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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741 平移门电机平移门电机平移门电机平移门电机

————————————————适用于私人住宅适用于私人住宅适用于私人住宅适用于私人住宅，

740 最大门重最大门重最大门重最大门重 500KG,741 最大门重最大门重最大门重最大门重 900KG 

740-741 技术参数技术参数技术参数技术参数

电机类型电机类型电机类型电机类型 740 741 

电源输入电压电源输入电压电源输入电压电源输入电压 220V~50HZ 

功率功率功率功率 350W 500W 

电机工作电流电机工作电流电机工作电流电机工作电流 1.5A 2.2A 

电机启动电容电机启动电容电机启动电容电机启动电容 10uF 12.5uF 

推拉力推拉力推拉力推拉力 450N 650N 

扭矩扭矩扭矩扭矩 18NM 24NM 

电机热保护温度电机热保护温度电机热保护温度电机热保护温度 140℃ 

最大带动门体重量最大带动门体重量最大带动门体重量最大带动门体重量 500KG 900KG 

电机齿轮电机齿轮电机齿轮电机齿轮 Z16 模 4 

门体速度门体速度门体速度门体速度 12m/min 

最大门宽最大门宽最大门宽最大门宽 15m 

限位类型限位类型限位类型限位类型 磁感 

离合器类型离合器类型离合器类型离合器类型 电控板控制 

使用频率使用频率使用频率使用频率 30% 40% 

工作环境温度工作环境温度工作环境温度工作环境温度 -20℃~+55℃

防护等级防护等级防护等级防护等级 IP44 IP44 

整机重量整机重量整机重量整机重量 10KG 11KG 

电机尺寸电机尺寸电机尺寸电机尺寸 322mm(高)X295mm(长)X221mm(宽) 

� 内置电控板预接线，简单快速安装 

� 防撞保护通过电控板调节扭矩实现 

� 齿轮式电机，不可逆转，因此无需安装电锁 

� 通过带钥匙保护的手动释放旋钮，可以将电机手

动释放， 

� 磁感限位开关 

� 电控板通过透明塑料罩壳罩住，可以通过按键对

电控板参数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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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741 整机内包含物件整机内包含物件整机内包含物件整机内包含物件

740-741 电机电控板电机电控板电机电控板电机电控板及其附件及其附件及其附件及其附件

748D 电控板

（202269） 

433 遥控器 

（787456） 
433 单通道接收板 

（787741） 

电机用编码器 

（404019） 

SAFEBEAM

红外（785102） 

电机安装底板 
电机安装附件 

磁铁限位 电机控制板端子排 电机固定保护盖

740/741 主机(电控板内置) 

400-820-3735www.jhzn.net



FAAC FAAC 
中文 中文 

3 

740-741 套装配置套装配置套装配置套装配置

740/741 整整整整机机机机(740，，，，109780；；；；741,109781)X1 

433 单单单单通通通通道道道道接接接接收收收收器器器器（（（（787741））））X1 

SAFEBEAM 红红红红外外外外（（（（785102））））X1 

433 遥遥遥遥控控控控器器器器（（（（787456）X2 

740/741 整 机 一 套

(740,109780;741,109781) 

433 单通道接收板 

（787741） 

SAFEBEAM 
红外

（785102） 

433 遥控器 

（78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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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布线电气布线电气布线电气布线 

①①①① 电机电源线电机电源线电机电源线电机电源线  3X1.5mm 3X1.5mm 3X1.5mm 3X1.5mm2222(L,N,PE)(L,N,PE)(L,N,PE)(L,N,PE)    

②②②② 接收红外接收红外接收红外接收红外  3X0.5mm 3X0.5mm 3X0.5mm 3X0.5mm2222 发射红外发射红外发射红外发射红外 2X0.5mm2X0.5mm2X0.5mm2X0.5mm2222 

③③③③ 钥匙保护开关钥匙保护开关钥匙保护开关钥匙保护开关（（（（选配选配选配选配））））  2X0.5mm 2X0.5mm 2X0.5mm 2X0.5mm2222    

④④④④ 闪灯闪灯闪灯闪灯（（（（选配选配选配选配））））  2X1.5mm 2X1.5mm 2X1.5mm 2X1.5mm2222
 

⑤⑤⑤⑤ 外置接收器外置接收器外置接收器外置接收器（（（（选配选配选配选配））））  3X0.5mm 3X0.5mm 3X0.5mm 3X0.5mm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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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741 开门机安装说明开门机安装说明开门机安装说明开门机安装说明

