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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 关于工作环境： 
 

 关于计数器的工作环境的温

度、湿度。请勿超过各产品的

说明书上额定值 
 

 存在贮存温度规定范围内的

地方。当在-10℃以下的地方

贮存后使用，请先在常温下放

置 3 小时以上然后再通电。 
 

 请不要多尘埃，腐蚀气体和直

接日照的环境中使用 
 

 当在有静电环境中使用时，计

数器要离开静电发生源。 
 

 请注意计数器的外动壳会被

有机溶剂，强碱，强酸物质侵

蚀 
 
█  继电器使用情况： 
 

 计数器内部的继电器在使用

时请勿超过允许的电流电压。

否则会造成绝缘不良，接点融

化，接触不良及继电器破损烧

毁。如果负载超过允许的电流

电压，请使用中间继电器，接

触器等。 
 计数器为非防爆型产品请勿

在有易燃，易爆的气体场合使

用。继电器开关产生的电弧可

能引发火灾和爆炸。 
█  无接点输出 
 

 无接点输出请勿超过允许的

电流电压，否则会造成短路等

故障 
 在使用直流感性负载时请使

用续流二极管。 

 
 

  
         正确配线        

 
 强电与弱电应分开配线，长度要

短，弱电线请使用屏蔽导线，屏蔽

网应接地。因为如果把弱电线与电

源线动力线，高压线配在同一管道

或是绞合配线就会产生干扰，有可

能产生误动作。这是电子式计数器

配线的 基本要求。 

 
█ 在有变频器的场合 

虽然计数器内部已经有较强的抗干

扰措施，但不当的配线仍然会影响计数

器的正常工作，为保障计数器的工作稳

定请采取以下措施 
 

 变频器使用单独电源分路 
 

●    变频器与其他电器使用同一电源

时请加装变频器用的滤波器或隔离变

压器 
 

 
 
●    为防止辐射干扰请加装金属屏蔽 
 

   

  
 计数器的弱电线应采用隔离

屏蔽绞线，屏蔽网应正确接

地，并远离变频器及其线路
 

 计数器 0V 可接地。接地线

应尽量短 
 
 
 
     传感器的选择     

 
 传感器应选择有电源输入及

信号输出的传感器（至少有

3 根线）， 
 

 计数器有电压输出的型号输

出电压为 DC12V。一般的接

近开关与光电开关可选用电

压范围为 DC10~30V 都可工

作的型号。工作电流要在计

数器的辅助电压输出 大电

流的范围之内。 
 

 如果计数器为高电平有效可

选用 PNP 型输出的传感器，

低电平有效可选用 NPN 型

传感器 
 

 传感器的残余电压应＜2V 
 

 传感器的消耗电流应小于计

数器辅助电源输出的 大电

流 
 

 其他还应注意：常开/常闭，

检测距离，工作频率，输出

电流，工作温度等的参数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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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输入方法      
 

█ 低电平输入有效(0~2V)信
号输入方法： 

●   接点输入： 

 
在出现多计数的情况请在 CP

与 0V 之间加 1-4.7UF 的电容 

 

 晶体管输入方法：    

 

 NPN 传感器输入 

 

 PNP 传感器输入方法： 

 
必须在 CP 与 0V 之间加 2KΩ电

阻 
 

█  高电平输入有效(4~30V)
信号输入方法： 
 

 接点输入： 

 
在出现多计数的情况请在CP与12V

之间加 1-4.7UF 的电容 

 

 晶体管输入方法： 

 

  PNP 传感器输入方法： 

 
 NPN 传感器输入 

 
必须在 CP 与 12V 之间加 2KΩ电阻
 

 接点输入时请将计数器设定在

低速计数状态。 
 

 无辅助电源输出的型号均为低

电平有效（见低电平输入有效

(0~2V)信号输入方法：）可采用外

部直流电源给传感器供电，但电

源的纹波系数应符合传感器的

要求。 
 
          电 源          

 
 计数器电源必须使用继电器或

开关迅速加入，不要电压缓慢上

升的加入，或在加入电源时接点

接触不稳定，不断的接通断开 
 电压的波动范围必须符合计数

器的电压要求。 
 

 在电源输入后 0.1 秒时间内,计
数器工作不稳定,请不要在这时

间内输入计数信号。 
 
        控制输出         

 
 在额定的电压电流范围内使用。

计数器所标的电压电流均为

大值，计数器内部的控制继电器

所标的电流为阻性负载时的

大电流，在使用感性负载或是灯

电流时分别按 30%，20%折算。

 在通断感性负载(如继电器,交流

接触器)时会产生高频脉冲群，

如计数器产生误动作,请按以阻

容方法吸收。 

  
     功能介绍及解释    

 
█ 输出模式 
 

 N:计数到达设定值后，继电器

输出，计数器不再计数.保持设

定数据. 
 

 
 

 F: 计数到达设定值后，继电器

输出，计数器仍然可以计数. 
 

