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LC 安装指南

Samba™ OPLC™

 最多12路数字量输入，与1路HSC/轴角编码器以及2路模拟量输入共

SM35-J-R20/SM43-J-R20
SM70-J-R20

用端口
可用
用端口
(只在数字量为 pnp 时可用)
 8 路继电器输出

 12 路数字量输入，包括3 HSC/轴角编码器,

SM35-J-T20/SM43-J-T20
SM70-J-T20

2 路模拟量输入

 8 路晶体管输出

设备配置
所有此指南涉及的小型PLC设备均包含操作面板及板载IO
SM35-J-R20
SM35-J-T20
板载 I/O
屏幕

SM43-J-R20
SM43-J-T20

SM70-J-R20
SM70-J-T20

取决于不同型号
3.5寸彩色触摸屏

键盘或
实体功能键

4.3寸彩色触摸屏

7寸彩色触摸屏

不包含

内置编程通信口
有

RS232
mini-B型USB口
支持的附加通讯口
需额外订货

无

无

无

有

有

可添加 CAN总线附加通信模块(V100-17-CAN), 以及下列其中一个通信模块：
•
•

RS232/RS485 附加通信模块 (V100-17-RS4/V100-17-RS4X)
以太网 (V100-17-ET2)

发货清单
SM35-J-R20
SM35-J-T20
一体机控制器

固定支架
橡胶密封垫圈

SM70-J-R20
SM70-J-T20

有

相应的接线端子
电池

SM43-J-R20
SM43-J-T20
有

有 (已内置)
有 (2 块)

有 (已内置)

有

有 (4 块)

有 (6 parts)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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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及注意事项
当下列符号出现时，请一定留意符号附加的信息
符号

Caution

意义

描述

危险

会使设备造成严重损坏

警告

可能会使设备造成损坏

小心

需要留意



在使用产品之前，用户需认真阅读该安装指南



所有举例以及图标旨在帮助用户理解，不用于指导和保证实际的安装操作正确。



请根据当地法律法规来操作本产品



只有经过认证的相关人员才能进行本产品的维修工作
不遵守安全指南进行操作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或是财产损失



请不要尝试接入或使用本设备允许范围外的输入量参数
为避免设备损坏，请勿带电操作

环境注意事项


请按照产品技术规格书的标准进行安装，不要安装在含有过量导电灰尘、腐蚀性或易
燃气体，潮湿或下雨，过热以及过冷，会受到经常性冲击或者过度振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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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将产品置于水中或让水流入产品内部
在安装过程中请注意勿让碎片掉入产品内部
为维持良好的散热，控制器上下两端需留至少10mm的空隙
请将设备安装在远离强电和强干扰设备的地方

Samba™ OPLC™

安装
视图
SM35-J-R20/SM35-J-T20

SM43-J-R20/SM43-J-T20

SM70-J-R20/SM70-J-T20

Uni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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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的安装
在开始安装之前，请注意安装的面板厚度不能超过5mm

1. 将面板切割出以下规格的空缺：

SM35: 92x92mm (3.622”x3.622”).


SM43: 122.5x91.5mm (4.82”x3.6”).



SM70: 193x125mm (7.59”x4.92”).

2. 将控制器放入空缺中，并确保橡胶垫圈安装正确
3. 将固定安装支架安装在PLC四周的槽位上，如下图所示。
4. 扶稳固定架，拧紧上面的螺丝。
5. 当正确安装好后，控制器能够正好被固定在空缺中。

SM35

SM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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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70

接线
 请勿带电操作，请勿触摸通电的线缆





安装外部断路器，防止外部线路短路。
使用合适的外部电路保护设备。
未使用的端口请勿接线，否则很可能损坏设备。
设备上电前请确认连线是否有误

 为避免线缆损坏，请勿施加大于 0.5 N·m (5 kgf·cm)的力矩.
 不要使用锡、焊料进行接线。
Caution
 请安装在远离强电强干扰设备的环境下

接线步骤
使用压线端子进行接线； 使用 3.31 mm² – 0.13 mm² 线缆(12-26 AWG):
1.将线缆外壳剥去，剥取长度7±0.5mm (0.270–0.300 寸)即可.
2.将端子上的螺丝拧松.
3.将线缆完全插入端子已保证完好的连接.
4.将端子上的螺丝拧紧，并保证线缆不会被轻易地拔出.
 请勿使用多合一同心输入以及输出线缆.
 考虑线缆长度的压降以及可能的噪声干扰，请使用合适的线缆负载。
 控制器及I/O信号需接同样的负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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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点
SM35/43/70-J-R20 拥有总共12个输入点以及8个继电器数字量输出点。
输入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配置:
12 个输入点可以都作为数字量输入点，可通过一个拨码开关选择pnp型或是npn型
-

根据拨码开关的设置:
输入 I5 以及 I6 可以作为模拟量输入点使用。

-

输入 I0 可以作为高速计数器输入、轴编码器输入以及普通的数字量输入来使用。



如果数字量输入选择npn型的，那么模拟量输入将禁用

-

输入 I1 可以作为高速计数器重置信号，普通数字量输入以及轴编码器输入。

-

若输入 I0 被设置成了没有重置信号的高速计数器输入，I1仍可作普通数字量输入使用。

SM35/43/70-J-T20 包含最多12个数字输入点以及8个数字量晶体管输出点
输入点可经由以下方法配置:
12 个输入点可以都作为数字量输入，通过一个拨码开关选择pnp型或者npn型。
总之，根据拨码开关的设置，某些输入点可以做如下改变：
-

