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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3000 系列

FLEX NETWORK 接口

安装指南

装箱单

(1) 安装指南 (1) < 本指南 >
(2) FLEX NETWORK 接头 (1)

该产品经过精心包装。 但是，如果您发现
任何损坏或项目缺失，请立即联系当地
GP 代理商。

关于手册

关于 GP3000 系列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
下手册。

• GP3000 系列硬件手册

• 维护 / 故障排除手册

手册可从 GP-Pro EX 的帮助菜单中选择，
也可以从 Pro-face 的技术支持中文网站
下载。

http://www.proface.com.cn/otasuke/

部件名称和功能        

注意

在使用产品前请务必阅读所附的 “警告
/ 注意信息”。

注意

本手册介绍与 GP3000 系列 FLEX 
NETWORK 箱式机型的 FLEX 
NETWORK 接口相关的部件名称和一般
规格，以及 FLEX NETWORK 接头的接
线。 使用 FLEX NETWORK 接头前，请
务必阅读本安装指南和所附的 GP3000
系列安装指南。

名称 描述

A 状态指示灯

( 在 AGP-3302B/3301L/3301S 中禁用逻辑程序。 状态
指示灯仅在操作模式 ( 图形 ) 下发亮。 )

B FLEX NETWORK 接口 用于连接 FLEX NETWORK I/O 模块或模拟模块等。

C FLEX NETWORK 通讯状态
LED 灯

此 LED 灯指示 FLEX NETWORK 的通讯状态。

左视图

( 图为 AGP-3300T)
A

正视图

B

C

颜色 指示灯
操作模式
( 绘图 )

程序执行模式
( 启用逻辑程序时 )

绿
ON 离线 -

运行中 运行
闪烁 运行中 STOP

红
ON 上电时
闪烁 运行中 严重错误

橙
ON 背光灯烧毁
闪烁 软件启动过程中

状态指示灯 指示状态
RUN( 绿 ) 可进行通讯时亮
ERR( 红 ) 外接 I/O 模块发生故障时亮

http://www.proface.com.cn/otas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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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 NETWORK 规格

FLEX NETWORK 接口 ( 接头 )

FLEX NETWORK 数据传输设置

FLEX NETWORK 通讯电缆

以下电缆用于连接 FLEX NETWORK 模块。

适用接头 284510-6 < 泰科电子有限公司 >
针脚排列 信号名称 描述

1 TR+ CH1 通讯数据

2 TR- CH1 通讯数据

3 SLD CH1 电缆，屏蔽线

4 TR+ CH2 通讯数据

5 TR- CH2 通讯数据

6 SLD CH2 电缆，屏蔽线

通讯方式 1:N
连接方式 多点连接
传输距离 6Mbps：200m/CH， 12Mbps：100m/CH
传输方式 循环周期，分布式传输，半双工
传输速度 6Mbps， 12Mbps
传输接口 差分方式，脉冲传输阻抗
错误检查 格式校验，位校验， CRC-12 校验

站数
最多 63 个，位变量输入： 512 点*1，位变量输出： 512 点 *1，
整型变量输入： 128 点*2，整型变量输出： 128 点 *2

( 取决于使用的机型。 )
*1 使用 GP-Pro EX V2.5 以下版本时，位变量允许输入 / 输出 256 点。
*2 使用 GP-Pro EX V2.5 以下版本时，整型变量允许输入 / 输出 64 点。

型号 单件长度
FN-CABLE2010-31-MS 10m
FN-CABLE2050-31-MS 50m
FN-CABLE2200-31-MS 200m

6 5 4 3 2 1

( 电缆连接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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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1. FLEX NETWORK 接头的接线方法

• 接线前请务必从 GP 上拆下 FLEX 
NETWORK 接头。 否则可能引起触电
事故。

剥除导线的绝缘层，将导线中心插入开
口。

适用的导线尺寸为 AWG28-16，请剥除导
线绝缘层至少 7.0mm。

• 拧紧转矩为 0.25N•m。

• 请务必在屏蔽线表面包裹一层塑料套
管。

• 请勿焊接导线。 否则可能引起接触不
良。

• 请使用小号螺丝刀来紧固螺丝。 ( 尖端
厚度： 0.6mm，尖端长度： 2.5mm

• 如果导线的终端 ( 单独的 ) 导线未拧成
一束，终端导线之间或终端导线和电极
之间可能发生短路。 若使用针型端子，
请参考下面推荐的类型。 采用何种针型
端子最为适合取决于所用电缆的尺寸。 
*-966067-* Tyco Electronics AMP 制
造。

接线

1. 接线注意事项

• 为防止噪音和干扰问题，请用单独的线
槽将所有控制线、通讯线和电源线分
开。

如果必须将不同的导线放置在同一个线槽
内，请用接地的分隔层将它们分开。

• 如果无法分隔导线，可采用屏蔽电缆并
将屏蔽电缆接地。

• 请使用降低干扰的外部接线方式，以便
提高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 为防止浪涌电流或噪音干扰，请使用线
槽将所有直流 I/O 或电路导线与通讯电
缆分隔开来。

