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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手册的使用

手册 – 接口适配器USM21A4

1 概述
1.1 手册的使用

当前版本是本文件的原始版。
本文件是产品的组成部分。本手册主要针对所有从事该产品作业的人员而编写。
确保手册内容清晰可读。确保设备和设备运行负责人及产品操作人员已仔细阅读并理解
本手册。若对手册内容存在疑问或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SEW‑EURODRIVE公司。

1.2 其它适用文献
请使用最新版本的文件和软件。
您可从SEW-EURODRIVE公司的网站 (www.sew‑eurodrive.com) 上下载多种语言版本
的各类文件和手册。
如有需要，可向SEW‑EURODRIVE公司订购文件的印刷副本。

1.3 质保承诺
请遵守本手册中的信息。这是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和满足质保承诺的前提条件。在操作产
品前，请先阅读本手册！

1.4 产品名称及商标

本手册中涉及的产品名称是相关产品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1.5 数值中的小数点

本文件中使用点作为小数点。
示例︰30.5 kg

1.6 版权标注

©  2018  SEW‑EURODRIVE。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严禁对本手册内容进行复制、更
改、传播和用于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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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全提示
前言

手册 – 接口适配器USM21A 5

2 安全提示
2.1 前言

以下基本安全提示用于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及财产损失且主要涉及此处所述产品的使用。
若额外使用其他组件，则也应遵守其相应的警告与安全提示。

2.2 目标群体

操作软件的专业人
员

所有与软件有关的操作仅允许由接受过相应培训的专业人员执行。本手册中所涉及的专
业人员指具备下列资质的人员：
• 接受过相应的指导和培训
• 熟悉本手册和其他适用文件
• 针对本软件的使用，SEW‑EURODRIVE建议进行额外的产品培训。

2.3 正当使用
接口适配器USM21A用于将工程设计计算机通过USB接口连接到任意
SEW‑EURODRIVE设备的诊断插槽中。

2.4 网络安全和访问保护
借助总线系统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调整电子驱动组件，以适应系统要求。因此存在危
险，即从外面看不到的参数变化可能产生意想不到、但不是无法控制的系统行为，从而
影响运行安全、系统可用性或数据安全。
请确保他人无法擅自访问基于以太网连接的系统和工程接口。
使用IT专属的安全标准能够优化端口的访问保护情况。端口一览表请参见所使用设备的
相应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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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言
文档中的简称

手册 – 接口适配器USM21A6

3 引言
3.1 文档中的简称

本文档使用以下简称。

型号描述 简称

MOVISUITE® standard MOVISUITE®

MOVITOOLS® MotionStudio MOVITOOLS® MotionStudio

3.2 手册内容
本文档介绍了将接口适配器USM21A连接到SEW‑EURODRIVE设备上的方法及其调试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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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接口适配器USM21A
供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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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口适配器USM21A
借助接口适配器USM21A，工程设计计算机可通过USB接口连接到任意
SEW‑EURODRIVE设备的诊断插槽中。

17824966283

接口适配器将通过B型USB插口连接到工程设计计算机上。数据将按照USB 2.0标准进
行传输。也可以在USB 3.0设备上运行。
通过一个RJ10插口与设备进行通讯。视诊断接口支持的接口标准而定，接口适配器将
连接到设备的RS485接口或系统总线接口 (CAN) 上。根据设备型号和需求，所用接口
的规格和波特率将在工程设计软件MOVITOOLS® MotionStudio或MOVISUITE®中确
定。详细信息请参阅章节“接口适配器的连接”。

4.1 供货范围
部件号28231449的供货范围内包括以下部件：
• 接口适配器USM21A
• USB连接电缆
• 带2个RJ10插头的接口电缆

4.1.1 可选择的供货范围
下列连接电缆可以向SEW‑EURODRIVE选择性订购：

可选择的供货范围（连接电缆） 部件号

带RJ10插头和9针D型插头的接口电缆 18123864

带RJ10插头和M12插口的接口电缆 28111680

USB连接电缆 08186804

带2个RJ10插头的接口电缆 08146993

4.2 接口适配器特征
接口适配器USM21A具有以下特征：
• 接口适配器与设备之间的通讯以点对点的方式进行。
• RS485总线电缆和CAN总线电缆的终端已固定安装。因此，只能在接口适配器的

