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C 系列串口协议 

串口配置 

控制器串口通讯口的设置如下： 

 115200bits/s 

 8 位数据 

 1个起始位 

 1个停止位 

 无奇偶校验 

 

通讯协议描述 

控制器使用基于 ASCII 码的简单通讯协议。命令不区分大小写，？a与？A 相同。

指令之间用空格隔开。命令由回车键为终止。 

 

命令响应 

控制器将按照以下 2 中途经中的一种进行响应： 

对于要求有回复的命令，例如读取速度，电流查询等，回复查询被认为是一种命

令响应。 

对于不需要回复的命令，例如速度设置，控制器将在每个回车之后发出“+”作

为命令响应。 

 

命令错误 

如果一个命令或查询已经被接收，但是不能被识别或因为某种原因不被接受，控

制器将发出“-” 来显示错误。 

 

命令表 

 

运行中设置命令 参数 描述 

^MAC 通道 软启动 设置软启动 

!D0 位数值 设置独立数字输出位 

!D1 位数值 设置独立数字输出位 

^MDEC 通道 软停止 设置软停止 

%eesav（小写） 无 保存配置到 EEPROM 

!EX 无 紧急关断 

!MG 无 释放关断 

!M 数值 设置电机转速 

!P 数值 运行位置计数值 

查询命令 参数 描述 

?A 输入数值 读电机电流 

?AI 输入数值 读模拟量输入 

?AIC 输入数值 读转换后模拟量输入 

?BA 输入数值 读电池电流 

?BS 无 读无刷电机速度 RPM 

?C 通道 读取编码器计数器绝对值 

?CIA 通道 读取内部模拟量命令 



 

?CIP 通道 读取内部脉冲命令 

?CIS 通道 读取内部串口命令 

?D 输入数值 读取所有数字量输入 

?DI 输入数值 读取独立的数字量输入 

?DO 无 读取当前数字输出量 

?E 无 读取闭环错误 

?F 无 读取反馈 

?FF 无 读取故障标记 

?FS 无 读取状态标记 

?LK 无 读取锁定状态 

?M 通道 读取实际电机命令 

?P 通道 读取应用的电源水平 

?PI 输入数值 读取脉冲输入 

?PIC 通道 读取转换后的脉冲输入 

?S 通道 读取编码器电机速度 RPM 

?T 传感器数值 读取外壳和内部温度 

?V 传感器数值 读内部电压 

 

命令描述 

^MAC—设置软启动 

 设置一路电机启动时的速度变化率。这个命令和 MACC 配置命令相同但是可以

被提供，因此可以在电机操作过程中迅速被改变。软启动值为 0.1*RPM /秒。当

使用的控制器配有编码器，速度和软启动值就是实际的转速了。无刷电机控制器

使用霍尔传感器来测量实际转速，软启动时间是实际的 RPM/秒。 

当使用的控制器没有速度传感器，软启动数值是相对于最大转速配置参数的，这

个参数是用户提供的在全功率下的标准速度。假设最大转速参数设为 1000，软

启动值 10000 就意味着，电机将精确地在 1 秒内从 0 到全速，而无视实际的电

机转速。 

语法：  ^MAC nn mm 

这里：  nn=电机通道 

        mm=软起值在 0.1*RPM/秒 

例如：  ^MAC  1  2000  如果速度通过编码器测量出来，按照每秒 2000RPM 增

加电机 1 的速度。 ^MAC  2  2000 如果没有速度传感器且最大转速设置为

1000，则从 0 到全功率的时间为 0.5s 

 

^MDEC—设置软停止 

  同 AC 相同，但是速度变化是从快到慢。 

语法：  ^MDEC nn mm 

这里：  nn=电机通道 

        mm=软停值在 0.1*RPM/秒 

例如：  ^MDEC 1 2000  如果速度通过编码器测量出来，按照每秒 2000RPM 减

低电机 1 的速度。 ^MEDC 2 2000 如果没有速度传感器且最大转速设置为 1000，

则从全功率到 0速的时间为 0.5s 

 



 

 

 

