址）。	通过	这些地址可以在子网中寻
址各种设备，例如，用于下载用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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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对数字量模块进行寻址

简介

下面描述了数字量模块的寻址。	在用户程序中，您需要数字量模块的通道地址。

数字量模块地址

数字量模块的输入或输出地址由字节地址和位地址组成。	将会为数字量模块的通道分配位地址。

示例：	I	1.2

该示例包括：

I	 输入	 	 -

1	 字节地址	 字节地址取决于模块起始地址

2	 位地址	 	 从模块读取位地址

将数字量模块插入到空闲插槽中时，组态软件会分配默认地址。	可以更改组态软件中建议的默
认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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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通道地址的示例（数字量模块）

下图显示了如何确定数字量输入模块（例如	STEC-3041）的各个通道地址。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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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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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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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DI

a

Error

Run

Power

b

地址：a.0

地址：a.7
CH7

CH0

地址：b.0

地址：b.7

CH8

CH15

字节地址：

模块起始地址

字节地址：

模块起始地址+1

图	7-3	 分配通道地址的示例（数字量模块）

说明

还可以将符号名称分配给 STEC-3041 的	PLC	变量表中的地址。

参考

有关寻址和使用值状态分配地址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数字量模块手册以及组态软件的在线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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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对模拟量模块进行寻址

简介

下面描述了模拟量模块的寻址。	在用户程序中，您需要模拟量模块的通道地址。

模拟量模块地址

模拟量通道地址始终为字地址。	通道地址取决于模块起始地址	在组态软件中组态期间会自动
分配通道地址。根据模块起始地址，以递增顺序分配通道地址（在下图中，模块起始	地址为
256）。

将模拟量模块插入到空闲插槽中时，组态软件会分配默认地址。	可以更改组态软件中分配的默
认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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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通道地址的示例（模拟量模块）

下图显示了在模块起始地址为	256	时如何确定模拟量输入模块

（例如，AI 卡）的各个通道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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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分配通道地址的示例（模拟量模块）

说明

将名称分配给组态软件	PLC	变量表中的地址。

参考

有关寻址和使用值状态分配地址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模拟量模块手册以及组态软件的在线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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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过程映像

7.2.1 过程映像 - 概述

输入和输出的过程映像

用户程序对输入	(I) 	和输出	(O)	操作数区域寻址时，不会直接从	I/O	模块查询信号状态。	但是，
它会访问	CPU	的存储器区域。	此存储器区域包含信号状态映像，并调用过程映像。

过程映像的优点

使用过程映像的优点在于，程序循环执行过程中，访问的过程映像信号始终一致。	如果在程序
处理期间输入模块的信号状态更改，那么信号状态会保留在过程映像中。	在下一	个周期之前，
不会更新过程映像。

7.2.2 自动更新过程映像分区

更新过程映像分区

过程映像分区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	输入过程映像分区	(PIPI)

•	输出过程映像分区	(PIPO)

输入过程映像分区	(PIPI) 	始终在处理相关模块之前进行读入 / 更新。输出过程映像分区

(PIPO)	始终在模块结束时输出。

下图说明了过程映像分区的更新。

PIPI

读入	
处理所调用模块中的程序

PIPO

输出

图	7-5	 更新过程映像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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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调试

8.1 调试 STEC3000 - 概述

简介

在此部分中，将提供调试	STEC3000	的所需步骤的摘要信息。

调试需求

说明

必须确保设备安全。	因此，必须执行完整功能测试和必需的安全检查，然后才能调试设备。

还应在测试中考虑到任何可预测的错误。这样，可在运行过程中使人员或设备免遭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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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在首次上电前检查

在首次上电前检查

在首次上电前，请检查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安装和接线。

检查问题

以下问题可作为检查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指导文件，采用核对表形式。

机架

•	安装导轨是否牢固安装在墙壁、机架或机柜上？

•	是否正确安装电缆线槽？

•	是否留有最小间隙？

接地和机壳概念

•	安装导轨是否连接到保护性导线？

•	是否在所有安装导轨上在参考接地和地面之前正确建立连接？

•	受影响的模拟量元件是否连接了所需的低阻抗等电位连接电缆？

模块安装和布线

•	是否所有已插入 / 安装的模块都符合安装规划并对应	组态软件中的组态，且已牢固地固定在
安装导轨上？

•	是否所有接线的前连接器都对应电路图中的最终位置且已插入正确的模块中？

•	是否已安装正确的模块且已通过	U	型连接器互连？

•	U	型连接器是位于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外部模块的左侧还是右侧？

专用电源或负载电源

•	是否关闭所有专用电源和负载电源模块？

•	是否正确接线电源线连接器？

•	是否与线路电压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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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调试过程

要求

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处于“出厂设置”状态或已复位为“出厂设置”的	CPU

调试过程

在首次调试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时，建议遵循以下过程：

动作 备注

在	组态软件中配置硬件并执
行供电	平衡计算（另请参见
“特殊注意事	项：	CPU	作
为总线设备”）

请参见	专用电源使用注意事项	( 页 33		) 部分。

创建用户程序 请参见	组态软件在线帮助

插入所有必需模块 请参见	安装	( 页 35		) 部分

接线组合件（电源模块、前
连接器…） 请参见	接线	( 页 49		) 部分

首次上电 开启	CPU	和电源模块。	请参见	首次上电	( 页	76	) 部分。

LED	指示灯检查
有关	LED	指示灯含义的说明，请参见模块手册以及系统诊
断功能手册

(http://plc.shuoren.com/)。

在	组态软件中配置硬件并上
传到 CPU 请参见	TIA	Por tal	中的“在线和诊断”功能

测试输入和输出
以下功能有助于实现此目的：	在	STOP	模式下监视和控制
变量、测试	程序状态、强制、控制输出。	请参见	测试功能
和故障解决	( 页 85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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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首次上电

