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说明书（综合篇）
AC伺服电机·驱动器

MINAS A6N系列

※ 封面所示图片为A5N系列200W 200V产品。

● 非常感谢您本次购买Panasonic产品。
● 请在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的基础上，正确、安全地使用本产品。
（P.6 ~ 9）。
● 请务必在使用前阅读「安全注意事项」
● 请妥善保管本说明书。
● 本产品为工业用机器，禁止在其他情况使用 ( 例如一般家庭 )。
Rev.4.00

非常感谢您购买数字AC伺服电机及驱动器MINAS A6N。为了您能够正确使用MINAS A6N系
列，本说明书介绍了型号的识别方法、驱动器和电机的组合确认、设定和配线的方法、参数设定、
以及出错时的对策等。

（1）禁止转载本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
（2）本书内容有可能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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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结构

1
在使用之前

1. 在使用之前 ..... 确认机型
说明机型确认、各部分名称、规格。

准

备 ..... 设置和配线

备

2. 准

2

说明设置方法和配线，以及前面板的使用方法。

设

3. 设

3

定 ..... 控制模式 ~ 参数

说明各控制模式和参数，与上位控制器的连接、I/O设定。
定

4. 试运转 ..... 试运转和原点复位

4

说明关于试运转的方法和原点复位动作。

试
运

整 ..... 增益调整 ~ 自动调整

转

5. 调

说明自动调整和手动调整的方法。

5
调

6. 出现问题时
7. 资

整

请在发生故障或者出错时阅读。

料

6
出现问题时

说明绝对式系统、电机S-T特性图、各种外形尺寸图以及选购部件。

7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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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请 务 必 遵 守

为防止对人的伤害和对财产的损害，对务必遵守的事项做以下声明。
■对错误使用本产品而可能带来的伤害和损害的程度加以区分和说明。

危险

该标记表示「极可能导致死亡或者重伤」的相关内容。

注意

该标记表示「极可能导致伤害或财产损害」的相关内容。

■对应遵守的事项用以下的图形标记进行说明。

该图形标记表示不可实施的内容。

该图形标记表示必须实施的内容。

危险
不要在有水的地方，存在腐蚀性、易燃性气体的
环境内和靠近可燃性物质的地方使用。
不要在电机、驱动器、再生电阻、动态制动器电
阻周围放置可燃物。

可能会导致
火灾、触电、故障、损坏

不要在振动、冲击激烈的地方使用。

可能会导致触电、受伤、火
灾

导线在受到油、水浸泡的状态下不要使用。

可能会导致触电、故障、损
坏

不要放置在加热器或者大型卷线电阻器等发热体
周围。

可能会导致火灾、故障

切勿将电机直接与商用电源连接。

6

不要用湿手进行配线和设备操作。

可能会导致触电、受伤、火
灾

切勿将手伸入驱动器内部。

可能会导致烧伤、触电

Rev.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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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之前

带轴端键槽的电机，请不要用裸手接触键槽。
不能接触运转中电机的旋转部位。

可能会导致受伤

2
可能会导致烧伤或部品损坏

不要用外部动力驱动电机。

可能会导致火灾

不要使导线受到损伤或使之承受过大的外力、重
压、受夹。

可能会导致触电、故障、破
损

应安装在灰尘较少，不会接触到水、油等的地方。

放置场所不正确的情况下，可
能会导致触电、火灾、故障、
破损

将电机、驱动器及再生电阻安装在金属等非可燃
物上。

当安装在可燃物上时，可能
会导致火灾

接线作业必须由电气工程专家进行。

当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进
行接线作业时，可能会导致
触电

请参考说明书正确地接线。

若未正确接线，可能会导致
导致触电、受伤、故障、破
损

线缆应切实接好，通电部位须通过绝缘物切实地
做到绝缘。

因接线错误、短路可能会导
致触电、火灾、故障

电机和驱动器的地线必须接地。

若不接地，可能会导致触电

运
转

5
调
整

若不进行安装，可能会导致
受伤、触电、火灾、故障、
损害

6

不进行安装或确认，可能会
导致触电、受伤、火灾

出现问题时

驱动器的移动、接线和检查要在切断电源，并待
充电指示灯熄灭之后，确定没有触电危险的前提
下进行。

4
试

在地震发生后必须进行相关安全确认。

定

必须安装过电流保护装置、漏电断电器、温度过
高防止装置和紧急停止装置。

3
设

请安装可以在外部进行紧急停止的电路，以确保
在紧急时可以及时停止运转、切断电源。

备

请切实做好安装工作，以防止地震发生时引起火
灾或其他人身事故。

准

电机、驱动器的散热器、再生电阻、动态制动器
电阻的温度会变高，所以不要接触。

当不切断电源实施作业时，
可能会导致触电

7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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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请 务 必 遵 守