RJ10插口上连接一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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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口适配器USM21A
接口适配器的LED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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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工程设计计算机的USB接口供电。
• 状态显示器借助透过透明箱体可见的LED指示灯显示状态。

4.3 接口适配器的LED指示灯
在接口适配器USM21A上，USB插口的左右两侧安装有3个LED指示灯。LED指示灯发
光时，可透过透明箱体看见。

提示
再将接口适配器USM21A 连接到计算机的USB接口时，接口适配器将会进行自测。期
间，LED指示灯在短时间内会以“绿”– “蓝” – “红”依次亮起。

[1]

[3][2]

17827431947

[1] LED指示灯“RS485”
[2] LED指示灯“CAN”
[3] LED指示灯“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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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接口适配器USM21A
接口适配器的LED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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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LED指示灯“RS485”

LED指示灯 含义

关 未激活用于接口适配器的驱动器。

绿色 驱动器已激活，但是在工程设计计算机和设备之间不存在通讯。
接口适配器保持此状态的原因可能是：
• 设备的连接电缆未正确插接或者受损。
• 设备上的波特率设置错误。
• 设备上无工作电压。
• 设备地址在MOVITOOLS® MotionStudio项目中专为设备设定的地
址范围之外。

绿色快闪 RS485通讯激活。工程设计计算机和设备之间正在交换数据。

4.3.2 LED指示灯“CAN”

LED指示灯 含义

关 未激活用于接口适配器的驱动器。

蓝色 驱动器已激活，但是在工程设计计算机和设备之间不存在通讯。
接口适配器保持此状态的原因可能是：
• 设备的连接电缆未正确插接或者受损。
• 设备上的波特率设置错误。
• 设备上无工作电压。
• 设备地址在MOVITOOLS® MotionStudio项目中专为设备设定的地
址范围之外。

蓝色快闪 CAN总线通讯激活。工程设计计算机和设备之间正在交换数据。

4.3.3 LED指示灯“故障”

LED指示灯 含义

关 普通运行状态。

红色 接口适配器中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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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口适配器USM21A
接口适配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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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接口适配器的连接
将工程设计计算机通过接口适配器USM21A连接到设备上时，会用到不同的连接电缆。
将工程设计计算机连接到接口适配器上时，要求使用USB A-B型的USB屏蔽连接电缆，
此电缆在供货范围内。SEW‑EURODRIVE建议，仅使用供货时随附的USB连接电缆。
接口适配器可与以下SEW‑EURODRIVE设备相连。
连接电缆说明：
• RJ10 = 2 x RJ10插头
• D型接头=RJ10插头和9针D型插头（选择性订购）
• M12 = 可选规格：RJ10插头和M12插口（选择性订购）

设备 接口 连接电缆 工程设计软件

RS485 CAN RJ10 D-Sub M12
• MOVIDRIVE® B
• MOVITRAC® B
• MOVIFIT® MC/FC/SC
• MOVIMOT® MM..D
• MOVISAFE® UCS..B
• MOVISAFE® DCS..B

X X

MOVITOOLS® MotionStudio，版
本V6.30以上

准备中：
• MOVIGEAR® B
• DRC电机

X X X
MOVITOOLS® MotionStudio（准
备中）

准备中：
• MOVIAXIS®

X X
MOVITOOLS® MotionStudio（准
备中）

使用无邮箱网关功能的
EtherCAT®主站时：
• 带有设备协议CiA402的

MOVIDRIVE®modular
• 带有设备协议CiA402的

MOVIDRIVE®system

X X

从SP9以上的MOVISUITE®

standard，推荐的版本：
MOVISUITE® standard SP9 维修
套件1，V2.0.114.100或更新的版
本。

MOVIDRIVE® technology X X SP10以上的MOVISUITE®

standard

MOVIGEAR® performance X X X MOVISUITE® standard，SP9以上
的维修套件1V2.0.11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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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调试
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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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调试
5.1 前提条件