简介

以下过程描述了	CPU	的调试。

要求

•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已安装并接线。

CPU 首次上电

开启专用电源和负载电源。	

结果：

CPU	执行闪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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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操作模式

简介

操作模式说明了	CPU	的状态。	通过模式选择开关可选择下列操作状态：

•	STARTUP

•	RUN

•	STOP

CPU	前端的状态	LED	指示灯指示当前的操作模式。

参考

更多信息，请参见	组态软件在线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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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操作模式的转换

操作模式和操作模式的转换

下图描述了这些操作模式和操作模式的转换：

POWER 
ON

STOP

START UP

RUN

1

2 3

4

5

6

图	8-1	 操作模式和操作模式的转换

下表列出了操作模式转换的条件：

表格	8-	1	 操作模式的条件

编号 操作模式的转换 条件

①
POWER	ON	→

STARTUP

接通电源后，如果发生以下情况，CPU	将转入“STARTUP”
模式：

•	硬件配置与程序块一致。

•	设置了启动类型“暖启动	RUN”

			或

			设置了启动类型“在断电之前处于暖启动操作模式”

			且在断电之前处于	RUN	模式。

将清空非保持性存储器中的内容，并将非保持性	DB	中的内容
复位为装载存储器的起始值。	同时保留保持性存储器和保持
性	DB	中的内容。

②
POWER	ON	→

STOP

接通电源后，如果发生以下情况，CPU	将转入“STOP”模式：

•	硬件配置与程序块一致

		或

		设置了“不重启”启动类型。

将清空非保持性存储器中的内容，并将非保持性	DB	中的内容
复位为装载存储器的起始值。	同时保留保持性存储器和保持
性	DB	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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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操作模式的转换 条件

③ STOP	→	
STARTUP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CPU	将转入“STARTUP”操作模式：

•	硬件配置与程序块一致。

•	通过编程设备	CPU	设置为“RUN”，模式选择开关处于
RUN 位置

			或

•	模式选择开关从	STOP	切换到	RUN。	

将清空非保持性存储器中的内容，并将非保持性	DB	中的内容复
位为装载存储器的起始值。同时保留保持性存储器和保持性	DB	
中的内容。

④ STARTUP	→	
STOP

在下列“START-UP”情况下，CPU	将转入“STOP”操作模式：

•	在启动期间检测到错误。

•	从编程设备将	CPU	设置为“STOP”模式。

⑤ STARTUP	→	
RUN

在下列“START-UP”情况下，CPU	将转入“RUN”模式：

•	CPU	已对	PLC	变量进行了初始化。

•	CPU	已成功启动程序块。

⑥ RUN	→	STOP

在下列“RUN”情况下，CPU	将返回“STOP”操作模式：

•	检测到阻止继续处理的错误。

•	在用户程序中执行了	STOP	命令。

•	通过编程设备或模式选择开关将	CPU	设置为“STOP”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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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STARTUP”模式

功能

在	CPU	开始执行循环用户程序之前，将执行启动程序。

通过编写相应的启动程序块，可以在启动程序中指定循环程序的初始化变量。	即，可以在用	
户程序中创建一个或多个启动程序块，或者一个也不创建。

启动期间的特性

请注意以下几点有关“STARTUP”模式的内容：

•	根据相应模块的参数设置，禁用或响应所有输出：将提供参数中所设置的替换值或保	持上一
个值输出并将受控过程转为安全操作模式。

•	将初始化过程映像。

•	不会更新过程映像。

要在	STARTUP	过程中读取输入的当前状态，可以通过直接	I/O	访问来访问输入。	如果要
在	STARTUP	过程中初始化输出，则可通过过程映像或通过直接	I/O	访问写入	值。	在转换
到	RUN	模式过程中将在输出中输出这些值。

•	CPU	始终以暖启动方式启动。

–		将初始化非保持性位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时器。

–		将初始化数据块中的非保持性变量。

•	启动过程中，未运行任何循环时间监视。

在转换为“RUN”操作模式之前，无法启动其它任何	程序块。

期望组态和实际组态不匹配时的响应

期望组态是指加载到	CPU	中的组态。	实际组态是指控制器系统的实际组态。	取消启动

如果启动过程中出错，则将取消启动，同时	CPU	保持在“STOP”模式。	在以下情况下，将
不会执行启动或者会取消启动：

•	如果未下载硬件配置。

启动特性的参数分配

可以在	CPU	属性的“启动”(Star tup)	组中分配	CPU	特性参数。	有关组态启动行为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	操作模式转换	( 页	78	)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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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STOP”模式

功能

在“STOP”操作模式下，不执行用户程序。

根据相应模块的参数设置，禁用或响应所有输出：将提供参数中所设置的替换值或保持上一个
值输出并将控制过程转为安全操作模式。

8.4.4 “RUN”模式

功能

在“RUN”模式下，将执行循环、由时间驱动且由中断驱动的程序。	在每个程序周期内，将	
自动更新“自动更新”过程映像中的地址。	另请参见	过程映像和过程映像分区	( 页 72		) 部	
分。

执行用户程序

当	CPU	读取输入时，循环程序会从第一条指令运行到最后一条指令。	如果已组态最小循环时
间，则	CPU	将在最小循环时间用完后结束该循环，即使用户程序	提早完成。

设置的最大循环时间可根据需求进行调整。	这将确保循环程序在指定时间内完成。	如果在此
时间内循环程序未完成运行，则系统将响应一个时间错误。	硬件中断和诊断中断等更多事件可
以中断循环程序流并导致循环时间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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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 存储器自动复位