注意
在搬运时不要抓线缆或电机的轴部。

可能会导致受伤

在搬运和设置作业时要注意防止落下、倒置。

可能会导致受伤、故障

不要站在产品上，不要在产品上放置重物。

可能会导致触电、受伤、故障、
损坏

请勿在电机和驱动器外围设备的周围放置阻碍通
风的障碍物。

由于障碍物的影响，会使温
度上升，最终可能会导致火
灾

不要在日光直接照射的地方使用。

可能会导致受伤、火灾

不要堵塞放热孔，也不要放入异物。

可能会导致触电、火灾

不要使产品受到强烈的冲击。

可能会导致故障

不要使电机的轴部受到强烈的冲击。

可能会导致检测器等的故障

不要频繁地开、关驱动器的主电源。
切勿用主电源侧设置的电磁接触器进行电机的运
转和停止。
不要对驱动器进行极端的增益调整、变更。确保
机器在运转、动作时保持稳定。

可能会导致受伤

不要将电机的保持制动器作为停止正在运行负载
的『制动用』使用。

可能会导致受伤·故障

在停电结束后、恢复供电时，有可能出现突然再
启动的情况，故请勿靠近机器。
避免再启动时发生意外状况，确保人身安全。

可能会导致受伤

不可自行改造·拆解·修理。

可能会导致火灾、触电、受伤、
故障

要根据设备本体质量、商品额定功率进行妥善
安装。
要遵守指定的安装方法、方向。
电机的吊环螺栓只作电机搬运用，不用于机器的
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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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导致故障

在进行不适当的安装和设置
时，可能会导致受伤、故障
若用于机器的搬运，可能会
导致受伤、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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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保电机、驱动器的周围温度在使用温度、湿
度范围内。
驱动器与控制箱里面以及其他机器的间隔应设置
为规定的距离。

在进行不适当的安装、
设置时可能会导致受伤、故
障

2
准

将制动控制用继电器与立即停止用断路继电器串
联连接。

若不连接，可能会导致受伤、
故障

应安装安全装置，以应对保持制动器、减速机的
空转和锁紧、减速机润滑脂的外漏。

若不安装，可能会导致受伤、
破损、污损

电机与驱动器使用指定的组合。

若不使用正确的组合，则可
能引发故障、火灾

在进行试运转时应将电机固定好，在与其他机械
分离的状态下，确认运转后再安装到相关机械上。

型号错误、接线错误可能会
导致受伤

发生报警时，请排除报警原因并确保安全后清除
报警状态重新启动。

若不排除报警原因，则可能
会导致受伤

驱动器发生故障时，请切断驱动器侧的电源。

若大电流不断通过，则可能
引发火灾

长时间不使用时，必须切断电源。

可能会由于设备的误动作导
致受伤

备

请使用所指定的电压。

在额定电压范围外使用时，
可能会导致触电、受伤、火
灾

3
设
定

4
试
运
转

5
调
整

将电池作为废物处理时，请用胶带等将电池绝缘，
并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定进行处理。
废弃时，请作为产业废弃物进行处理。

6
出现问题时

7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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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检查

请对驱动器和电机进行定期保养和检查以便安全和轻松使用。
保养和检查时的注意事项
① 电源开启和切断的操作应由操作人员操作。电源开启后，可能会出现错误的动作等，请勿靠
近电机及其驱动的机器。
②切断电源后的短时间内，内部电路仍保持高压充电状态。检查作业前先切断电源，等待15分
钟以上再确认充电灯灭灯后，方可作业。
③进行驱动器的绝缘电阻测试时，请先切断与驱动器的所有连接。在连接的状态下进行绝缘电
阻测试会导致驱动器故障发生。
④ 请勿使用汽油、稀释剂、酒精、酸性及碱性清洗剂，以免外壳变色或破损。

检查项目和周期
正常使用条件
环境条件为年平均环境温度30 ℃、负载率80 %以下，日运行时间20小时以下
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应按下列项目实施。
区

分

日常检查

定期检查

检查周期

检

查

项

目

日常

·确认使用温度、湿度、灰尘、异物等
·是否有异常振动和噪音
·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是否有异臭
·通风口是否粘有纤维线头
·驱动器的前部、连接器的清洁状况
·配线是否已损伤
·与装置、设备的连接部分是否有松动和芯脚偏离
·负载部有无异物嵌入