 
 

 C：计数到达设定值后继电器

输出并自动复位，在自动复位

时计数器仍然有效. 
 

 
 

 R:计数到达设定值后继电器输

出并自动复位，在自动复位时

计数器无效，自动复位完成后

计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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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模式 
 

 加法：（不是所有计数器都有

CP2）请以详细说明书为准 
 

 
 

 减法：（不是可逆计数器无 CP2） 
 

 
 

 可逆 A： 
有 CP2 信号时计数器从加计数

变为减计数。 
 

 
 

 可逆 B： 
CP1 信号输入为加计数，CP2

信号输入为减计数 
 

 
 

 可逆 C： 
 CP1比CP2超前90°计数器为

加法计数，CP2 比 CP1 超前 90°计

数器为减法计数。 
 

 
 

  利用可逆 C 实现自动正反方向判

别的方法。 

 
 

 

 
 

 高计数速度的实现方法： 
计数器的信号输入必须满足 小计数

脉宽要求，要达到计数器所标的 高

速度必须使信号通断时间比（占空比）

为 1：1。即信号的接通时间与断开时

间相等。如果不相等就无法达到 高

速度。 

 
 

█ 计数器高低速选择原则 
 

 在低速档能满足计数要求的情况

下，计数器应选择低速档来计数。
 

 在计数速度能满足的条件下（脉

冲宽度达不到要求）尽量调整计

数信号的脉冲占空比，使其符合

低速档的要求。 
 

 

 计数器故障及处理方法   

 
█ 计数器不计数或少计数 
 

 是否计数器在 X10，X100 档。

（把计数器设定在 X1 档） 
 

 是否计数器与传感器连接不

当，传感器选择不当。（见 2， 
3 点） 

 
 是否传感器损坏（购买新的传

感器）（可用手动方法输入信

号，检验计数器是否计数，如

计数器能计数） 
 

 是否接点不好（选择良好接点

或镀金接点）（由于计数器输

入的电流，电压都比较小，如

果接点上有氧化会影响计数

器的计数。） 
 

 是否死机 
 

 计数信号达不到 小计数脉

宽要求。（使用高速档） 
 

 计数信号占空比不好。（调整

信号占空比） 
 

 是否传感器应加电阻（见信号

输入方法） 
 
█  计数器多计数 
 

 是否在高速档使用接点计数。

（把计数器设定在低速档） 
 

 是否接点回跳，或接点抖动

（ 在 接 点 的 两 端 接

1~4.7UF/10V 的电容器） 
 

 计数器的输入线等弱电线是

否与强电线同管或绞合配线 
 

 是否有变频电机或大功率的

电机干扰。 
（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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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异常情况：   
●    计数器的异常诊断             
因下述之使用方法可能发生各种异

常的情形,需要适当的处理。※为异常

内容。 
（  ）内为解决例子。 
1、 是否将负载大的电机或圆筒形线

圈等配置在同一电源线上或计时

器附近。稳定，所以请在此段时

间之后才输入信号。 

 
※没有输入输入信号却自己步进。 
※计数器之电源部位破坏无法动作。

（将电机或圆筒形线圈拿开、在同一

电源上连接滤波器） 
 

2、 是否在同一电源上或附近，在开

闭时使用弧形之跳接点零件。 

 
※没有输入输入信号却自己步进。

（为不发生电弧使用电弧抑制器） 
 

3、 输入机器上没有使用接触性良好

的接点。 

 
※有接点连接却没有步进。 

（考虑以接触性佳的继电器替代） 
4、输入信号线之配线长度是否过长？

 
※受到电源线影响自己步进。 
※因残留电压的缘故，常时在进入信

号输入状态后却没有步进。 
（请尽量将信号线缩短，在紧靠计数

器处连接约0.01~0.1uF的小容量电容

器） 

 
 

 
 

5、是否将电源线配置在高压电附近？ 

 
※ 受到电压线影响自己步进。 
（请参照“优良输入信号处理方法”） 
6、是否将电源电压缓缓输入？        

 
※即使输入电源后、开始指示却无法正

常动作。（请从接点等处将电压一次输

入） 
7、是否在多水、油、尘埃的场所或日光

直接照射之处使用？ 

 
※长期使用后、依照原设定值之计数无

法向上增加、完全无法正常动作。机壳

变形。（装上防尘盖就有防止异物滴入和

防尘的效果。请勿被油、水、尘埃沾污

机器并且遮蔽日光直接照射） 
 

8、是否在振动、冲击大的场所或常时敲

敲打打的场所使用？ 
 
※接点分离，发生连续不顺。 
※内部零件或构造零件遭受胁强无法工

作。（请在震动源上装上橡胶垫片等以减

轻震动，或直接将震动源撤除） 
 
9、是否为接点输入计数却使用高速之计

数？ 
※输入信号额外多加计数 
 

 
 
 
 
（将计数速度设成低速 30Hz｛c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