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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随着以太网通讯快速的发展 广泛普及 其无可比拟的高速 网络互通优势 使以太网通讯成了当今

世界工业控制领域高速通信的实施标准 未来通讯的发展趋势 CPU126E 产品在 CPU 本体集成 40 个 I/O

点位 并且支持以太网通讯 能 适用于大点数需求的小型自动化控制系 实 传输 载及远程高效

率监控应用  

CPU126E-2Q / 2R 本机带有 24 路数 输入 16 路数 输 18K 的程序 储空间及 10K 数据 储

空间 带有 2 个 RS485 通讯接口 支持 PPI 通讯和自由口通讯 带一个以太网通讯接口 可扩展 7 个模块

采用 FLASH 技术的超长时间掉电保持 无需电池支持 可将数据保 长达 10 此产品抗 扰能力强  

 

2. 技术规范 

型  CPU 126寸-2Q 号C/号C/号C CPU 126寸-2R AC/号C/RLY 

货  UN126-2A寸23-0下B8 UN126-2B寸23-0下B8 

物理特性 

尺 上*击*号  196 x 80 x 62 mm 

耗 10上 17上 

电源特性 

额定电压 号C 24三 AC 220三 

输入电压 号C 20.4至28.8三 AC 85至264三 

输入电流 100mA 仅CPU 24三号C时  60/30mA(仅CPU 120/240三AC) 

冲 电流 12A 28.8三 号C时 20A 264三 AC 时 

保险 3A 250三慢熔 3A 250三慢熔 

传感器电压 L绞 5三 20.4至28.8三号C 

传感器电流 300mA 最大  300mA 最大  

纹波噪声 来自输入电源 小于1三峰分值 

储器特性 

程序 储器 18K 

数据 储器 10K 

常规特性 

定时器总数 总共256个 4个1ms统 16个10ms统 236个100ms 

数器总数 256 

时间中断 2个1ms分辨率 

边沿中断 4个 升沿/4个 降沿 

模拟电位器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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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时钟 支持 掉电后运行50小时/典型值 40℃时最少8小时  

件选项 储 电池  

掉电保持 支持(数据保 长达10 ) 

以太网通讯 能 

接口 1个RJ45以太网口 

通信速率 10/100Mb/s 

双工模式 全双工 

通信距离 双 线100m 超过 路由器或者交换机  

最大同时连接数 7个 MO号BUS-TCP 绞 S7  

单次最大通信 节数 240 节 

位机通信 支持Micro/上in  组态王  上inCC  

UniMAT 击MI屏 支持最多2个 S7通信  

Modbus主/从站 支持 4主/4从同时连接 

串口通讯 能 

接口 2个RS-485标准的PPI通讯口 

支持自由口和MO号BUS通信 

通信波特率 PPI：9.6统19.2统187.5kbps 种波特率 

自由口：1.2kbps～115.2kbps 

段电缆的最大长度 使用隔离的中断继电器：187.5kbps可达1000米 38.4kbps可达

1200米 未使用隔离中继器50米 

最大站点数 段32个站 个网络126个站 

最大主站数 32 

PPI主站模式 支持 

I/O特性 

本机数 输入 24输入 

本机数 输  16输  

本机模拟 输入 无 

本机模拟 输  无 

数 I/O 映 区 256 128 输入/128 输  

模拟 I/O 映 区 64 32 输入/32 输  

允许最大的扩展 I/O 模块 7 个模块 

数 输入特性 

本机集成数 输入点数 24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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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类型 PNP/NPN 

额定电压 24三号C 4mA 

最大持续允许电压 30三 号C 

浪涌电压 35三号C 0.5秒 

逻辑1与最小] 15三号C 2.5mA 

逻辑0与最大] 5三号C 1mA 

输入滤波器 1-13ms 

允许漏电流与最大] 1mA 

隔离 是 光电隔离 

光电隔离 500三AC 1分钟 

高速 数器 

单相20K与2个] 

AB相10K与1个] 

数 输 特性 

本机集成数 输 点数 16输  

输 类型 固态-MOS对寸T  触点 

额定电压 24三号C 24三号C或250三AC 

电压范围 20.4～28.8三号C 
5～30三号C  5～250三AC 

浪涌电流 最大  8A 100ms 5A 4s 10% 空比 

逻辑1 最小  20三号C 最大电流时  - 

逻辑0 最大  0.1三号C 10 KΩ 负载 - 

点额定电流 最大  0.75A 2A 

个公共端的额定电流 最大  6A 10A 

漏电流与最大] 10uA - 

灯负载与最大] 5上 30上 号C/200上 AC 

感性嵌位电压 L绞 48三号C 1上 耗 - 

接通电阻与接点] 0.3Ω典型 最大0.6Ω  0.2Ω 新的时候最大值  

脉冲频率与最大] 20k击z 2个与Q0.0 Q0.1] 1击z 

机械寿命周期 - 10000000 无负载  

触点寿命 - 100000 额定负载  

两个输 并联 是 仅输 同组时 否 

境参数 

工作 境温度 0℃ ～ 60℃(水 安装) 0℃ ～ 40℃(垂直安装) 

运输 境温度 -20℃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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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相 湿度 5 ～ 95% 无凝结(R击等级2 符合I寸C61131-2) 

电磁兼容 噪声抑制 符合I寸C61000-6-2 

机械等等级(振动) I寸C60068统Part2-6/10up58击z 

防护等级 IP20  

 

3. 接线图 

     CPU126E-2Q 接线图： 

 

      

      CPU126E-2R 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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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输入接线图： 

         

 

 

      数 输 接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