1年

·紧固部位是否有松动
·是否有过热迹象
·端子台是否已损伤
·端子台的紧固部位是否有松动

关于定期检查，上述使用条件有变化的情况下，检查的周期也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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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零部件的更换
零部件更换的时间根据环境条件、使用方法而改变。发生异常时，需要更换（修理）。

2
准

除本公司外，请勿进行拆卸修理
禁止

备

商 品 名

标准更换年限（时间）

滤波电容

约5年

冷却风扇

约2年

印制电路板的
铝电解电容器

约5年

冲击电流保护继电器

约10万次
（寿命根据使用条件而变更）

冲击电流抑制电阻

约2万次
（寿命根据使用条件而变更）

5000小时

编码器

3~5年
（2~3万小时）

绝对式编码器电池

请参照 P7-6 电池的寿命。

标准更换周期仅供参考。
即使标准更换周期未满，

4

一旦发生异常也需更换。

转

油封

3

运

3~5年
（2~3万小时）

注

试

轴承

备

定

电机

分

设

驱动器

区

5
调
整

6
出现问题时

7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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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版本

软件版本
软件版本
CPU1 Ver1.04
CPU2 Ver1.01

功能变更内容

对应
PANATERM

初版

6.0.0.6 以上

功能扩展版 1
CPU1 Ver1.05

追加功能

相关页

CPU2 Ver1.02

1) 象限突起抑制功能的扩展

P.3-100, P.5-54

2) 位置锁定检出延迟量的补偿功能

P.3-109, P.3-115, P.3-119

6.0.0.8 以上

功能扩展版 2
追加功能

相关页

1) Slow Stop 功能

P.3-90, P.3-94, P.6-32

2) 劣化诊断警告功能

P.3-90 ~ 92, P5-75

3) 根据 I/O 操作动态制动器 (DB) 的功能

P.3-85, P3-98

4) 电池 refresh 功能

－

5) 电机可动范围设定保护的功能扩展

P.6-27

6) 单圈绝对式 / 无限旋转绝对式功能的电子齿轮相关对应 P.5-67，P.5-70
7) Profile 动作的 Pause 功能

CPU1 Ver1.20
CPU2 Ver1.20

8) RTEX 报警指令的功能扩展
9) 电子齿轮可设定范围的扩展
10) RTEX 通信确立中的 PANATERM 指令的功能扩展

11) RTEX 监视器指令的数据扩展

12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6-8-4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6-6,
6-6-4, 6-6-5

6.0.0.9 以上

P.1-10, P.3-42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4-2-3,
4-3-3, 6-9-3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6-9-1, 6-9-6

12) 前面板表示的数据扩展

P.3-108

13) Profile 原点复位的功能扩展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7-5-11

14) 监视器信号输出功能的数据扩展

P.3-71

Rev.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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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版本
软件版本

对应
PANATERM

功能变更内容

2

功能扩展版 3
追加功能

CPU2 Ver1.21

2) RTEX 通信设定功能的扩展

3) RTEX 监视器数据的追加

6.0.1.5 以上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6-7-1, 6-9-1, 6-9-7

3
设

功能扩展版 4

CPU2 Ver1.22

追加功能

相关页

1) 表示制造编号的功能范围的扩展

P.1-4, P.1-13

2) 带停止功能的锁定模式

P.3-118, P.5-83

3) 实际位置设定 / 指令位置设定的范围扩展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6-5, 6-5-3

定

CPU1 Ver1.22

备

CPU1 Ver1.21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7-2-4
A6N 系列技术资料
基本功能篇 9-1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2-5-2

准

1) 绝对式数据范围的扩展

相关页

6.0.1.6 以上

4
试
运
转

5
调
整

6
出现问题时

7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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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版本

软件版本
软件版本

对应
PANATERM

功能变更内容
功能扩展版 5

追加功能

相关页

1) 带停止功能的锁定模式

A6N 系列技术资料基本功能规格篇
1-2, 6-9, 9-1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6-5-5, 6-10-2, 7-2-5

2) 退避动作功能

A6N 系列技术资料基本功能规格篇
1-6, 2-1, 2-4-1, 2-4-2, 3-3, 4-2,
4-3, 4-4, 6-10, 7-1, 7-2, 9-1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1-1, 2-6, 4-2, 4-2-3, 4-3, 4-3-3,
4-3-4, 6-9-5, 6-10-2, 7-6-3,
8-1-5