一一一一 电机尺寸电机尺寸电机尺寸电机尺寸 

740-741 电机尺寸如图 Fig.2 所示。 

二二二二 安装前检查安装前检查安装前检查安装前检查 

� 门体的结构必须适合安装开门机。尤其是门体的重量必须在电机要求重量内（740 为 500KG,741 为

900KG），以保证电机不被超出设计范围使用 

� 门体的轮子的直径能够承载门体重量，严格禁止将门体重量加载在电机齿轮上 

� 门体上部安装有导向轮 

� 门体安装有机械限位，以防止门体出轨 

� 确保固定电机的地基部位是坚固的 

� 确保有足够的空间安装和维护电机 

三三三三 使用频率曲线使用频率曲线使用频率曲线使用频率曲线 

左图表示了特定使用频率下的最大工作时间 

该曲线为在 20℃下测得，如果是阳光直射，使用频率

会减少 20% 

Ta，开门时间 

Tc，关门时间 

Tp，暂停时间 

Ti，两个开关门周期间隔时间 

尺寸：mm 

工作时间 

使用频率 

400-820-3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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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放置电机固放置电机固放置电机固放置电机固定底板定底板定底板定底板 

4.1 组装固定底板组装固定底板组装固定底板组装固定底板 

按照 Fig.4 所示，组装电机固定底板 

4.2 电机电机电机电机固定底板固定底板固定底板固定底板定位定位定位定位 

左开门电机固定底板定位尺寸如 Fig.5 所示：固定底板垂直放置。门体完全关闭。电机距离门体距离为 56+/————5mm，

固定底板右边缘距离门柱尺寸在 0~50mm 内内内内

右开门电机固定底板定位尺寸如 Fig.6 所示：固定底板垂直放置。门体完全关闭。电机距离门体距离为 56+/————5mm，

固定底板左边缘距离门柱体寸需要 0~50mm 内内内内

保证保证保证保证固定电机部位在固定电机部位在固定电机部位在固定电机部位在

60~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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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放置安装底板放置安装底板放置安装底板放置安装底板 

如 Fig.7 所示，在安装底板放置位置，挖一个长 335mmX 宽 200mmX 深 100mm 的坑。在坑内浇筑混凝土，并放入安装

底板。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在浇筑混凝土前要预埋电气管在浇筑混凝土前要预埋电气管在浇筑混凝土前要预埋电气管在浇筑混凝土前要预埋电气管，，，，引出电源线长度最少是引出电源线长度最少是引出电源线长度最少是引出电源线长度最少是 50cm 

放置安装底板时放置安装底板时放置安装底板时放置安装底板时，，，，要用水平尺确保水平要用水平尺确保水平要用水平尺确保水平要用水平尺确保水平 

四四四四 电机电机电机电机安装安装安装安装 

1.打开电机盒盖，将电机固定在安装底板上（在放置过程中，将电源线从电机底部穿入），如下图 Fig8,Fig9 所示 

引出电源线长度最引出电源线长度最引出电源线长度最引出电源线长度最

少在少在少在少在 50CM 

在放置安装底板时在放置安装底板时在放置安装底板时在放置安装底板时，，，，

要用水平尺确保水要用水平尺确保水要用水平尺确保水要用水平尺确保水

平平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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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整电机的高度和距离门体的距离，如下图所示 

3 将电机进行固定 

4 将电机调整到手动状态 

将钥匙插入手动释放旋钮，先将锁打开，然后将旋钮顺时针旋转到手动释放位置，如上图所示 

齿条焊接位置距离

电机底部距离为

90mm 

电机的安装高度，

12.5mm~50mm 

电 机 距 离 门 体

5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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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齿条安装齿条安装齿条安装齿条安装 

5.1 焊接方式固定焊接方式固定焊接方式固定焊接方式固定（（（（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M8X30mm 齿条固定螺丝齿条固定螺丝齿条固定螺丝齿条固定螺丝）））） 

① 将三个齿条固定底座通过齿条齿条固定螺丝沿着齿条固定孔的下边

沿进行固定。

② 将门体手动移动到打开位置

③ 将第一根齿条水平放在电机齿轮上，焊接第一个齿条固定底座，如

Fig.13 所示

④ 手动移动门体，检查电机齿轮和齿条啮合是否良好，然后焊接第二

个和第三个齿条固定底座

⑤ 重复①步骤，准备第二根齿条，紧挨着第一根齿条进行放置。将一

根齿条与两根齿条啮合，并用支架进行固定，如图 Fig.14 所示

⑥ 手动移动门体，焊接第二根齿条的三个齿条固定底座

⑦ 重复⑤⑥步骤，直到所有的齿条全部安装完成

焊接方式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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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螺丝固定方式螺丝固定方式螺丝固定方式螺丝固定方式（（（（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M8X50mm 齿条固定螺丝齿条固定螺丝齿条固定螺丝齿条固定螺丝）））） 