存储器自动复位的可能原因

如果发生错误而无法进行常规的进一步处理，则	CPU	将执行存储器自动复位。	此类错误的原
因可能有：

•	用户程序过大，无法完全加载到工作存储器中。

•	硕人时代	存储卡中的项目数据损坏，例如，文件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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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维护

9.1 卸下和插入 I/O 模块

只能在断电后插入或卸下前连接器和	I/O	模块。

注意	

可能导致物理损坏	

如果安装或卸下仍在通电状态的前连接器和 / 或	I/O	模块，则可能导致设备出现不确定的情
况。	

从而可能导致	STEC3000	自动化系统发生物理损坏。	

因此，只能安装 / 卸下处于断电状态的前连接器和 / 或	I/O	模块。	

在设备规划过程中，请务必确保遵循相关的要求、标准和安全指南

9.2 不支持直接断电

软件系统未正常关闭前断电会造成部分或全部文件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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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测试功能和故障排除

10.1 测试功能

简介

可以测试用户程序在	CPU	中的操作情况。	还可以监视信号状态和变量值，并在程序运行期间
为变量赋值以便仿真特定情景。

说明	: 使用测试功能

使用测试功能可能会影响程序执行时间，从而导致控制器的循环时间和响应时间稍有延长（几
毫秒）。

要求

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在线连接到相关的	CPU。

•	CPU	中必须有可执行程序。

测试方式

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测试：

•	通过程序状态进行测试

•	通过监控表进行测试

•	通过跟踪和逻辑分析器功能进行测试

通过程序状态进行测试

通过程序状态可以监视程序的执行情况。	可通过显示的操作数的值和逻辑运算结果 (RLO)，识
别和修正程序中的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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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监控表进行测试

监控表中可以使用以下功能：

•	监视变量

通过该功能可以在	PC	上监视用户程序或	CPU	中各变量的当前值。	可使用以下操作数区域：

–		输入和输出（过程映像）和位存储器

–		数据块的内容

–		外设输入和外设输出

–		定时器和计数器

•	修改变量

通过该功能可以将固定值分配给用户程序或	CPU	中的各个变量。	通过程序状态进行测试时，
也可以进行修改。

可修改以下操作数区域：

–		输入和输出（过程映像）和位存储器

–		数据块的内容

–	外设输入和外设输出（例如，%I0.0:P，%Q0.0:P）

–		定时器和计数器

通过跟踪和逻辑分析器功能进行测试

跟踪功能用于根据可设置的触发条件记录	CPU	变量。	例如，变量为	CPU	的驱动参数或系统
和用户变量。	记录的数据将保存到	CPU	中，并在需要时由	组态软件显示并读出。

仿真

通过组态软件，可以在仿真环境中运行并测试项目的硬件和软件。	点击仿真按钮启动仿真。	

参考

有关测试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组态软件在线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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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硕人时代 存储卡

11.1 硕人时代 存储卡 - 概述

简介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使用	硕人时代	存储卡作为程序存储器。	硕人时代		存储卡是与
Windows	文件系统兼容的预格式化存储卡。	此存储卡具有各种存储空间大小，并可用于下列
目的：		

•	程序卡		

需要使用市售	SD	读卡器通过	PG/PC	读	/	写硕人时代存储卡。	这样就可使用	Windows	
Explorer	将文件直接复制到硕人时代存储卡。	

只有插入硕人时代存储卡后，才能操作 CPU。

硕人时代 存储卡上的文件夹和文件

硕人时代	存储卡中可包含以下文件夹和文件：

表格	11-	1	 文件夹结构

文件夹 描述

stec3000 STEC3000 组态软件及 CPU 板卡配置文件及程序模块
文件

表格	11-	2	 文件结构

文件类型 描述

stec3000\conf\boardcard. ini STEC3000	CPU 板卡配置信息

stec3000\conf\comminfo.
conf STEC3000	CPU 编号配置信息

stec3000\conf\netinfo.conf STEC3000	CPU 的本地网络配置信息

stec3000\conf\registerip.
conf STEC3000 组态软件上位机 IP 信息

stec3000\conf\
BoardCardIOConfig. ini STEC3000 组态软件板卡配置文件

stec3000\conf\
BoardCardSoftConfig. ini STEC3000 组态软件板卡信息文件

stec3000\srs\*.srs 用户自定义脚本文件

IECPRG PLC 程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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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 硕人时代 存储卡

只有在	CPU	处于	POWER	OFF 时，才能移除	硕人时代	存储卡。	

•	文件的数据内容不完整	

•	文件不可读或不存在	

•	整个数据内容中存在错误。

从 Windows 计算机中移除 硕人时代 存储卡

如果使用	Windows	环境中商用读卡器读取该存储卡，则在从读卡器中拔除该卡之前应使	用
“弹出”(Eject)	功能，	否则，数据可能会丢失。

删除 硕人时代 存储卡中的内容

可通过以下方式删除	硕人时代	存储卡中的内容：

●			使用	Windows	文件管理器删除文件

说明	

如果使用	Windows	实用程序格式化该卡，则格式化后的	硕人时代	存储卡将无法用作	CPU	
的存储介质。	

不能删除存储卡中的文件和文件夹，	如果删除这些文件和文件夹，则	CPU	将无法再使用该硕
人时代存储卡。

格式化 硕人时代 存储卡

说明

格式化	硕人时代	存储卡只能在	CPU	上执行。	否则，硕人时代	存储卡将不能用于 STEC3000	
CPU。

硕人时代 存储卡的使用寿命

硕人时代	存储卡的使用寿命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	删除或写过程的次数

•	外部环境影响，例如，环境温度

环境温度高达	60	℃	时，硕人时代	存储卡上可至少进行	100,000	次删除 / 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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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程序执行的基本知识