• 为防止噪音导致的故障，通讯电缆应与
高频线路和电源线 ( 如高电压线路、大
电流线路和变频器等 ) 分开接线。

6~7 蓝 (TR+)
白 (TR-)

屏蔽 (SLD)

25~35

* 请勿焊接导线
末端。

单位： mm

I/O 信号线线槽 控制线线槽 电源线线槽

I/O 信号线 控制线 电源线

接地的
分隔层

线槽 
( 绝缘树
脂 / 塑料 )

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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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标准

以下是取得 UL/c-UL 认证的产品。

(UL 文件号 E220851， UL 文件号 E182139)

以下是取得 UL/c-UL 认证的产品。  
(UL 文件号 E171486，UL 文件号 E231702)

以下是取得 UL/c-UL 认证的产品。

(UL 文件号 E220851， UL 文件号 E210412) 

有关认证的详情，请访问 Pro-face 网站。

< 注意事项 >
将 GP 嵌入终端产品之前请明确以下几
点：

• GP 的背板不宜作外壳使用。 将 GP 嵌
入终端产品时，使用的外壳应符合终端
产品的整体外壳标准。

• GP 只能在室内使用。

• 安装和操作 GP 时应使前面板朝外。

• 为了让 GP 能够自然冷却，请务必将它
安装在垂直面板上。 另外，安装 GP
时，建议与相邻装置或设备之间保留至
少 100mm 的间隔。 必须检查装有 GP
的终端产品的温度。

• 串口 (COM2) 没有过流保护。

危险环境 - 规则和注意事项

(1) 电源、 I/O 接线必须使用 I 级 2 区接线
方式 - 美国 NFPA 70 标准，《国家电
气规范》中的 501.10(B) ； o 《加拿
大电气规范》的 18-152 节。

(2) 适用于 I 级 2 区， A、B、 C、D 组危
险环境或无危险环境。

(3) 警告： 爆炸危险 - 更换部件可能降低
产品在 I 级 2 区的适用性。

(4) 警告： 爆炸危险 - 在危险环境使用时，
请在更换或连接模块前关闭电源。

(5) 警告： 爆炸危险 - 拆除设备前请确认
已关闭电源或所处环境无爆炸危险。

(6) 警告： 爆炸危险 - 请务必在切断电源
或确认现场安全的情况下再断开设备
连接。

(7) 在危险环境使用 GP 时，请确认已妥
当连接了各外接设备，各个接头处已
用螺丝刀拧紧。 在危险环境使用 GP
时，切勿插拔接口电缆。 只有在确认
现场安全的情况下才能插拔电缆。

产品型号 UL/c-UL 注
册型号

AGP3300-L1-D24-FN1M 3280007-03
AGP3300-T1-D24-FN1M 3280007-01
AGP3400-T1-D24-FN1M 3280035-01

产品型号
UL/c-UL 注
册型号

AGP3500-T1-AF-FN1M 3280035-45
AGP3600-T1-AF-FN1M 3280024-13

产品型号
UL/c-UL 注
册型号

AGP3500-T1-D24-FN1M 3280035-41
AGP3600-T1-D24-FN1M 32800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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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标志

以下机型标有 CE 标记，符合 EMC 指
令。

• AGP3300-L1-D24-FN1M
• AGP3300-T1-D24-FN1M
• AGP3400-T1-D24-FN1M
• AGP3500-T1-D24-FN1M
• AGP3600-T1-D24-FN1M
以下产品标有 CE 标志，同时符合 EMC
指令和低电压指令。

• AGP3500-T1-AF-FN1M
• AGP3600-T1-AF-FN1M
详细信息，请至 Pro-face 主页 - 下载 - 符
合国际安全标准和 RoHS 指令的证书。 

Digital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8-2-52 Nanko-higashi 
Suminoe-ku, Osaka 559-0031 
JAPAN 
电话： +81-(0)6-6613-3116 
传真： +81-(0)6-6613-5888 
http://www.pro-face.com

© 2006 Digital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和
普洛菲斯国际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版权
所有，保留所有权利。

疑问

关于该产品您有何问题和困难 ? 
需要帮助时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
得解决方法。

http://www.proface.com.cn/otasuke/

Pro-face 对用户使用该产品所引起的伤
害、损失以及所引发的 第三方责任不承担
任何责任，敬请谅解。 

注意

http://www.pro-face.com
http://www.proface.com.cn/otasuke/

	GP3000系列FLEX NETWORK接口安装指南
	装箱单
	关于手册
	部件名称和功能
	FLEX NETWORK规格
	FLEX NETWORK接口(接头)
	FLEX NETWORK数据传输设置
	FLEX NETWORK通讯电缆

	安装
	1. FLEX NETWORK接头的接线方法

	接线
	1. 接线注意事项

	安装标准
	CE标志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Unknown

  /Description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PDF documents with higher image resolution for improved printing quality. The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Reader 5.0 and later.)
    /JPN <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9ad889e350cf5ea6753b50cf3092542b3080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537052376642306e753b8cea3092670059279650306b4fdd3064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