① 将门体手动移动到打开位置

② 将第一段齿条水平放置在电机齿轮上，把齿条固定底座放在齿条固定孔（沿着齿条固定孔上边沿放置）和

门中间，用水平尺确保齿条水平， 使用划线笔标记门体上的齿条固定底座固定位置 

③ 在划线位置钻一个 6.5mm 的孔，然后使用 M8 的丝攻进行攻丝，将第一个齿条固定螺丝继续拧固定

④ 手动移动门体，检查电机齿轮和齿条啮合是否良好，将其余两个齿条固定螺丝按照步骤③固定

⑤ 将第二根齿条紧挨着第一根齿条进行放置，将一根齿条与两根齿条啮合，并用支架进行固定，如图 Fig.14

①所示。

⑥ 按照步骤②，放入齿条固定底座，划线，按照步骤③，固定齿条固定螺丝

⑦ 将其余的齿条按照上述方法全部安装完成

5.3 齿条安装注意事项齿条安装注意事项齿条安装注意事项齿条安装注意事项 

� 在门体运动过程中，必须保证齿轮与齿条都处于啮合状态 

� 不要将齿条直接焊接在齿条固定底座上，不要将齿条间通过焊接连接起来 

� 在齿条安装完成后，建议将齿条与齿轮间的间隙调整到 1.5mm，如左图所示 

� 齿条安装完成后，手动移动门体，确保整个行程移动平滑，无卡点，能够碰到机械限位 

� 不要在齿轮和齿条间抹润滑油脂，否则会造成齿轮打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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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磁感限位安装磁感限位安装磁感限位安装磁感限位安装 

6.1．按照下图所示，先装配磁感限位 

6.2. 将电机切换到手动释放状态,如下图所示 

将钥匙插入手动释放旋钮，先将锁打开，然后

将旋钮顺时针旋转到手动释放位置，如上图所

示 

6.3 将门体移动到开门位置，在距离机械限位 4CM 处，固定开门磁感限位 

6.4 将门体移动到关门位置，在距离机械限位 4CM 处，固定关门磁感限位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磁感磁感磁感磁感限位限位限位限位 

关关关关门门门门磁感磁感磁感磁感限位限位限位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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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将电控板上电，手动移动门体，在门到关门限位后，检查 FCC 指示灯是否熄灭；在门到开门限位后，检查 FCA

指示灯是否熄灭。 

七七七七 手动释放手动释放手动释放手动释放 

7.1 自动状态切换到手动状态自动状态切换到手动状态自动状态切换到手动状态自动状态切换到手动状态 

将钥匙插入手动释放旋钮，先将锁打开，然后

将旋钮顺时针旋转到手动释放位置，如上图所

示 

7.2 手动状态切换到自动状态手动状态切换到自动状态手动状态切换到自动状态手动状态切换到自动状态 

将旋钮逆时针旋转到自动状态位置，锁上锁，

将钥匙拔出 

八八八八 维护维护维护维护 

为了保证电机的正常使用，我们建议每 6 个月检查一次系统 

检查项目：门体手动状态下门体手动状态下门体手动状态下门体手动状态下，，，，移动是否平滑移动是否平滑移动是否平滑移动是否平滑，电机手动切换到自动电机手动切换到自动电机手动切换到自动电机手动切换到自动，，，，自自自自动切换到手动是否正常动切换到手动是否正常动切换到手动是否正常动切换到手动是否正常，红外工作是否良好红外工作是否良好红外工作是否良好红外工作是否良好， 

电机力矩输出是否正常电机力矩输出是否正常电机力矩输出是否正常电机力矩输出是否正常 

FCA 开门限位指示灯 

FCC 关门限位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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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D 电控板使用说明电控板使用说明电控板使用说明电控板使用说明 

一一一一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在对电控板进行任何操作前在对电控板进行任何操作前在对电控板进行任何操作前在对电控板进行任何操作前，，，，切断电源切断电源切断电源切断电源。。。。 

- 在进线位置安装跳闸电流为在进线位置安装跳闸电流为在进线位置安装跳闸电流为在进线位置安装跳闸电流为 6A，，，，漏电电流为漏电电流为漏电电流为漏电电流为 0.03A 的空气开关的空气开关的空气开关的空气开关。。。。空气开关尽量选空气开关尽量选空气开关尽量选空气开关尽量选

择施耐德或者是择施耐德或者是择施耐德或者是择施耐德或者是 ABB 公司出厂的公司出厂的公司出厂的公司出厂的，，，，保证电控板不会因为外部冲击保证电控板不会因为外部冲击保证电控板不会因为外部冲击保证电控板不会因为外部冲击造成造成造成造成损坏损坏损坏损坏（（（（FAAC

公司不对任何因为外部冲击造成的电控公司不对任何因为外部冲击造成的电控公司不对任何因为外部冲击造成的电控公司不对任何因为外部冲击造成的电控板损坏进行保修板损坏进行保修板损坏进行保修板损坏进行保修））））

- 接地线接到正确的端子接地线接到正确的端子接地线接到正确的端子接地线接到正确的端子

- 将电源线和控制线以及安全保护装置连接线将电源线和控制线以及安全保护装置连接线将电源线和控制线以及安全保护装置连接线将电源线和控制线以及安全保护装置连接线（（（（按钮按钮按钮按钮，，，，接收器接收器接收器接收器，，，，红外红外红外红外））））分开布线分开布线分开布线分开布线。。。。为为为为