运行接口适配器USM21A时，可使用以下版本的工程设计软件：

工程设计软件 版本

MOVISUITE® 版本V1.2.1253.0以上

MOVITOOLS® MotionStudio RS485：版本V6.3.0.0以上
CAN：准备中

提示
在调试和运行接口适配器时，请确保用于对当下所连接设备进行工程设计的工程设计
软件始终是打开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章节“接口适配器的连接”）。其它工程设计软件必
须关闭。

5.2 在MOVITOOLS® MotionStudio中配置接口适配器
在MOVITOOLS® MotionStudio中配置接口适配器

视设备型号而定，接口适配器将连接到RS485接口或CAN总线接口（准备中）上。必须
配置相应的通讯接口。
• "建立RS485通讯" (→ 2 12)
• 建立CAN总线通讯（准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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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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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建立RS485通讯
请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ü 在工程设计计算机上已事先安装了V6.3.0.0版本以上的工程设计软件

MOVITOOLS® MotionStudio。
ü 工程设计软件MOVISUITE®已关闭。
1. 启动MOVITOOLS® MotionStudio。
2. 配置通讯接口时，请点击工具栏中的 [配置通讯接口] 图标。

23215358219

3. 选择“串行”通讯接口，并编辑串行RS485接口的通讯参数。

17865929867

4. 请选择接口适配器使用的COM端口。

17865934603

5. 应用设置并在MOVITOOLS® MotionStudio中进行“Network scan”（网络扫描）。

5.3 在MOVISUITE®中配置接口适配器
在MOVISUITE®中配置接口适配器

使用工程设计软件MOVISUITE®进行SEW‑EURODRIVE公司的MOVI-C®设备的工程设
计任务。接口适配器USM21A也可在MOVISUITE®中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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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调试
在MOVISUITE®中配置接口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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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ü 在工程设计计算机上已安装了V1.2.1253.0版本以上的工程设计软件MOVISUITE®。
这样，便可加载所有需要的驱动器。

ü 工程设计软件MOVITOOLS® MotionStudio已关闭。
1. 启动MOVISUITE®。
2. 设置新的MOVISUITE®项目“From network scan”（从网络扫描）。

18014415435977867

3. 激活“USB”网络类型和“Scan”（扫描）滑动开关。应用设置并执行“Network
scan”（网络扫描）。

1782742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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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务
废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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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务

6.1 废弃处理
根据产品特性和当地的相关规定对产品和零部件进行分类废弃处理。如果有，请对产品
进行回收利用或联系专业的废物处理公司。如果可能，请将产品分为以下类别：
• 铜
• 电子部件
• 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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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技术数据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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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数据
7.1 标记

接口适配器USM21A满足下列规定和准则：

标记 含义

CE标志表示符合以下欧洲标准：
• EMC准则2014/30/EU
• RoHS指令2011/65/EU

中国RoHS指令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表
示遵守《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ACPEIP
(Administration on the Control of Pollution caused by
Eletronic Information Products) 的规定

7.2 概述

一般技术数据

部件号 28231449

抗干扰性能 符合EN 61800-3标准

环境温度 0 至 40°C

存放温度 按照EN 60721-3-3，-25°C 至 +70°C，等级3K3

防护等级 IP20，按照EN 60529

接口 • RJ10插口（连接设备）
• USB插口，B型（连接计算机）

质量 200 g

尺寸（长 × 宽 × 高） 92.5 mm x 43 mm x 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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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数据
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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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

气候条件

• 扩展存储：
EN 60721-3-1，等级1K2，温度-25°C ~ +70°C

• 运输：
EN 60721-3-2，等级2K3，温度-25°C ~ +70°C

• 运行（固定使用地点、防止受天气影响）：
EN 60721-3-3，等级3K3，温度0°C ~ +60°C

化学活性物质

• 长期存放：
EN 60721-3-1，等级1C2

• 运输：
EN 60721-3-2，等级2C2

• 运行（固定使用地点、防止受天气影响）：
EN 60721-3-3，等级3C2

机械活性物质

• 扩展存储：
EN 60721-3-3，等级1S1

• 运输：
EN 60721-3-3，等级2S1

• 运行（固定使用地点、防止受天气影响）：
EN 60721-3-3，等级3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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