12.1 事件和 OB

OB 启动事件

发生	OB	启动事件时将导致以下响应：

•	如果事件来自于一个已分配	OB	的事件源，则该事件将触发所分配的	OB	执行。这意味着该
事件将按照优先级进行排列。

•	如果事件来自尚未分配	OB	的事件源，则将执行默认的系统响应。	

说明

某些事件源无需组态就已存在（如启动、拔出 / 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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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简要说明了	OB	启动事件，包括	OB	优先级的值、OB	编号、默认的系统响应和	OB 的个数。	
此表按	OB	编号以升序排序。

事件源的类型 优先级（默认优先
级） OB	编号 默认的系统

响应
OB	数
目

启动 * 1 100,	≥	123 忽略 0	至	
100

循环程序 * 1 1,	≥	123 忽略 0	至	
100

时间中断 * 2	到	24	(2) 10	至	17，≥	
123 不适用 0	至	

20

延时中断 * 2	到	24	(3) 20	至	23，≥	
123 不适用 0	至	

20

循环中断 * 2	至	24（8	至	
17，与	频率有关）

30	至	38，≥	
123 不适用 0	至	

20

硬件中断 * 2	到	26	(18) 40	至	47，≥	
123 忽略 0	至	

50

状态中断 2	到	24	(4) 55 忽略 0	或	1

更新中断 2	到	24	(4) 56 忽略 0	或	1

制造商或配置文件特定的中
断 2	到	24	(4) 57 忽略 0	或	1

等时同步模式中断 16	到	26	(21) 61	至	64，≥	
123 忽略 0	至	2

时间错误
22 80

忽略
0	或	1

一旦超出最大循环时间 STOP

诊断错误中断 2	到	26	(5) 82 忽略 0	或	1

卸下 / 插入模块 2	到	26	(6) 83 忽略 0	或	1

机架错误 2	到	26	(6) 86 忽略 0	或	1

MC	伺服中断 17	到	26	(25) 91 不适用 0	或	1

MC	插补器中断 16	到	26	(24) 92 不适用 0	或	1

编程错误（仅限全局错误处
理） 2	到	26	(7) 121 STOP 0	或	1

I/O	访问错误

（仅限全局错误处理）
2	到	26	(7) 121 忽略 0	或	1

*	除了永久分配的	OB	编号还包含这些事件源（请参见列：OB	编号），也可通过	TIA	Por tal	
分配	≥	123	范围内	的	OB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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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源与 OB 间的分配

OB	类型将确定	OB	与事件源间分配的位置：

•	对于硬件中断和等时同步模式中断，将在配置硬件或创建	OB	时进行分配。

•	当添加了“STEC3000	Motion	Control”工艺对象时，组态软件将	OB	91/92	自动分配
给 MC-Ser vo	中断和	MC-Interpolator	中断。

•	对于其它所有的	OB	类型，将在创建	OB	时（也可能在组态事件源后）进行分配。	

对于硬件中断，可在指令	AT TACH	和	DETACH	的运行期间对之前的分配进行更改。	在	这种
情况下，只更改实际有效的分配，而不是所组态的分配。	组态的分配将在加载后以	及每次启
动时生效。

将忽略那些组态中没有分配	OB	的硬件中断以及	DETACH	指令后发生的硬件中断。	除了	需
要在相关事件发生时检查	OB	是否并未分配给一个事件，而且需要在实际发生了硬件中	断时检
查。

OB 优先级和运行时特性

STEC3000	CPU	支持的优先级从	1（最低）到	26（最高）。	启动事件将按定义的优先级执	行。	
启动事件的执行过程中，包括更新每个分配的	OB	的过程映像分区和执行用户代码。

OB	将只根据优先级执行：	这意味着，同时发出多个	OB	请求时，将首先执行优先级最高的
OB。	如果所发生事件的优先级高于当前执行的	OB，则中断此	OB	的执行。	优先级相	同的事
件，将按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处理。

说明	

通信

通信优先级始终为	15，这样就可为	OB	分配大于	15	的优先级，以便这些	OB	不会被通信

中断。

参考

有关组织块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组态软件在线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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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CPU 的过载特性

CPU 过载特性的原理

以下部分我们假设，每个事件源都分配了一个	OB	且这些	OB	具有相同的优先级。	第二	个假
设条件只是为了简化情景说明。

当一个事件发生时，将触发相关	OB	的执行。	根据	OB	优先级和当前处理器的负载情	况，在
大多数情况下，在执行	OB	之前会发生一段时间的延时。	因此，在处理属于先前

事件的	OB	前，相同的事件可能会再次或多次发生。	CPU	将按以下方式处理这种情况：	根据
发生的顺序，操作系统将按照它们的优先级对这些事件进行排列。

如果要控制临时过载，则可以限制与同一源相关的未决事件数量。	当达到一个特定循环	中断	
OB	中未决启动事件的最大数目时，将丢弃下一事件。

当同一个源的事件的发生速度大于	CPU	的处理速度时，将会发生过载。	我们将在后继章节中，
介绍更多详细信息。

丢弃类似事件或稍后执行

下面提及的术语“类似事件”是指单个源中的事件，如特定循环中断	OB	中的启动事件。

OB	参数“待排队的事件”(Events	to	be	queued)	用于指定操作系统置于相关队列中将稍
后	处理的类似事件的数目。	例如，如果此参数值为	1，则仅临时存储一个事件。

说明	

通常后期不再对循环事件在进行处理，这是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相同或较低优先级的	OB 发生
过载。	因此，通常会在处理下一个调度的	OB	过程中丢弃类似事件的执行来避免发生过载情况。	
“待排队的事件”(Events	to	be	queued)	的值比较低，可确保减轻过载情况而非加重这种
情况。