了避免电气干扰了避免电气干扰了避免电气干扰了避免电气干扰，，，，使用独立的护套或屏蔽电缆使用独立的护套或屏蔽电缆使用独立的护套或屏蔽电缆使用独立的护套或屏蔽电缆（（（（带屏蔽接地线带屏蔽接地线带屏蔽接地线带屏蔽接地线））））

- 红外红外红外红外））））分开布线分开布线分开布线分开布线。。。。为了避免电气干扰为了避免电气干扰为了避免电气干扰为了避免电气干扰，，，，使用独立的护套或屏蔽电缆使用独立的护套或屏蔽电缆使用独立的护套或屏蔽电缆使用独立的护套或屏蔽电缆（（（（带屏蔽接地线带屏蔽接地线带屏蔽接地线带屏蔽接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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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电控板简介电控板简介电控板简介电控板简介 

2.1 电控板布局电控板布局电控板布局电控板布局 

 

2.2 技术参数技术参数技术参数技术参数 

电源 220V~50HZ 

电控板功率 10W 

电机最大负载 1000W 

附件最大电流 0.5A 

工作环境温度 -20℃~+55℃

保险丝 强电 5 A, 弱电 800mA 

工作时间 0~4 分钟，可调整 

暂停时间 0~4 分钟，可调整 

力矩 50 档，可调整 

参数设置 通过 F,+,-键进行参数设置 

工作逻辑 A,S,E,EP,B,C 

参数显示屏参数显示屏参数显示屏参数显示屏 

FCA-开门限位指示灯开门限位指示灯开门限位指示灯开门限位指示灯  

OPENB-半开信号指示灯半开信号指示灯半开信号指示灯半开信号指示灯  

FSWOP-开门保护红外指示灯开门保护红外指示灯开门保护红外指示灯开门保护红外指示灯 

STOP-停止指示灯停止指示灯停止指示灯停止指示灯 

FCC-关门限位指示灯关门限位指示灯关门限位指示灯关门限位指示灯 

OPENA-开门信号指示灯开门信号指示灯开门信号指示灯开门信号指示灯 

FSW-CL-关门保护红外指示灯关门保护红外指示灯关门保护红外指示灯关门保护红外指示灯 

EDGE-SAFE-边缘保护指示灯边缘保护指示灯边缘保护指示灯边缘保护指示灯 

参数设置按钮参数设置按钮参数设置按钮参数设置按钮，，，，F,-,+ 

800mA 保险丝保险丝保险丝保险丝 

F1————5A 保险丝保险丝保险丝保险丝 

J4,电容插口电容插口电容插口电容插口 

J5 限位接口限位接口限位接口限位接口 J3-编码器接口编码器接口编码器接口编码器接口 

J1-控制信号端口控制信号端口控制信号端口控制信号端口 J6-电机电机电机电机，，，，闪灯接口闪灯接口闪灯接口闪灯接口 

J7-电源接口电源接口电源接口电源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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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接线端子详细描述接线端子详细描述接线端子详细描述接线端子详细描述 

磁感磁感磁感磁感开关开关开关开关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编码器接口编码器接口编码器接口编码器接口 
全开信号全开信号全开信号全开信号 

半开信号半开信号半开信号半开信号 

红外信号接口红外信号接口红外信号接口红外信号接口 

停止信号停止信号停止信号停止信号 
蓝色蓝色蓝色蓝色-J6-13,COM 

黑色黑色黑色黑色-J6-14，，，，开开开开 

褐色褐色褐色褐色-J6-15,关关关关 

闪灯闪灯闪灯闪灯-J6-16,17 
接地线接地线接地线接地线-J4,PE 

零线零线零线零线-J4，，，，N

火线火线火线火线-J4,L

指示灯指示灯指示灯指示灯 

信号信号信号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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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电机接线电机接线电机接线电机接线 

3.1 红外连接红外连接红外连接红外连接 

（（（（1））））红外连接方式红外连接方式红外连接方式红外连接方式

根据上图选择合适的保护区域，一般情况下选择关门保护区域 

（（（（2））））没有保护装置接线方式没有保护装置接线方式没有保护装置接线方式没有保护装置接线方式

FSW-OP—TX-FSW   FSW-CL—TX-FSW  STOP— —  EDGE— — 

开关门保护区域 
开门保护区域 

关门保护区域 

边缘保护区域 

无保护装置连接方式无保护装置连接方式无保护装置连接方式无保护装置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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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对开门保护红外接法一对开门保护红外接法一对开门保护红外接法一对开门保护红外接法

接收红外： 

5— J1-9,+24V, 

3,4 短接—J1-7,— 

2—J1-3,FSW-OP 

发射红外： 

2—J1-9,+24V 

1—J1-11,TX-FSW 

J1-5,STOP—J1-8,—短接 

（（（（4））））一对关门红外接法一对关门红外接法一对关门红外接法一对关门红外接法

接收红外： 

5— J1-9,+24V, 

3,4 短接—J1-7,— 

2—J1-3,FSW-CL 

发射红外： 

2—J1-9,+24V 

1—J1-11,TX-FSW 

J1-5,STOP—J1-8,—短接 

一对开门保护红外一对开门保护红外一对开门保护红外一对开门保护红外 

一对关一对关一对关一对关门保护红外门保护红外门保护红外门保护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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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对一对一对一对开门红外和一对边缘保护接法开门红外和一对边缘保护接法开门红外和一对边缘保护接法开门红外和一对边缘保护接法

