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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获取 ATV610 变频器产品资料？ 

请根据如下图示方法获取 ATV610 变频器资料： 

 

2. ATV610 变频器左上角红灯闪烁是什么原因？ 

 

 

如左图ATV610变频器三角形旁边的指

示灯，闪烁表示变频器有警告信息，常亮表

示变频器发生故障。 

警告不会导致变频器停机，但故障会导

致变频器停机。 

如何查看警告信息，可按下面步骤操作： 

在【诊断】菜单查看具体的警告内容，如下示例中的警告信息是：AI2 4-20 警告，该警

告是指变频器 AI2 模拟量通道没有收到 4-20mA 的信号，当 AI2 模拟量通道有 4-20mA 的信

号，该警告会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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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的应用中没有使用到 AI2 模拟量通道作为给定源，又不希望警告灯一直闪烁，可按

下面步骤操作，取消这个警告： 

在【错误警告处理】菜单中取消警告，操作方法如下： 

 

    注意：警告信息是变频器设置和运行中非常重要的参考信息，只有在确认不会使用某些

功能的情况下，才可以取消与该功能相关的警告信息，其他警告，应根据警告信息进行处理。 

3. ATV610 变频器电机参数如何设置？ 

启动变频器前需要把电机铭牌参数设置到电机菜单中，并进行电机自整定，下面以

11KW 电机为例，说明如何电机参数设置和自整定设置； 

设置步骤如下： 

步骤一：设置电机铭牌参数 

电机功率：11KW， 

电机额定电压：400V， 

电机额定电流：21A， 

电机额定频率：50Hz， 

电机额定转速：1400rpm 

 

步骤二：执行电机自整定 

 

注意：执行电机自整定必须在变频器与电机正确连接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变频器为准备

就绪状态--远程终端（面板）左上角显示 RDY，变频器执行自整定时，会对电机注入电流，

请注意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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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启动 ATV610 变频器如何设置？ 

启动变频器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设置频率给定通道(频率给定源)，二设置命令给定通道

(变频器启停控制信号源)。 

下面以变频器面板调速、面板启动，变频器面板调速、端子启停这两种常规应用为例来

说明设置步骤。 

（1）变频器面板调速、面板启动： 

步骤一：设置参考频率通道 1 为远程终端频率 

 

  步骤二：设置控制模式为组合通道 

   

组合通道是指：命令给定跟随频率给定；此模式下，命令给定通道不可见，命令给定和

频率给定来源于同一地方，上述举例中，频率给定为远程终端（面板），因此，命令给定源

也是远程终端（面板）上的启动和停止按钮，不需要，也不能单独设置命令给定。 

（2）变频器面板调速、端子启停： 

步骤一：设置参考频率通道 1 为远程终端频率 

 

步骤二：设置控制模式为隔离通道 

 

步骤三：设置命令通道 1 为端子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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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通道是指：命令给定和频率给定是相互独立的。此模式下，命令给定通道可见，命

令给定和频率给定可以单独设置，上述举例中频率给定是远程终端（面板），命令给定为端

子排，因此要分别设置。 

注意：端子排是指变频器控制模块端子，启动信号由外部控制回路接到控制模块端子上,

端子示意图及典型接线示意如下，详细信息请参考《ATV610 变频器安装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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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TV610 变频器手自动切换如何设置？ 

手自动切换是指现场变频器需要手动、自动（本地和远程）两种控制方式，两种控制需

要通过逻辑端子切换，变频器自带的面板无法实现手自动（本地和远程）控制切换，下面以

两种场景为例，介绍参数设置步骤。 

一般情况下，手动控制泛指通过设备附件的按钮，电位器等手动操作控制变频器，自动

控制泛指通过 PLC，DCS 等控制系统，来远程控制变频器； 

场景一：手动模式—电位计给定频率，端子启停；自动模式—AI2 4-20mA 给定频率，

端子启停；通过逻辑端子 DI3 切换，DI3 无信号，为手动模式，DI3 有信号，为自动模式。 

步骤一：手动模式设置—参考频率通道 1 设置为 AI1(电位器信号接 AI1 上) ，控制模式

设置为组合通道。切换设置—频率切换分配设置为 DI3 ，自动模式设置—参考频率通道 2 设

置为 AI2。 

 

注意：此场景的启动信号都由外部控制回路接到控制模块端子上，手动模式和自动模式

的启动信号接在同一个端子上。 

步骤二：设置 AI1 类型为电压，AI1 最小值为 0V、最大值为 10V。AI2 类型为电流，AI2

最小值为 4mA、最大值为 2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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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二：手动模式—面板调速，端子启停；自动模式—AI2 4-20mA 调速，端子启停；