例如，如果达到循环中断	OB	的最大启动事件数目，则只对每个额外的启动事件进行计	数，然
后将其丢弃。	在	OB	的下一调度执行过程中，可在“Event_Count”输入参数中（以启动信
息形式）获取已丢弃启动事件的数目。	然后对过载情况作出适当响应。	然后，CPU	将丢失事
件的计数器设置为	0。

例如，如果	CPU	丢弃了循环中断	OB	的启动事件，那么之后的行为特性将取决于	OB	参	数“报
告事件溢出到诊断缓冲区”(Repor t	event	overrun	into	diagnostic	buffer)：	如果选中	
了该复选框，CPU	将在诊断缓冲区中对此事件源的过载情况输入事件	DW#16#0002:3507	
一次。	与此事件源相关事件	DW#16#0002:3507	的其它诊断缓冲区条目都将禁用，直到后
期对该源的事件进行了处理。

时间错误 OB 请求的阈值机制

OB	参数“启用时间错误”(Enable	t ime	error)	用于指定在达到类似事件的指定过载级别时
是	否调用时间错误中断。

如果调用（选中复选框），则需使用	OB	参数“时间错误的事件阈值”(Event	threshold	for	
t ime	error)	指定调用时间错误中断时队列中类似事件的数量。	例如，如果参数值为	1，则	
在诊断缓冲区中输入事件	DW#16#0002:3502	一次，并在发生第二个事件时请求时间错	误
中断。	与此事件源相关事件	DW#16#0002:3502	的其它诊断缓冲区条目都将禁用，直到后
期对该源的事件进行了处理。

因此，在发生过载时可选择在尚未达到类似事件限值之前和丢弃事件之前编程一个响应。

下列值范围适用于“时间错误的事件阈值”(Event	threshold	for	t ime	error)	参数。	1	≤	
" 时间	错误的事件阈值”	<=	“待排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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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保护

13.1 CPU 保护功能的概述

简介

本章描述了下列用于防止对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进行未经授权的访问的功能：

•	访问保护

•	防拷贝保护

通过锁定 CPU 进行保护

可以使用坚固的前盖板，防止	CPU	免到受未经授权的访问。	例如，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锁定：

•	加盖印章

•	使用锁具锁定前盖板（锁孔直径：	3	mm）

图	13-1		 CPU	上的锁扣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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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技术规范

14.1 标准和认证

简介

通用技术规范中的内容：

•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应遵循和符合的标准值和测试值。

•	测试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时的测试环境。

说明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组件的相关信息	最新有效标志和认证将印刷在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
的组件上。

模块的技术规范

有关各个模块的技术规划，请参见各模块的手册。	如果本文档中的数据与手册中的有所出入，
则优先使用产品手册中的技术数据。

警告

可能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	在危险区域中，如果在	STEC3000	自动化系统的运行过
程中拔除插入式连接，可能会造成人员伤害和物品损坏。	在易爆环境中，请务必在断开	
STEC3000	自动化系统的电源时断开插入式连接。	

警告

爆炸危险	如果更换组件，则可能会影响“等级	I，分区	2”属性。	

警告

装配要求	该设备仅适用于等级	I，分区	2，组	A、B、C、D，或非危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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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C3000 控制器系统满足标准

IEC	61131-2（可编程逻辑控制器，部分	2：	设备要求和测试）的要求和条件。

工业用途

硕人时代	产品专用于工业应用。

表格	14-	1	 工业用途

应用领域 干扰辐射要求 抗干扰要求

工业 GB/T	17799.4 GB/T	17799.2

在住宅区使用

说明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旨在工业区域内使用；在住宅区内使用可能会影响无线电	/	电视接收。

如果在住宅区使用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必须确保射频干扰强度符合	GB	4824	的	B	类	限
制值。

实现	RF 干扰限制等级	B	的有效措施有多种，包括：

•	在接地的开关面板 / 控制柜中安装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

•	在供电线路中使用噪声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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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电磁兼容性

定义

电磁兼容性	(EMC)	是指电气设备在其电磁环境中正常运行且不干扰环境的能力。	

STEC-3000	PLC 系统符合 GB/T	17626 的 EMC 规范。

前提条件是	

STEC3000	系统符合电子设备的相关要求和准则。

脉冲型干扰

下表列出了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对于脉冲型干扰的电磁兼容性。

表格	14-	2	 脉冲型干扰

脉冲型干扰 测试电压 对应的严酷等级	

符合	GB/T	17799.2 的静电放电。
空气放电：	±8	kV

接触放电：	±4	kV

3

2

符合 GB/T	17799.2		的短脉冲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干扰）

±2	kV（电源线）

±2	kV（信号电缆	>	30	m）

±1	kV（信号电缆	<	30	m）

3

3

（符合	GB/T	17799.2		的高能单脉
冲	（浪涌）		需要外部保护电路（不
适	用于		230		V		模块）	 3

	 	 	不对称耦合

±2	kV（电源线）	带保护元件的	
DC

±2	kV（信号 / 数据线	>	30	m），	
带保护元件

			对称耦合

±1	kV（电源线）带保护元件的	
DC

±1	kV（信号 / 数据线	>	30	m），	
带保护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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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弦波干扰