关门红外： 

接收： 

5—J1-9,+24V 

3,4 短接—J1-8，— 

2—J1-4,FSW-CL 

发射： 

2—J1-9,+24V 

1—J1-11，TX-FSW 

开门红外： 

接收： 

5—J1-9,+24V 

3,4 短接—J1-8，— 

2—J1-3,FSW-OP 

发射： 

2—J1-9,+24V 

1—J1-11，TX-FSW 

边缘保护： 

J1-6,EDGE—边缘保护一个触点 

J1-8,—边缘保护另一个触点 

J1-5,STOP—J1-8,— 

(6) 两对关门红外和两个边缘保护接法两对关门红外和两个边缘保护接法两对关门红外和两个边缘保护接法两对关门红外和两个边缘保护接法

关门红外 1 

接收： 

5—J1-9,+24V 

4—J1-8，— 

3—关门红外 2 接收端 2 

2—J1-3,FSW-OP 

发射： 

2—J1-9,+24V 

1—J1-11，TX-FSW 

关门红外 2 

接收： 

5—J1-9,+24V 

3,4 短接—J1-8，— 

2-关门红外 1 接收端 3 

发射： 

2—J1-9,+24V 

1—J1-11，TX-FSW 

边缘保护触点串联，分别接到 J1-6,EDGE 和 J1-8,— 

J1-5,STOP—J1-7,— 

一对开门一对开门一对开门一对开门，，，，关门红外和边缘保护关门红外和边缘保护关门红外和边缘保护关门红外和边缘保护 

两对关门红外和两对关门红外和两对关门红外和两对关门红外和两个边缘保护两个边缘保护两个边缘保护两个边缘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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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电源连接电源连接电源连接电源连接 

如左图所示，将从空气开关引出的电源线接入 J7 端子 

J7-L—火线 

J7-N—零线 

J7-PE—电机接地线和电源接地线 

将电机的接地线盒电源接地线按照下图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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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遥控器对码遥控器对码遥控器对码遥控器对码 

4.1 将接收板插入电控板将接收板插入电控板将接收板插入电控板将接收板插入电控板 J2 端口端口端口端口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在插入前在插入前在插入前在插入前，，，，先切断电源先切断电源先切断电源先切断电源 

4.2 遥控器对码遥控器对码遥控器对码遥控器对码 

遥控器的对码就是要让电控板能够识别遥控器发射出的信号。在初次使用的时候，需要使用遥控器，就需要将 

遥控器进行对码。   

452MPS 电控板使用套装中所配接收器，能够提供 OPENA 信号 

OPENA 信号对码信号对码信号对码信号对码：：：： 

（1） 按下接收板的上对码按钮，等到红色箭头的对码指示灯亮起来，释放对码按钮，如下图所示

（2） 按住遥控器上要进行对码的按钮，观察到对码指示灯闪烁后，释放遥控器对码按钮（注意注意注意注意：：：：遥控器距遥控器距遥控器距遥控器距

离接收器的距离至少要保持离接收器的距离至少要保持离接收器的距离至少要保持离接收器的距离至少要保持 1 米远的距离米远的距离米远的距离米远的距离）

（3） 等到对码指示灯变为常亮后，按下对码按钮，将对码指示灯按灭

（4） 按下遥控器上的对码按钮，观察电控板 OP-A 指示灯是否亮，如果没有重复步骤（1）到（3）

遥控器消码遥控器消码遥控器消码遥控器消码：：：： 

（1） 按下接收板上的对码按钮

（2） 接收板上的对码指示灯亮

（3） 一直按住接收板上的对码按钮，等到指示灯闪烁两次后，熄灭，释放对码按钮

（4） 用遥控器的控制按钮，观察电控板 OP-A 指示灯是否亮。如果没亮，消码成功；如果亮，则重复步骤

（1）~（3）

电控板 J2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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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 

5.1 基本参数设置基本参数设置基本参数设置基本参数设置：：：： 

按下“F”键选择参数，通过“+”和“—”键设置参数

“F” 键按下后，显示参数代码，释放“F” 键后显示参数值，通过“+”和“—”键设置参数

注意：设置参数后，一定要退到 门体状态下，参数设置参数 

电机上电后，显示就是 状态下的值 

参数代码 功能描述 默认值 

逻辑功能设置 

暂停时间（适用于自动逻辑）： 

~ 分钟 

0~59 秒，设置时以 1 秒单位步进 

1 分钟~4.1 分钟，设置时以 10 秒单位步进 

最大设置暂停时间 4.1 分钟。 

例：2.1，表示设置暂停时间为 2 分钟 10 秒 

推拉力设置： 

01~59 

01：最小推拉力 

50：最大推拉力 

开门方向：安装电机后，如果发现开门方向与实际不同，可通过该参数调

整，而不用调整电机转向和限位开关位置 

：右开门 

：左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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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门状态 