通过逻辑端子 DI3 切换，DI3 无信号，为手动模式，DI3 有信号，为自动模式。 

步骤一：手动模式设置：参考频率通道 1 设置为远程终端频率（面板），控制模式设置

为隔离通道，命令通道 1 设置为端子排。 切换设置：频率切换分配设置 DI3 。自动模式设

置：参考频率通道 2 设置为 AI2。 

 

 

 

 

 

 

 

步骤二：设置 AI2 类型为电流，AI2 最小值为 4mA、最大值为 2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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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TV610 变频器模拟量输出如何设置？ 

ATV610 使用模拟量输出作为反馈，需要设置 AQ 功能分配，AQ 类型，AQ 最小/最大

输出值等。例如将 AQ1 功能设置为电机频率，输出类型为 4-20mA。设置步骤如下： 

 

AQ1 输出 4-20mA 对应范围为：0 至最大输出频率 ，想要 4-20mA 对应 0-50Hz，需

要把最大输出频率设置为 50Hz。步骤如下： 

7. ATV610 变频器故障继电器输出逻辑是怎样的，如何修改？ 

ATV610 变频器的故障继电器输出逻辑，以 R1 继电器设置为例来说明动作状态(R1 继电

器通常使用 R1A 和 R1C 常开触点)：变频器未上电，R1 继电器（R1A 和 R1C）不动作，通电

源后无故障，R1 继电器（R1A 和 R1C）动作，通电源后检测到变频器故障，R1 继电器（R1A

和 R1C）不动作，故障输出采用的是正逻辑（无故障闭合，有故障断开）。 

这种故障信号正逻辑输出会更加安全可靠一些，但如果现场控制回路已经设计好了，希

望变频器故障以后继电器闭合输出，无故障时继电器断开，也可以通过修改继电器的有效条

件，将继电器触点动作取反（无故障断开，有故障闭合），设置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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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TV610 变频器 Modbus 通讯控制如何设置？ 

ATV610 变频器 Modbus 通讯控制需要设置 Modbus 通讯相关参数和控制参数。 

一、设置 Modbus 通讯参数，例如通讯地址为 3，波特率 9600、校验格式 8N1，通讯

参数设置步骤如下：  

 

注意：通讯参数设置完以后，变频器要断电重启才能生效： 

二、设置变频器给定与命令参数，例如设置 Modbus 通讯控制调速，端子控制启动，设

置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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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TV610 变频器报输出缺相故障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处理？ 

变频器报输出缺相故障是指变频器检测到电机缺相； 

一般会有如下情况会导致变频器报此故障： 

1. 电机接线端子未接线或电机损坏导致缺相； 

正常接线或更换电机以后可消除电机缺相故障； 

2.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通过接触器连接； 

这种回路设计，一般变频器的启动信号和接触器的合闸信号为同一个，并且没有做

延时，因为接触器主触点完全闭合需要一个时间，在此时间内，主回路未接通，但

变频器已经启动了，因此会触发变频器的输出缺相故障；这种情况，只需提前给接

触器合闸信号(先给接触器合闸信号，再延时给变频器启动信号)，保证变频器启动

之前，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连接是正常的，启动时就不会触发此故障； 

3. 变频器输出端未接电机，或者出厂测试接的与变频器功率不匹配的小电机； 

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例如：变频器故障排查，出厂调试，变频器输出端可能会不接

电机或者接一个功率很小的电机来做测试，这种情况下，启动时都会触发输出缺相

故障，如果想要正常测试，需要将变频器的输出缺相故障暂时关闭，待测试完成以

后，需重新激活输出缺相保护，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注意：输出缺相保护是变频器对电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保护，在非测试，正常运行的情

况下，严禁关闭输出缺相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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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TV610 变频器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ATV610 变频器恢复出厂的步骤如下： 

进入【6 文件管理】菜单--【6.2 出厂设置】菜单--【参数组选择】 

将【参数组选择】中的“全部”勾选， 

点击“ESC”退回上一级，即【参数组选择】，下翻到下一个参数【回出厂设置】 

点击 OK 按键，阅读并确认警告信息后，再次点击 OK 键，即可将全部参数恢复为出厂

设置。 

操作示意如下： 

 

注意：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以后，所有设置会恢复到默认状态，变频器的状态和继电器

输出可能发生变化，请确保这种变化不会引起外部设备的误动作，产生设备和人身安全隐患； 

 

 

 

更多 ATV610 变频器操作指导文档，    更多 ATV610 变频器操作指导视频，    

请点击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获取          请点击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获取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faqs/index?page=content&id=FA420028&actp=search&viewlocale=zh_CN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faqs/index?page=content&id=FA413588&actp=search&viewlocale=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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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施耐德电气微信公众号 

7*24H 支持 

 

操作设备前，请阅读产品手册，了解安全信息。 

本资料仅作为产品知识推广，如有变更，将不另行通知。         

如有问题，请扫描上方二维码联系微信客服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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