下表列出了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对于正弦波干扰（RF	辐射）的电磁兼容性。

表格	14-	3	 RF	辐射的正弦波干扰

符合 GB/T	17999.2 的		RF		辐射	

电磁	RF	场，振幅调制		
对应的严酷等级

80	%		AM（1	kHz）

80	到		1000	MHz； 10	V/m

31.4	到		2		GHz 3	V/m

2.0	GHz	到	2.7	GHz 1	V/m

下表列出了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对于正弦波干扰（RF	耦合）的电磁兼容性。

表格	15-	4	 RF	耦合的正弦波干扰

符合 GB/T	17999.2	的		RF		耦合	 对应的严酷等级	

从		10	kHz	起

3

10	Vrms	

80	%		AM（1	kHz）	

150	Ω		源阻抗	

射频干扰

符合	GB/T	17799.2	的电磁场的干扰辐射：	A	类限制值，组	1（测量距离为	10	m）。

格	14-	4	 外壳端口的电磁场的干扰辐射	

频率 干扰辐射

30	MHz	到	230	MHz <	40	dB	(µV/m)	QP

230	MHz	到	1000	MHz <	47	dB	(µV/m)	QP

表格	14-	5	 交流电源端口的干扰辐射	

频率 干扰辐射

0.15	MHz	到		0.5	MHz	
<		79	dB	(µV/m)	Q	

<		66	dB	(µV/m)	M

0.5	MHz	到		30	MHz
<		73	dB	(µV/m)	Q	

<		60	dB	(µV/m)	M

通过符合 GB/T	17799.2	的	AC	电源的干扰辐射：	A	类限制值，组	1（测量距离为	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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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运输和存储条件

简介

对于运输和储存条件，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符合 GB/T	15969.2-2008	的要求。以下技术
数据适用于使用原始包装的模块。

模块的运输和存储条件

表格	14-	6	 模块的运输和存储条件

情况类型 允许范围

自由落体（在运输包装中） 下落高度≤		1	m，跌落次数≤ 5 次（带包装的发运质量
＜ 10kg）

温度 从	-40	° C	到	+70	° C

大气压 0m ～ 3000m（不低于 70kPa）（只适用于运输）

相对湿度 10%	到	95%，无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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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机械和气候环境条件

工作条件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适用于不受气候影响的固定位置。运行条件超出标准 GB/T	4798.2-
2008	的要求。

机械环境条件测试

下表列出了有关机械环境条件测试类型及范围的重要信息。

表格	14-	7	 机械环境条件测试

测试条件 测试标准 备注

振动
符合	GB/15969.2-
2008	4.2.1	的振动测
试（正弦）

振动类型：		变化率为		1		倍频程	/	分钟的频率扫描。	
5		Hz		≤		f 	 	≤		8.4		Hz，1.75	mm 位移，	恒定振幅

8.4		Hz		≤		f 	 	≤		150		Hz，0.5g	加速度，恒定振幅

振动持续时间：		在		3		个互相垂直的坐标轴上，每个
坐	标轴为		10	次频率扫描	

抗冲击性
符合	GB/15969.2-
2008	4.2.2	的冲击测
试

冲击类型半正弦波

冲击强度：	15	g	最大值，11	ms	持续时间

冲击方向：	在	3	个互相垂直的坐标轴上，在每个坐标
轴的	+/- 方向各进行	3	次冲击

振动减小

如果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正遭受严重冲击或振荡，请采取适当措施来降低加速度或振幅。	

建议将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安装在减震材料（例如，橡胶金属防震装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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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环境条件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可用于以下气候环境条件：

表格	14-	8	 气候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 允许范围 备注

温度：

水平安装位置：

垂直安装位置：

0	° C	至	60	° C

0	° C	至	40	° C

-

温度变化 10	K/h -

相对湿度 从	10	%	到	95	%
无凝露，相当于符合	GB/15969.2-
2008	部分	2	中规定	的	2	级相对湿度	
(RH)

海拔高度 ≤	2000	m -

污染物浓度
通常指只出现不导电的污
染。但必须预料到偶然因凝
露引起暂时的导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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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有关绝缘测试、保护等级、防护等级和额定电压的信息

绝缘

根据	GB/T	15969	的需要指定绝缘装置。

说明

对于具有	24	V	DC	电源电压的模块，将对最大	60	V	AC	/	75	V	DC	指定电气隔离，并根据
GB/T	15969	指定基本绝缘装置。

符合 GB/T 15969 的污染等级 / 过压类别

•	污染等级	2（即只出现不导电的污染，但必须预料到偶然因凝露引起暂时的导电。）

•	过压类别：II

防护等级 IP20

对于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所有模块，符合 GB	4208-2008	的防护等级	IP20，即：

•	防止与标准测试手指接触

•	防止直径超过	12.5	mm	的异物

•	无防水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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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运行电压

在下表列出了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可正常运行的额定电压和相应范围。

选择额定电压时，请注意应为每个模块选择电源电压。

表格	14-	9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所有模块的额定电压（运行时）

额定电压 容差范围

24	V	DC 19.2	V	DC	至	28.8	V	DC	 1

230	V	AC 187	V	AC	至	264	V	AC

1	 静态值：	创建为功能性超低电压，带有符合	GB/T	16895.21	的安全电气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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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尺寸图

A.1 安装导轨的尺寸图

在本附录中，提供安装导轨的尺寸图。

安装导轨 400mm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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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

15

20

82
.2

M5

400
A

A

16
5.

3

15.7

6

35
90

°

A-A 
1 : 1

图 A-1	安装导轨 4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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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导轨 6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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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安装导轨 6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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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导轨 97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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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安装导轨 97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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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导轨 1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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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2

技术要求

1、去毛刺。
2、未注公差标准应符合GB/T1804-2000-m。
3、形位公差按GB1184-1996-H。
4、表面高光导电本色阳极化。

北京硕人时代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2 3 4

A

B

4321

B

A

审核

校核

设计

标记 处数 分区 更改文件号 签名 年 月 日

工艺

标准化

批准

阶 段 标 记

共  张 第  张

重量 比例

  日期

  签字

底图总号

旧底图总号

描校

描图

借(通)用件登记

零 件 代 号

版本

主管设计

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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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C3000 安装导轨

铣长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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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