：正在开门状态 

：停止状态 

：开门状态 

：暂停状态（自动状态下，开门后等待关门时的状态） 

：保护红外检测失效状态 

：正在关门状态 

：反转状态 

：保护红外触发 

5.2 高级高级高级高级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 

先按下按下“+”键，然后按下“F”键，进入高级参数设置，显示高级参数第一个参数代码，释放按下的两

个按键后，为第一个参数代码下的值，通过“+”和“—”键设置参数。其余高级参数仍然通过“F” 键选择参

数，通过“+”和“—”键设置参数

参数代码 功能描述 默认值 

电机以最大推拉力启动，适用于在门体很重时使用 

：生效 

：失效 

刹车时间设置：在开门，关门到位时，通过刹车可以让门立即停在磁感限

位处。通过该参数设置刹车时间 

：取消刹车 

参数设置：00~20，以 0.1 秒为单位步进 

：表示刹车时间为 1 秒 

在设置了减速参数时，刹车将在减速完成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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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红外检测：在门运动前，检测红外是否正常状态，如果不是正常状态，

那么电机将不执行任何操作，同时 下显示

=设置生效 

=设置失效 

预闪功能设置（预闪时间 5 秒）：适用于闪灯，在控制后，闪灯先闪烁，

闪灯闪烁结束后，门开始运动 

=无预闪 

=只在开门有预闪 

=只在关门有预闪 

=开门和关门都有预闪 

指示灯设置状态/电锁设置： 

：闪灯在开门过程中，和暂停过程中亮，关门时闪烁，关好门后熄灭 

~ ：迎接灯功能，设置定时输出时间。1 分钟内，以 1 秒为单位步

进，超出，以 10 秒为单位步进 

：电锁在开门前工作 

：电锁在开门前和关门前工作 

：交通灯功能。输出在开门状态下生效。在关门中状态前失效 

在关门运动前会有 3 秒的预闪 

：在关门状态时，生效 

注意：该端口的最大负载为 3W-24V。如果外接指示灯

超出，请使用外置电源和继电器 

关门红外逻辑： 

：红外触发停止，在释放后反转 

：红外触发立即反转 

开门红外逻辑： 

：红外触发后立即反转 

：红外触发后停止，释放后继续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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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器设置： 

：没有连接编码器 

~ ：编码器灵敏度设置，01，最小灵敏度；99，最大灵敏度 

限位触发前减速设置。通过设置减速时间，在开门限位或者关门限位触发

前，电机进行减速。 

如果使用了编码器，那么减速设置不是以时间为单位进行计量，而是电机

旋转圈数进行计量 

：无限位触发前减速 

~ ：限位触发前减速时间。以 0.1 秒为步进单位 

限位出发后减速设置：通过设置减速时间，在开门限位或者关门限位出发

后，电机进行减速 

如果使用了编码器，那么减速设置不是以时间为单位进行计量，而是电机

旋转圈数进行计量 

：无限位触发后减速 

~ ：限位触发前减速时间。以 0.1 秒为步进单位 

半开功能设置：通过设置开门事件，可以设置通道打开的宽度。 

~ ：开门时间，以 1 秒为步进单位 

如果使用了编码器，那么减速设置不是以时间为单位进行计量，而是电机

旋转圈数进行计量 

：如果门体开门速度是 10m/min，那么门只打开了 1.7m 

注意：半开功能通过 OPENB 信号触发 

工作时间：为了防止磁感限位失效，电机一直工作造成电机损坏 

~ 分钟 

0~59 秒，设置时以 1 秒单位步进 

1 分钟~4.1 分钟，设置时以 10 秒单位步进 

：表示工作时间为 2 分钟 50 秒 

一般设置的工作时间为开门时间+5 秒~10 秒 

和 参数配合使用，用于开关门周期计数，用于门体维护。在到达

计数周期后，如果该功能生效，在每次 OPEN 信号输入，会有一个 2 秒

的预闪时间 

=生效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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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门周期计数值设定： 

~ ：以 100 次开关门周期为单位步进进行设置 

：表示 9900 个开关门周期 

参见基本参数设置 

六六六六 调试调试调试调试 

FAAC 调试第三原则调试第三原则调试第三原则调试第三原则：：：：当你连接当你连接当你连接当你连接 FAAC 任何一款平移门任何一款平移门任何一款平移门任何一款平移门 220V 产品产品产品产品时时时时，，，，请记住请记住请记住请记住，，，，上电上电上电上电第第第第