3) 虚拟全闭环模式功能

A6N 系列技术资料基本功能规格篇
1-2, 1-3, 1-4, 1-5, 4-2-5,
5-2-19, 6-5, 7-2, 9-1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1-1, 4-2, 4-2-3, 4-3, 4-3-3,
6-3-2, 6-5-1,6-8-7, 6-9-1,
6-10-1, 6-10-2, 8-1-11

4) 2 自由度控制时的转矩控制

A6N 系列技术资料基本功能规格篇
5-1-3, 5-2-3, 7-2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8-1-11

5) Pr.5.09（主电源关闭检出时间）的设定范围扩充。

A6N 系列技术资料基本功能规格篇
6-3-3, 6-10, 9-1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1-1

6) Pr6.35( 混合振动抑制滤波器 ) 的设定范围扩充。

A6N 系列技术资料 基本功能规格篇
5-2-13，9-1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1-1

7) 原点回归指令取消时的警告变更

A6N 系列技术资料基本功能规格篇
7-2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6-5-1，8-1-12

8) 对应无电池绝对式编码器

A6N 系列技术资料基本功能规格篇
1，1-1，2-3-2，4-7-1，6-6，
6-7，7-2，7-3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7-2-4-1

CPU1 Ver1.23
CPU2 Ver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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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1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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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版本

1
在使用之前

软件版本
软件版本

对应
PANATERM

功能变更内容

2

功能扩展版 6

1) 原点返回指令的功能扩充
( 对应绝对式模式的原点返回 )

A6N 系列技术资料基本功能规格篇
7-2, 7-5, 9-1-8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6-5-1, 6-5-3, 6-8-1, 7-2-1,
7-2-2, 7-2-3-1, 7-2-3-2,
7-2-3-3, 7-5-7, 7-5-8, 7-5-9,
7-5-10, 7-5-11

备

CPU2 Ver1.24

相关页

准

CPU1 Ver1.24

追加功能

6.0.1.13 以上

3
设

A6N 系列技术资料基本功能规格篇
5-2-20, 9-1-7

定

2) 高响应电流控制
Pr6.11( 电流响应设定 ) 的设定范围扩充

功能扩展版 7
追加功能

6.0.1.17 以上

转

２）位置比较输出功能扩充

4
运

1) 退避动作规格变更

CPU2 Ver1.25

A6N 系列技术资料基本功能规格篇
1-7, 6-10, 7-1, 7-2, 9-1-7,
9-1-9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2-6, 8-1-5
A6N 系列技术资料基本功能规格篇
6-5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4-3, 4-3-3

试

CPU1 Ver1.25

相关页

5
调

功能扩展版 8
相关页

1) 无限旋转绝对式功能扩充

A6N 系列技术资料基本功能规格篇
1-2, 1-3, 1-4, 6-7
A6N 系列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7-1-4-2, 7-5-12

整

追加功能

CPU1 Ver1.26
CPU2 Ver1.26

6.0.1.19 以上

6
出现问题时

7
资
料

Rev.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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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本和旧版本的上位可互换。
旧版本使用的参数可以在新版本中使用。
且新版本追加的参数作为追加功能无效设定了出厂参数，与旧版本可互换进行动作。
使用追加功能时，请参照本资料的各个功能说明设定参数。
< 关联资料 >
SX-DSV03026: 参考规格书
( 此书记载了软件相关的规格、安全上的注意事项、保修等内容。请务必熟读并理解上述规格书的前提下，参考阅读本说明书 )
SX-DSV03027: 技术资料

( 基本功能规格篇 )

SX-DSV03028: 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

< 注意事项 >
（１）不得任意转载、复制本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２）为了改进产品，关于本书的内容 ( 规格、软件版本等 )，可能会有不进行事先通知的变更。
（３）MINAS-A6N 系列中，２自由度控制模式设置为有效，与前一系列 (MINAS-A5N 系列等 ) 的出厂设定值不同。
从前一系列替换为 MINAS-A6 系列时，有可能需要重新调整参数，请注意。MINAS-A6N 系列的出厂设定值请通过
参考规格书确认。
（４）因为出厂设定值为 2，此时 2 自由度控制模式有效，功能扩充版 4 之前的版本在不修改出厂设定值就切换成转矩模式时，
会发生 Err91.1「RTEX 指令异常保护」，请加以注意。
（５）关于与 MINAS-A5N 系列的差异，请参照技术资料 RTEX 通信规格篇 1-1 项「关于与 MINAS-A5N 系列主要的差异」。
（６）MINAS-A6N 系列有可能无法完全替换以往的系列 (MINAS-A5 系列等 )，与以往的系列进行置换时，请务必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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