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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1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用户速查手册 

本速查手册用于 VC1 系列 PLC 的设计、安装、连接和维护的快速指引，

便于用户现场对所需信息的查阅。简述了 VC1 系列 PLC 的硬件规格、特

性及使用方法。并有相关选配件的简介，常见问题答疑等，便于参考。若

需要更详细的产品资料，可参考我公司发行的《VC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用

户手册》、《AutoStudio 编程软件用户手册》。如需要，可向供货商咨询。

您也可以登录 https://www.veichi.com网站下载 PLC 相关技术资料或反馈

PLC 相关问题。 

1  产品介绍 

1.1  型号说明 

产品型号说明如下图所示 

 

 

尊敬的用户： 

您好！谢谢您选用了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为了解产品在

使用中的质量情况，更好地为您服务，请您在设备运行 1 个月时详细填写

此表并邮寄或传真给我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当我们收到您填写完整的《产

品质量反馈单》后，我们将给您寄去一份精美的纪念品，以表示我们的衷

心谢意。如您能对我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出建议，便有机会获得特别

奖励。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产品质量反馈单 

用户姓名  电话  

用户地址  邮编  

产品名称及型号  安装日期  

机器编号  

产品外观或结构  

产品性能  

产品包装  

产品资料  

使用中质量情况  

您对该产品的改

进意见或建议 

 

 

 

1.2  外形结构 

VC1 系列主模块的外形结构如下图所示（以 VC1-1614MAR 为例）。 

 

串口为 RS232 电平，插座为 Mini DIN8；1 路 RS-485 电平，USB 接口为

Type-C 接口,右扩展模块接口用于连接扩展模块，左扩展模块接口用于连

接扩展通讯模块，模式选择开关有 ON、OFF 二个档位，两个 RS-485 终

端电阻，阻值均为 120Ω。 

1.3  端子介绍 

1．24 点主模块端子排列 

输入端子： 

 

输出端子： 

 

2．30 点主模块端子排列 

输入端子： 

 

输出端子： 

 

 2 电源规格 

主模块内置电源电气规格和主模块可提供给扩展模块的电源规格如下表

所示。 

项目 单位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备注 

输入电压范围 Vac 85 220 264 正常启机和工作范围 

输入电流 A / / 1.5 90Vac 输入，满载输出 

额定

输出

电流 

5V/GND mA / 1500 / 5V/GND、24V/GND 两路输

出组合总功率不得超过

30W。 

24V/GND mA / 
1000 

/ 

24V/COM mA / / 
 

3  开关量输入输出特性 

3.1  输入特性与信号规格 

输入特性与信号规格如下表所示。 

项目 高速输入端 X0～X7 普通输入端 

信号输入方式 源型/漏型方式，用户可通过“S/S”端子进行选择 

电气

参数 

检测电压 24Vdc 

输入阻抗 1K 4kΩ 

输入 ON 外部回路电阻小于 400Ω 外部回路电阻小于 400Ω 

输入 OFF 外部回路电阻大于 24kΩ 外部回路电阻大于 24kΩ 

滤波

功能 

数字滤波 
X0～X7 有数字滤波功能，滤波时间可在 0~60ms 之间由用

户编程设定 

硬件滤波 除 X0～X7 以外的其余端口为硬件滤波，滤波时间约 10ms 

高速功能 

X0～X7 可实现高速计数、中断、脉冲捕捉等功能 

X0、X1 端口计数最高频率达 50kHz 

X2～X7 端口计数最高频率达 10kHz 

输入频率总和要求小于 60kHz 

公共接线端 只有一个公共端，为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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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器输入端口有相应的最高频率限制。当输入频率超过该限制后，可能

导致计数不准，或系统无法正常运行，请合理安排输入端口，选用合适的

外部传感器。 

PLC 提供一个端口“S/S”用来选择信号的输入方式，可以设置为源型输

入方式或漏型输入方式。将“S/S”与“＋24V”相连，即设置为漏型输入

方式，可以连接 NPN 型传感器。 

 

 
输入连接示例 

下图为 VC1-1614MAR 主模块和扩展模块 VC-0808ENR 的连接方式，实

现简单定位控制的示例。由编码器得到的位置信号通过 X0、X1 高速计数

端子检测，需要快速反应的行程开关信号可接入 X2～X7 的高速端子，其

余的用户信号则可分布于输入端口。 

 