一次给出开门信号一次给出开门信号一次给出开门信号一次给出开门信号，，，，门是向开门方向打开门是向开门方向打开门是向开门方向打开门是向开门方向打开。。。。如果不是如果不是如果不是如果不是，，，，请调整基本参数设置下请调整基本参数设置下请调整基本参数设置下请调整基本参数设置下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 

6.1 指示灯检查指示灯检查指示灯检查指示灯检查 

 

 

FCA，，，，开门限位指示灯开门限位指示灯开门限位指示灯开门限位指示灯 OPENB，，，，半开信号半开信号半开信号半开信号指示灯指示灯指示灯指示灯 FSW-OP，，，，开门红外指示灯开门红外指示灯开门红外指示灯开门红外指示灯 STOP，，，，停止信号指示灯停止信号指示灯停止信号指示灯停止信号指示灯 

FCC，，，，开门开门开门开门限位指示灯限位指示灯限位指示灯限位指示灯 OPENA，，，，开门信号开门信号开门信号开门信号指示灯指示灯指示灯指示灯 FSW-CL，，，，关门红外指示灯关门红外指示灯关门红外指示灯关门红外指示灯 EDGE-SAFE，，，，边缘保护指示灯边缘保护指示灯边缘保护指示灯边缘保护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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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 亮 灭 

FCA 未到开门限位 开门限位触发 

FCC 未到关门限位 关门限位触发 

OPENA 有开门信号输入 无开门信号输入 

OPENB 有半开信号输入 无半开信号输入 

FSW-OP 开门红外信号释放 开门红外信号触发 

FSW-CL 关门红外信号释放 关门红外信号触发 

STOP 无停止信号输入 有停止信号输入 

EDGE-SAFE 边缘保护信号释放 边缘保护信号触发 

上电后， 

检查电控板的 FSW-CL, FSW-OP, STOP, EDGE-SAFE 四个指示灯是否亮

将门体手动释放，检查门到开门位置时，FCA 指示灯是否熄灭

门道关门位置时，FCC 指示灯是否熄灭

如果是相反的，请调整基本参数中的 参数设置 

6.2 调试调试调试调试 

将门体手动释放，然后移动到中间位置，调节逻辑到 EP 逻辑 

断电，然后重新上电，给出一个遥控器控制信号，观察门体是否向开门方向运动，如果不是，请调整 参数

设置。 

将逻辑恢复原来逻辑，看门体开关到位是否都正常。 

调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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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逻辑表格逻辑表格逻辑表格逻辑表格 

OPENA-开门信号，OPENB-半开门信号，STOP-停止信号  

FSW-OP-开门保护信号，FSW-CL-关门保护信号，FSW-OP/CL-开/关门保护信号 

EDGE-边缘保护信号输入 

逻辑逻辑逻辑逻辑 A 控制信号 

系统状态 OPENA OPENB STOP FSW-OP FSW-CL FSW-OP/CL EDGE 

关门状态 开门，在暂

停时间后

关上 

开门，在暂停

时间后关上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开门状态 重新计算

暂停时间 

重新计算暂

停时间 

停止 无效 重新计算暂

停时间 

重新计算暂

停时间 

无效 

关门中状态 立即开门 立即开门 停止 无效 见基本参数

设置 

停止，红外释

放后，反转 

转为开门，运

动 2 秒 

开门中状态 无效 无效 停止 见基本参数

设置 

无效 停止，红外释

放后，继续开

门 

转为关门，运

动 2 秒 

停止状态 关门 关门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逻辑逻辑逻辑逻辑 AP 控制信号 

系统状态 OPENA OPENB STOP FSW-OP FSW-CL FSW-OP/CL EDGE 

关门状态 开门，在暂

停时间后

关上 

开门，在暂停

时间后关上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开门状态 立即关门 立即关门 停止 无效 重新计算暂

停时间 

重新计算暂

停时间 

无效 

关门中状态 立即开门 立即开门 停止 无效 见基本参数

设置 

停止，红外释

放后，反转 

转为开门，运

动 2 秒 

开门中状态 停止 停止 停止 见基本参数

设置 

无效 停止，红外释

放后，继续开

门 

转为关门，运

动 2 秒 

停止状态 关门 关门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逻辑逻辑逻辑逻辑 S 控制信号 

系统状态 OPENA OPENB STOP FSW-OP FSW-CL FSW-OP/CL EDGE 

关门状态 开门，在暂

停时间后

关上 

开门，在暂停

时间后关上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开门状态 立即关门 立即关门 停止 无效 5 秒后关门 5 秒后关门 无效 

关门中状态 立即开门 立即开门 停止 无效 见基本参数

设置 

停止，红外释

放后，反转 

转为开门，运

动 2 秒 

开门中状态 立即关门 立即关门 停止 见基本参数

设置 

无效 停止，红外释

放后，继续开

门 

转为关门，运

动 2 秒 

停止状态 关门 关门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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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逻辑逻辑逻辑 E 控制信号 

系统状态 OPENA OPENB STOP FSW-OP FSW-CL FSW-OP/CL EDGE 

关门状态 开门 开门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开门状态 立即关门 立即关门 停止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关门中状态 立即开门 立即开门 停止 无效 见基本参数