1、去毛刺。
2、未注公差标准应符合GB/T1804-2000-m。
3、形位公差按GB1184-1996-H。
4、表面高光导电本色阳极化。

北京硕人时代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2 3 4

A

B

4321

B

A

审核

校核

设计

标记 处数 分区 更改文件号 签名 年 月 日

工艺

标准化

批准

阶 段 标 记

共  张 第  张

重量 比例

  日期

  签字

底图总号

旧底图总号

描校

描图

借(通)用件登记

零 件 代 号

版本

主管设计

替代

2ּך1
STEC3000 安装导轨

铣长孔图

图 A-4	安装导轨 1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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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导轨 2000mm

2000

15.7

35

图 A-5	 	安装导轨 2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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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CPU 的尺寸图

在本附录中，提供了安装导轨上安装的	CPU	的尺寸图以及打开前盖板时的尺寸图。请务必遵
守在控制柜、控制室等地方安装时的具体尺寸要求。

165 mm152 mm

171 mm
140 mm

149 mm

图	A-6	CPU	的尺寸图（宽	35	mm），正视图和侧视

288 mm

图	A-7	 CPU	的尺寸图，打开前盖板时的侧视图

说明	最小间隙

注意，安装导轨上下至少各留有	25	mm	的间隙，请参见“安装	( 页 35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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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I/O 模块的尺寸图

在本附录中，提供了安装导轨上安装的模块的尺寸图以及打开前盖板时的尺寸图。请务必遵守
在控制柜、控制室等地方安装时的具体尺寸要求。

165 mm152 mm

37 mm

140 mm

149 mm

图	A-8	 	 I/O	模块的尺寸图，正视图和侧视图

288 mm

图	A-9	 	 I/O	模块的尺寸图，打开前盖板时的侧视图	

说明	最小间隙

注意，安装导轨上下至少各留有	25	mm	的间隙，请参见“安装	( 页 35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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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带有屏蔽端子元件的 I/O 模块的尺寸图

下图显示了带有屏蔽端子元件的	I/O	模块的正视图和侧视图。

206 mm199 mm

37 mm

152 mm

143 mm

148 mm152 mm

143 mm

图	A-10	带有屏蔽连接元件的	I/O	模块的尺寸图，正视图和侧视图	

288 mm

图	A-11	 带有屏蔽连接元件的	I/O	模块的尺寸图，打开前盖板时的侧视图

说明	最小间隙

注意，安装导轨上下至少各留有	25	mm	的间隙，请参见“安装	( 页 35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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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专用电源的尺寸图

在本附录中，提供了安装导轨上安装的专用电源的尺寸图以及打开前盖板时的尺寸图。请	务必
遵守在控制柜、控制室等地方安装时的具体尺寸要求。

156 mm 165 mm

140 mm

149 mm

143 mm

148 mm

37 mm

图	A-12	 专用电源的尺寸图，正视图和侧视图

288 mm

图	A-13	 专用电源的尺寸图，打开前盖板时的侧视图

说明	最小间隙

注意，安装导轨上下至少各留有	25	mm	的间隙，请参见“安装	( 页	35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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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屏蔽支架的尺寸图

在本附录中，提供了屏蔽支架的尺寸图（正视图和侧视图）

35 mm

42 mm

图	A-14	 屏蔽支架的尺寸图

A.7 屏蔽线夹的尺寸图

在本附录中，提供了屏蔽线夹的尺寸图（正视图和侧视图）

35 mm

48 mm

图	A-15	 屏蔽线夹的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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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标签条的尺寸图

在本附录中，提供了标签条的尺寸图。

图	A-16	 标签条的尺寸图

85 mm

2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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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接口模块的尺寸图

此附录包含安装导轨上安装的接口模块以及屏蔽托架的尺寸图。请务必遵守在控制柜、控制室
等地方安装时的具体尺寸要求。

37 mm

165 mm152 mm 148 mm152 mm

140 mm

149 mm

图	A-17	 接口模块的尺寸图，正视图和侧视图

288 mm

图	A-18	 接口模块的尺寸图，打开前盖板时的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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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件 / 备件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附件

表格	B-	1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附件

描述 订货号

安装导轨

•			安装导轨，400	mm（带钻孔） 303030002

•		 	安装导轨，640	mm（带钻孔） 303030003

•	 	 	安装导轨，970	mm（带钻孔） 303030004

•	 	 	安装导轨，1300	mm（带钻孔） 303030005

•	 	 	安装导轨，2000	mm（不带钻孔） 303030006

前连接器 201011014

电源电压的	4	插头的连接插头（备件） 201011016

标签条 305060182

U	型连接器（备件） 101011044

I/O	屏蔽套件（包括：	屏蔽支架和屏蔽线夹）（备件） 201011015

DI 模块的前盖板（备件）包括一个标签条 201011017

DO 模块的前盖板（备件）包括一个标签条 201011017

AI 模块的前盖板（备件）包括一个标签条 201011017

AO 模块的前盖板（备件）包括一个标签条 201011017

DIDO 模块的前盖板（备件）包括一个标签条 201011017

AIAO 模块的前盖板（备件）包括一个标签条 201011017

系统电源模块的前盖板（备件） 302010181

接口模块的前盖板 302010184

硕人时代 存储卡

表格	B-	2	 硕人时代	存储卡

订货号 容量

301160002 16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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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产品目录

有关	STEC3000	控制器系统的其它订购号，请访问	Internet	(http://plc.shuoren.com/)	
上的在线产品目录和在线订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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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服务与支持

全生命周期内的技术服务 

我们在产品的整个生产周期内对您提供技术服务。这些环节包括产品的选型、评估、应用方案
设计、二次开发、调试等环节。	

我们的服务和支持时刻伴在您的左右，为您解决所有的硕人时代科技自动化和智能应用技术问
题。在您的身边，将有一支由经验丰富的专家所组成的团队，为您提供积极的支持和专业技	术。	