3.2  输出特性与信号规格继电器与晶体管两种输出类型的比较

如下表所示。 

项目 继电器型 晶体管型 

输出方式 输出状态为“ON”时导通；输出状态为“OFF”时断开 

公共端 
分有若干组，每组有一个公共端 COMn，适应不同电位的控制电

路，各公共端之间绝缘隔离 

电压特性 220Vac、24Vdc，无极性要求 24Vdc，有极性要求 

电流要求 按照输出电气规范要求使用 

特点差别 驱动电压高，电流较大 驱动电流小，频率高，寿命长 

应用场合 

驱动中间继电器、接触器的线

圈、指示灯等动作频率不高的

负载 

控制伺服放大器、频繁动作的电

磁铁等要求频率高、寿命长的应

用场合 
 

输出电气规范如下表所示。 

项目 继电器型输出 晶体管型输出 

回路电源电压 
250Vac，30Vdc 以

下 
5～24Vdc 

电路绝缘 继电器机械绝缘 光耦绝缘 

动作指示 
继电器输出触点闭

合，指示灯点亮 
光耦被驱动时指示灯点亮 

开路时漏电流 / 小于 0.1mA/30Vdc 

最小负载 2mA/5Vdc 5mA（5～24Vdc） 

最大

输出

电流 

电阻负载 

2A/1 点 

8A/4 点组公共端 

8A/6 点组公共端 

8A/8 点组公共端 

Y0/Y1/Y2：0.3A/1 点 

其他：0.3A/1 点、0.8A/4 点、1.2A/6

点、1.6A/8 点。8 点以上每增加 1 点

允许总电流增加 0.1A 

项目 继电器型输出 晶体管型输出 

感性负载 220Vac，80VA 
Y0/Y1/Y2：7.2W/24Vdc。 

其他：12W/24Vdc 

电灯负载 220Vac，100W 
Y0/Y1/Y2：0.9W/24Vdc。 

其他：1.5W/24Vdc 

响应

时间 

OFF→ON 20ms Max Y0/Y1/Y2：10μs 

其他：0.5ms ON→OFF 20ms Max 

Y0、Y1、Y2 最

高输出频率 
/ 每通道 100kHz 

输出公共端 

Y0/ Y1/Y2/Y3－COM0。Y4/ Y5/Y6/Y7－COM1。Y10 以后

至多每 8 个端口使用 1 个公共端，每个公共端之间彼此隔

离 

熔断器保护 无 
 
输出连接示例 

下图为 VC1-1614MAR 主模块和扩展模块 VC-0808ENR 的连接方式，不

同的输出组可接入不同的信号电压回路。有的输出组（如 Y1－COM0）

连接在 24Vdc 回路，且由本控制器的 24V-COM 供电。有的输出组（如

Y5－COM1）连接在 5Vdc 低电压信号回路。而其它输出组（如 Y11、Y13、

Y15）连接在 220Vac 交流电压信号回路。即不同的输出组可工作于不同

的电压等级回路。 

 

4  通讯口 

VC1 系列 PLC 主模块提供了 2 个串行异步通讯端口，分别为 COM0 和

COM1 支持的波特率：115200、57600、38400、19200、9600、4800、2400、

1200bps。COM0 的通讯协议由模式选择开关决定，参见下图。 

 

COM0 作为用户编程的专用接口，可通过模式选择开关强制切换为编程

协议。PLC 运行状态及 COM0 使用协议关系如下表所示。 

模式选择开关位置 状态 COM0 运行协议 

ON 运行 
由用户程序及其系统配置决定，可为编程协

议、MODBUS 协议 

OFF 停止 

若用户程序的系统设置为 MODBUS 协议，则

停止后自动切换为编程口协议，否则保持系统

设置的协议不变 
 

COM1 适合与具有通讯功能的生产设备连接使用，如变频器，采用

MODBUS 协议或 RS485 端口自由协议，对多台设备进行组网控制。其端

口为螺丝固定的端子，通讯信号电缆可由用户自行制作，建议使用双绞屏

蔽线作为通信端口的连接电缆。 

USB 为 Type-C 接口，支持上下载程序、在线更新固件和监控功能。 

5  安装 

本 PLC 设计用于安装环境 II 标准、污染等级 2 的应用场合。 

源型接法

S/S

X

模块内部供电
+24V

COM

隔离电路

24Vdc
辅助电源

24V+

24V-

传感器

源型接法

S/S

X

+24V

COM

隔离电路

24Vdc

辅助电源

24V+

24V-

传感器

2
4

V
d

c

用户自备电源

使用模块内部电源的源型输入接线图 使用外部辅助电源的源型输入接线图

漏型接法

S/S

X

模块内部供电

传感器

+24V

COM

隔离电路

24Vdc
辅助电源

24V+

24V-

漏型接法

S/S

X

用户自备电源

传感器

+24V

COM

隔离电路

24Vdc
辅助电源

24V+

24V-

2
4

V
d

c

使用模块内部电源的漏型输入接线图 使用外部辅助电源的漏型输入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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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尺寸规格 

型号 长 宽 高 净重 

VC1-1410MAR 
115mm 90mm 92.7mm 

576g 

VC1-1410MAT  548g 

VC1-1614MAR 
115mm 90mm 92.7mm 

596g 

VC1-1614MAT 552g 
 

5.2 安装方法 

采用 DIN 槽安装固定 

一般情况采用 35mm 宽度的 DIN 槽进行安装，如下图所示。 

 