设置 

停止，红外释

放后，反转 

转为开门，运

动 2 秒 

开门中状态 停止 停止 停止 见基本参数

设置 

无效 停止，红外释

放后，继续开

门 

转为关门，运

动 2 秒 

停止状态 关门 关门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逻辑逻辑逻辑逻辑 EP 控制信号 

系统状态 OPENA OPENB STOP FSW-OP FSW-CL FSW-OP/CL EDGE 

关门状态 开门 开门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开门状态 立即关门 立即关门 停止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关门中状态 停止 停止 停止 无效 见基本参数

设置 

停止，红外释

放后，反转 

转为开门，运

动 2 秒 

开门中状态 停止 停止 停止 见基本参数

设置 

无效 停止，红外释

放后，继续开

门 

转为关门，运

动 2 秒 

停止状态 关门 关门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逻辑逻辑逻辑逻辑 C（（（（点动点动点动点动）））） 控制信号 

系统状态 OPENA OPENB STOP FSW-OP FSW-CL FSW-OP/CL EDGE 

关门状态 开门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开门状态 无效 关门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关门中状态 停止 停止 无效 停止 停止 转为开门，运

动 2 秒 

开门中状态 停止 停止 停止 无效 停止 转为关门，运

动 2 秒 

逻辑逻辑逻辑逻辑 B 控制信号 

系统状态 OPENA OPENB STOP FSW-OP FSW-CL FSW-OP/CL EDGE 

关门状态 开门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开门状态 无效 关门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关门中状态 立即转为

开门 

无效 停止 无效 停止 停止 转为开门，运

动 2 秒 

开门中状态 无效 无效 停止 停止 无效 停止 转为关门，运

动 2 秒 

停止状态 开门 关门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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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逻辑逻辑逻辑 BC 控制信号 

系统状态 OPENA OPENB（点动） STOP FSW-OP FSW-CL FSW-OP/CL EDGE 

关门状态 开门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开门状态 无效 关门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关门中状态 立即转为

开门 

无效 停止 无效 停止 停止 转为开门，运

动 2 秒 

开门中状态 无效 无效 停止 停止 无效 停止 转为关门，运

动 2 秒 

停止状态 开门 关门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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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 常见连接使用常见连接使用常见连接使用常见连接使用 

8.1 三键三键三键三键 E 盒的使用盒的使用盒的使用盒的使用 

当需要连接三键 E 盒使用，按照左图方式连接： 

开门按钮→J1-1,OPENA 

关门按钮→J1-2,OPENB 

停止按钮→J1-5,STOP 

公共端→J1-7,— 

同时将基本参数参数下逻辑 ,中逻辑调整到 B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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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两台两台两台两台 740/741 联动联动联动联动，，，，双扇门对开双扇门对开双扇门对开双扇门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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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一台 740/741（含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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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一台 740/741（不含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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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 常见维修备件常见维修备件常见维修备件常见维修备件 

备件名称 备件货号 备件描述 

740 电机定子 746018 

741 电机定子 746700 

740 电机罩壳 727725 

740 转子 390774 

741 转子 39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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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 底座 720254 

741 底座 720255 

740/741 手动释放 729014 

740/741 减速轴 390775 

740/741 减速轴法兰 499463 

740/741 电机齿轮 719130 

740/741 电机齿轮罩壳 727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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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741 外壳 727726 

740/741 磁感限位套件 63001015 

740/741 磁感限位感应头 63001025 

740/741 开关门磁感 63001035 

740/741 电控板罩壳 720253 

748D 电控板 20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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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单通道接收器 787741 

433 遥控器 787452 

740//741 电机启动电容 
740，10uF(760024), 

741,12.5uF(76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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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 常见问题处理常见问题处理常见问题处理常见问题处理 

1 电机以前工作好，突然出现控制不正常，但是电机能开门，能关门？ 

按照如下方法，执行电控板复位操作： 

（1） 断电，取下 J1 端子排

（2） 按照下图所示，同时按下 F 键，+键，-键，如下图所示

（3） 上电，保持按键不放，20 秒钟后，释放按键，然后断电，插上 J1 端子排

（4） 观察电机工作是否工作正常

2 电机手动释放失效，自动状态下，无法带动门体平移？ 

  返厂维修，一般是更换减速轴和电机转子 

3 给出任何控制信号，电机无法转动？ 

  返厂维修，如果电控板烧掉，则更换电控板；如果电控板好，则更换电机定子 

4 740/741 电机触碰式限位更换为磁感式限位 

以前旧的 740/741 电机使用的是触碰式限位，如果坏掉，只能更换新的磁感式限位。更换过程如下： 

（1）将旧的触碰式限位取下 

取下旧的触碰式限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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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装磁感式限位 

（3）将新的磁感限位固定在电机上

（4）按照电机安装说明第六节，装上磁感限位 

将新的限位固定在

电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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