输入 I10 及 I11 可以作为模拟量输入点或普通数字量输入点使用

-

输入点 I0, I2, 以及 I4 可以作为高速计数器输入、轴编码器以及普通数字量输入

-

输入 I1, I3 以及 I5 可以作为高速计数器重置信号，普通数字量输入以及轴编码器输入。
若输入 I0, I2, I4 被设置成了没有重置信号的高速计数器输入， 输入 I1,I3, I5 仍可作普通
数字量输入使用。

-

输出 O0 至 O6 可设为 PWM 输出

输入点的拨码开关设置
下表详细解释了如何通过背板拨码开关进行输入点的配置。要配置拨码开关，需要打开控制器后背
的外壳
 不正确的拨码开关设置很可能会损坏设备
SM35/43/70-J-R20
数字量输入 I0-I11: 设置类型
设置为
JP12 (所有输入点)
A
npn (漏型)
B
pnp (源型)*
输入点 I5: 设置类型 - 数字量或模拟量
JP4
JP10
设置为
A
A
数字量*
B
A
电压
B
B
电流
输入点 I6: 设置类型 - 数字量或模拟量
JP8
JP9
设置为
A
A
数字量*
B
A
电压
B
B
电流
*为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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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35/43/70-J-T20
不要移动 JP2.

数字量输入 I0-I11: 设置类型
设置为

JP1 (所有输入点)

npn(漏型)

A

pnp(源型)*

B

输入 I10/I11: 设置数字量/模拟量
设置为

JP5 (输入 I10)

JP6 (输入 I11)

数字量*

A

A

模拟量

B

B

模拟量输入 AN0/AN1: 设置类型
设置为

JP3 (AN0)

JP4 (AN1)

电压*

A

A

电流

B

B

*为默认设置

I/O 接线
npn 输入接线
SM35/43/70-J-R20

SM35/43/70-J-T20
输入接线，npn (漏型)

高速计数器接线，npn (漏型)

Uni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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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p 输入接线
SM35/43/70-J-R20

SM35/43/70-J-T20
输入接线，pnp (源型)

高速计数器，pnp (源型)

轴角编码器
SM35/43/70-J-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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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35/43/70-J-T20

Uni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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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量输入接线
SM35/43/70-J-R20

SM35/43/70-J-T20

模拟量输入接线, 电流型(2/3 线制)

模拟量输入接线, 电流型 (4-线制)及电压型

 屏蔽需与信号源相连
 所有模拟量输入的负极都需要与控制器电源负极相连
继电器输出

晶体管输出

SM35/43/70-J-R20

SM35/43/70-J-T20

提高接触器寿命
仅适用于SM35/43/70-J-R20
为了提高继电器接触器的寿命以及保护
外接设备，可以：
 在每个感应直流负载旁并联一个箝位
二极管
 在所有交流负载旁并联一个RC稳定
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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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电源
控制器需要外部24V直流供电
请注意：照片仅供展示和参考
1. 供电电源必须包含双重绝缘，并且输出功率必须为SELV/PELV/Class2限定功率。
2. 分别使用不同的线缆连接功能地（3端口）以
及系统地（2引脚）
3. 安装外部断路器，防止外部线缆短路对设备造
成损害
4. 上电前请仔细确认接线是否正确
5. 不要将 110/220VAC 的“线”信号或是“中
性”信号连接到 0V 引脚上
6. 当电压出现波动或不符合规范时，请保证电源
供电稳定

OPLC 接地
为了保护设备免受电磁干扰，可以：




将控制器安装在金属板上
将所有接地连接都接到系统地上
地线接线请使用短和细的线缆

通信端口
 连接通信线缆时请先将电源关闭
Caution

 请使用适当的端口适配器

SM43/SM70-J-R20,SM43/SM70-J-T20
此系列包含一个USB口
Caution

 SM43 系列的USB口没有电磁隔离.，请确保PC和控制器都接了相同的功能地。

USB 可用来进行编程，控制器系统下载以及PC监控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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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35-J-R20/SM35-J-T20
此系列包含一个内置的RS232口
 信号与控制器0V相连，与电源 0V 相同.
Caution  此串口没有隔离. 如果控制器连接了同样没有隔离的外接设备，请保证电动势不会超过 ± 10V.
使用RS232 从PC端下载程序，并和其他设备及应用进行串口通信，如SCADA系统等

引脚定义
RJ11引脚定义如下
RS232
引脚#

信号

1

无连接

2

0V

3

TXD 信号

4

RXD 信号

5

0V

6

无连接

打开控制器外壳



在打开外壳前，请做好静电防护
避免直接触碰其中的PCB板

1. 关闭电源供电，解除所有外部线缆连接
2. 背板由四个螺丝固定，分别位于控制器四个角上，拧松螺丝以卸下背板。

改变 I/O 设置
背壳卸下后，即可改变上文提及的拨码开关
改变I/O的设置
注：右图为SM70，图片仅供展示和参考

安装控制器外壳
将背壳安回原位，请注意拧紧四个固定螺丝
请注意务必在上电前检查背壳安装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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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ongke Technology Co., Ltd
www.hkaco.com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99号科汇金谷三街2号701室 邮编510663

工业自动化事业部
CAN卡
PLC+HMI
OPC UA方案
树莓派工控机

华南区
谢晓锋
电话/微信：13660244187
QQ：2916592843
邮箱：xxf@hkaco.com

华东区
许卫兵
电话/微信：15900933547
QQ：2029912093
邮箱：xwb@hkaco.com

华北区
陈秋苑
电话/微信：13434369840
QQ：2861917479
邮箱：cqy@hkaco.com

www.hkaco.com
广州| 深圳| 武汉| 成都| 上海| 西安| 北京| 沈阳| 香港| 台湾
邮编:510640
sales@hkaco.com
support@hkaco.com
热线电话:400-999-3848
传真:020-38743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