%eesav---保存配置到 EEPROM 

该命令是 EESAV 维护命令的复制。它提供了一个实时命令使得保存配置变化称

为可能。 

语法：！EES 

说明：在电机运行过程中不能保存配置。保存到 EEPROM 需要几毫秒，在此期间

的控制环将延迟。 

注：更改完配置必须发送保存指令才可生效！（速度指令除外） 

 

 

!EX—紧急停止 

 EX 命令将致使控制器进入紧急停止，同检测到输入管脚上的硬件紧急停止相

同。急停将保持到控制器重启或是当接收到 MG命令 释放紧急停止。 

语法：！EX 

 

 

!MG—紧急停止释放 

MG命令将释放紧急停止条件并允许控制器回复到正常操作。 

语法：！MG 

 

 

！M—设置电机转速 

  语法： !M nn mm 

  这里： 

     nn=通道 1 

速度给定值 0到 1000为正向。 

            速度给定值 0到-1000为反向。 

 mm=通道 2 

速度给定值 0到 1000为正向。 

            速度给定值 0到-1000为反向。  

 

若单路控制器，只需发送!M  nn 即可 

 

!P—转到设定的位置 

描述： 

在位置计数模式下使用该命令使电机移动到指定编码器位置计数值。 

语法序列：!P [cc] nn        

cc =电机通道 nn =绝对计数值（编码器分辨率*4=1 圈。设置范围±

2147483648）   

例： 

!P 1 10000：使电机达到绝对计数值 10000。 

 

 



 

^RSBR - 设置 RS232 波特率 

描述： 

设置 RS232 端口的串行通信波特率。 选择是最重要的五个选择之一 

常见的波特率。 在选定的产品上，端口输出可以颠倒以允许简化 

连接到具有 TTL串行端口而不是全部 RS232 的设备。 

语法序列号：^ RSBR nn 

〜RSBR 

语法脚本：setconfig（_RSBR，nn） 

参数数量：1 

参数 1：BitRate 

类型：无符号 8位 

最小：0 最大：4或 9 

默认值：0 = 115200 

哪里： 

nn = 

0：115200 

1：57600 

2：38400 

3：19200 

4：9600 

5：115200 +反向 RS232 

6：57600 +倒置的 RS232 

7：38400 +反向 RS232 

8：19200 +反相 RS232 

9：9600 +倒置的 RS232 

例： 

^ RSBR 3：设置波特率 19200 

注意： 

只有通过 USB或脚本连接才能更改此配置。 后 

波特率已经改变，不可能与上位机通信 

PC实用程序使用 srial 端口，直到速率变回 115200.慢速比特率可能 

如果发送的字符多于可处理的字符，则会导致数据丢失。 倒立模式是 

只适用于选定的产品。 

 

RWD - 串行数据看门狗 

描述： 

这是串口命令看门狗超时参数。 它用于检测何时 

控制器不再接收命令并切换到下一个优先级。 任何实时 

来自 RS232，USB，CAN 或 Microbasic脚本的命令，看门狗 

值是以毫秒为单位的数字（1000 = 1s）。 看门狗功能可以通过设置禁用 

这个值为 0.看门狗只会检测到启动的实时命令的丢失 

与'！'！ 串口上的所有其他流量都不会刷新看门狗定时器。 如 

一旦接收到有效的命令，电机将以任意速度恢复运行 

看门狗超时之前电机正在运行。 



 

语法序列号：^ RWD nn 

〜RWD 

语法脚本：setconfig（_RWD，nn） 

参数数量：1 

参数 1：超时 

类型：未配置的 16 位 

最小值：0最大值：65000 

默认值：1000 = 1s 

哪里： 

nn =以毫秒为单位的超时值 

例： 

^ RWD 2000：将看门狗设置为 2s 

^ RWD 0：禁止看门狗 

 

?A—电机电流 

测量并报告全部通道的电机电流。注意流过电机的电流总是高于流过电瓶的

电流。 

语法： ?A[cc] 