具体的安装步骤如下： 

1．将 DIN 槽水平固定于安装背板上； 

2．将模块底部下方的 DIN 槽卡扣拔出； 

3．把模块挂到 DIN 上； 

4．将卡扣压回原位，锁住模块； 

5．最后再将模块的两端用 DIN 槽卡档件固定，避免左右滑动。 

其他 VC1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均可按上述步骤进行 DIN 槽安装。 

采用螺钉安装固定 

对于可能存在较大冲击的场合，主模块可采用螺孔安装方式。扩展模块安

装时，先将滑动锁扣向上拨到顶，对准卡位后往主模块方向推动，完成后

将滑动锁扣向下拨到底即可完成固定。如下图所示。（注：主模块螺钉安

装固定需要选配件，扩展模块不支持螺钉固定安装） 

 

5.3  电缆连接及规格 

连接电源线及接地线，建议用户在 PLC 电源输入增加空开、fuse 保护电

路，交流电源及辅助电源连接示例如下图所示。 

 

设置可靠的接地线可加强设备安全，提高 PLC 的电磁抗扰能力，安装时

将PLC的电源 端连接到接地体上，建议采用AWG12～16型连接导线，

并尽可能减小导线长度。 

建议设置独立的接地装置，布线中尽量避免与其他设备（尤其是干扰较强

的设备）的接地线有公共路径，如下图所示。 

 

电缆规格 

在进行 PLC 应用的配线时，建议使用多股铜导线，并预制绝缘端头，这

样可保证接线质量。推荐选用导线的截面积和型号如下表所示。 

线缆 导线截面 推荐导线号 配合使用的接线端子及热缩管 

交流电源线 

（L、N） 
1.0～2.0mm² AWG12、18 

H1.5/14 预绝缘管状端头，或线头

烫锡处理 

接地线（ ） 2.0mm² AWG12 
H2.0/14 预绝缘管状端头，或线头

烫锡处理 

输入信号线

（X） 
0.8～1.0mm² AWG18、20 

UT1-3 或 OT1-3 冷压端头， 

Φ3 或Φ4 热缩管 输出信号线

（Y） 
0.8～1.0mm² AWG18、20 

 

将加工好的电缆头用螺丝固定在 PLC 的接线端子上，注意螺钉位置正确，

螺钉的旋紧力矩在 0.5～0.8Nm，保证可靠连接，又不致损坏螺丝。 

推荐的电缆制备方式如下图所示。 

 

6  上电运行与例行保养 

6.1  上电运行 

接线完毕后逐项检查连接情况，确保无异物掉入机壳内，散热通畅。 

1．接通 PLC 电源，PLC 的 PWR 灯应点亮。 

2．启动 PC 上的 AutoStudio 软件，将编制好的用户程序下载到 PLC。 

3．下载程序校验完毕，把模式选择开关拨到 ON 位，RUN 灯应点亮，若

ERR 灯点亮，表明用户程序或系统有错误，请按《VC 系列小型可编程控

制器编程手册》的说明排除错误，直到正确为止。 

4．再把 PLC 外部系统的电源合上，进行系统调试。 

6.2  例行保养 

例行保养检查应注意如下方面： 

1．保证 PLC 控制器工作环境的整洁，避免异物、灰尘落入机内； 

2．保持可编程控制器良好的通风散热； 

3．所有接线连接及接线端子固定牢固，状态良好。 

 

 

1  晶体管输出严禁接交流回路,如 220VAC。请严格参照电气参数要求设

计输出回路,不可过压或过流. 

2  继电器触点频繁操作会严重影响其使用寿命，请合理使用。 

3  继电器触点只能连接小于 2A 的负载。需要接通更大负载时，请在外

部使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 

4  当继电器触点电流过小时，不能保证其可靠导通。建议设计触点电流

大于 5mA。 

 

 

 

 

 

PLC 其他设备

最佳

PLC 其他设备

较好

PLC 其他设备

最差

不大于5.0
不大于5.0

UT 冷压端头 热缩管 线号标志 导线

OT 冷压端头 热缩管

H型预绝缘冷压端头

线头烫锡 导线

PG

18

47

682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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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须知 

1．保修范围指可编程控制器本体。 

2．保修期为十八个月，保修期内正常使用情况下，产品发生故障或损坏，

我公司免费维修。 

3．保修期起始时间为产品制造出厂日期，机器编码是判断保修期的唯一

依据，无机器编码的设备按过保处理。 

4．即使在保修期内，如发生以下情况，将收取一定的维修费用： 

不按用户手册操作导致的机器故障； 

由于火灾、水灾、电压异常等造成的机器损坏； 

将可编程控制器用于非正常功能时造成的损坏。 

5．服务费按实际费用计算，如另有合同，以合同优先的原则处理。 

6．请您务必保留此卡，并在保修时出示给维修单位。 

7．如您有问题可与代理商联系，也可直接与我公司联系。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区客户服务中心 

地址：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松葭路 1000 号 

电话：0512-66171988  传真：0512-6617-3610 

服务热线：400-600-0303  网址：www.veichi.com 

资料版本  V1.0   归档时间  2021-05-25 

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内容如有改动，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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