我们的员工将定期为您开展各种培训课程并与您保持密切的联	系，以确保在各种领域为您提供
可靠的服务	

在线支持 

全面的在线信息平台，可以随时随地为您提供全面的服务与支持。	

您可以在	Internet	上找到在线支持，地址如下：	Internet		(http://plc.shuoren.com/)。

技术咨询 

全面地为您的项目进行规划和设计：	我们的规划和设计内涵盖了实际状态的详细分析、	目标	
定义、产品和系统问题咨询，以及自动化和有化解决方案的创建。	

技术支持 

除了为客户提供有关技术问题的专家建议，我们还提供大量针对我们产品和系统的按需服务。	
您可以在 Internet	上找到技术支持，地址如下：	Internet		(http://plc.shuoren.com/)。

培训 

我们为您提供的各种实践专业知识，助您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您可以在	Internet	上找到我们提供的培训课程，地址如下：	Internet	(http://plc. 	
shuoren.com/)。	

工程组态支持 

在项目工程组态和开发阶段，我们将专门针对您的要求进行量身定制的服务支持，涵盖了从自	
动化项目组态到实施的所有阶段。	

现场服务 

我们的现场服务为您提供调试和维护服务，以确保您的设备和工厂始终处于运行状态。	

备件 

持久的可靠性是工厂和系统在运作时的必要条件。	我们一开始就为您提供所需的支持，使工厂
和系统运行通畅	。

维修 

停机会在工厂中和系统导致各种问题的产生并由此引发不必要的成本。	我们通过维修设	施，
可以帮助您将这两者的成本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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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 

在设备和工厂的服务寿命期间，通常有很大的空间来提高生产力或降低成本。为了帮助您实现	
这一终极目标，我们提供了全面的优化服务。	

智能化改造 

在智能化改造时，您也将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将提供有从规划阶段直到调试完成的全面服务。	

联系方式 

针对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应用的所有产品，我	们都为您提供咨询、销售、培训、服务、支持、备
件等服务。	

您可以在下列地址找到联系人员联系方式：	Internet	(http://plc.shuor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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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I/O 模块

可通过一个	CPU	或一个接口模块操作的所有模块。

MAC 地址

全球唯一设备标识，出厂时已为每个设备分配了全球唯一设备标识。	该	6	字节地址中包含一
个	3	字节的制造商	ID	和一个	3	字节的设备	ID（序列号）。	MAC	地址通	常清晰地印在设备上。

PELV

Protective	Extra	Low	Voltage	=	带有安全隔离的接地超低电压

SELV

Safety	Extra	Low	Voltage	=	安全超低电压

标识数据

保存在模块中的信息，可供用户复查系统组态以及查找硬件变更信息。

波特率

数据传输率，指示每秒传输的比特数（波特率	=	比特率）。

参考电位

可以通过观察和 / 或测量所涉及电路电压的电位。

参数赋值

参数分配是指将参数从	IO	控制器 /	DP	主站传送到	IO	设备 /	DP	从站。

从站

从站只有在收到主站请求后才能与主站进行数据交换。

大地

接地即意味着任意点的电位都为零。	单个设备中所有互连的不活动组件，即便在发生故障时也
不能连接任何危险触点电压。

等电位连接

一种电气连接（等电位连接导线），使电气设备部件和其它导电部件处于相等或近似相等	的电位，
以避免在它们之间产生干扰电压或危险电压。

非隔离的模块

对于非隔离的输入和输出模块，控制电路和负载电路的参考电位是电气互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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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 I/O 系统

带有按分布式方式组态的输入和输出模块的系统，距离对其进行控制的	CPU	较远。

负载电源

为模块输入 / 输出电路、传感器和执行器供电。

隔离的模块

对于隔离的输入 / 输出模块，控制电路和负载电路的参考电位是电隔离的，例如通过光频	隔离
器、继电器或发送器进行隔离。	输入 / 输出电路可以连接到公共电位。

功能性接地

功能接地是电路和大地之间的低阻抗电流路径。	功能性接地并未设计成安全防护功能，	而是
设计成抗扰性功能。

固件更新

在功能增强后，将模块的固件版本升级至最新的固件版本（更新）。

过程映像 (I/O)

CPU	将来自输入和输出模块的值传送至该存储区域。	在开始执行循环程序时，将输入模	块的
信号状态传输到输入的过程映像中。	循环程序结束时，输出的过程映像将以信号状	态传输到
输出模块中。

接地

接地意味着通过一个接地系统将导电部件连接至接地电极。

接口模块

分布式	I/O	系统中的模块。	接口模块通过现场总线将分布式	I/O	系统连接到	CPU（IO	控	制
器），并为	I/O	模块准备数据或从中获取数据。

节点

可通过总线发送、接收或放大数据的设备。

专用电源

通过背板总线为	I/O	模块供电。

压接

连接两个组件的过程（例如，通过塑料制品连接末端套管和电缆）。

预接线

在使用	I/O	控制器上的前连接器前，应先将前连接器与电气系统进行接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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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用于对错误、故障和报警进行检测、定位、分类、显示以及进行进一步判断的监视功能。	在系
统运行期间，将自动运行以上功能。	这样，可通过缩短调试时间和停机时间提高系	统可用性。

值状态

值状态是数字量输入信号的附加二进制信息。	值状态与过程信号同时输入到过程映像输	入中，
并提供有关该信号有效性的信息。

控制器系统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适用于过程工程行业和制造技术中过程链的闭环和开环控制。	自动	化系
统中包含有各种组件并集成有许多系统功能，具体取决于自动化任务。

总线

连接现场总线系统中所有节点的公共传输路径；定义有两个端点。

总线电缆接口

总线节点和总线电缆之间的物理连接。

组态

系统地排列各个模块（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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