回复：  A=aa 

这里， cc=电机通道 

       aa =每个通道的电流*10 

例如：问：?A 

      回复：A=100：200 

说明： 单路控制器将报告单独的一个值。Sepex 控制器报告电机电流和励

磁电流。有些功率板单元测量电机电流并计算出电池电流，而其他的模式是测量

电池电流并计算电机电流。检测到的电流值总是要比计算的电流值精确。具体的

看控制器说明找出电流是哪种测量的。 

 

 

?AI---模拟量输入 

  以 mV 形式报告每一个使能后的模拟量的原始数值，输入未使能则报告为

0。 

语法：?AI[cc] 

回复：AI=nn 

这里，cc=模拟量输入口数 

      nn =每个通道的 mV值 

允许范围：0-5000mV 

 

?AIC—转换后的模拟量输入  

 一个模拟量转换为用于一个命令或是反馈(最小/最大/中心/死区/线性)的

所有调整返回值。如果输入未使能则查询返回为 0. 

语法：？AIC 

回复：AIC=nn 

这里，nn =转换模拟输入量值+/-范围 



 

 

 

?BA ---电池电流 

 测量并报告流过电池的电流，电池电流总是低于电机电流。 

语法：?BA[cc] 

回复： BA=aa 

这里，cc=电机通道 

      aa =每个通道的电流*10 

例如：问：?BA 

      答：BA=100：200 

说明：单路控制器将报告单独的一个值。Sepex 控制器报告电机电流和励磁

电流。有些功率板单元测量电机电流并计算出电池电流，而其他的模式是测量电

池电流并计算电机电流。检测到的电流值总是要比计算的电流值精确。具体的看

控制器说明找出电流是哪种测量的。 

 

?BS—读 BL 电机速度 RPM 

    对于无刷电机控制器，报告使用电机霍尔传感器测量的知己 RPM值最为

实际速度。 

语法：?BS 

回复：BS=nn 

这里，nn =每分钟的转速 

说明：为了准确报告 RPM ，配置参数中的电机极数必须正确。 

 

?C - 读取编码器计数器绝对值          

描述： 

将编码器值作为绝对编号返回。 计数器是 32位的范围± 2147483648 计数。 

语法序列：?C [cc] 

回复： 

C = nn    最小：-2147483648；最大：+2147483648 

定义： 

cc =编码器通道号 

nn =绝对计数器值（nn/4倍频/编码器分辨率=电机运转圈数） 

 

 

?CIA---读内部模拟量命令 

返回电机命令值，这个值是从模拟输入口计算出来的，无论这个命令是否实

际应用到电机。例如，改查询可以用于读出游戏手柄给出的命令或是从外部微处

理器给出的命令，即使是控制器有可能当前正在响应 RS232命令或是优先级别更

高的脉冲命令。返回值是原始模拟输入量带所有的调整转换后的命令值（最小/

最大/中心点/死区/线性） 

语法：？CIA 

回复:CIA=nn 

这里, nn=在+/-1000范围内的命令值 

 



 

 

?CIP—读取内部脉冲命令 

返回电机命令值，这个值是从脉冲输入口计算出来的，无论这个命令是否实

际应用到电机。例如，改查询可以用于读出游戏手柄给出的命令或是从外部微处

理器给出的命令，即使是控制器有可能当前正在响应 RS232命令或是优先级别更

高的脉冲命令。返回值是原始脉冲输入量带所有的调整转换后的命令值（最小/

最大/中心点/死区/线性） 

语法：？CIP 

回复:CIP=nn 

这里, nn=在+/-1000范围内的命令值 

 

?CIS—读取内部串口命令 

返回电机命令值，这个值是从串口输入口输入，无论这个命令是否实际应用

到电机。例如，改查询可以用于读出从外部微处理器给出的命令，即使是控制器

有可能当前正在响应一个脉冲或是优先级别更高的模拟量命令。 

语法：？CIS 

回复:CIS=nn 

这里, nn=在+/-1000范围内的命令值 

 

 

?D—数字输入 

报告每一个激活的数字输入口的状态。查询响应的结果是一个数字量，必须

转换到二进制，并给出每一个输入的状态。 

语法：?D[cc] 

回复：D=nn 

这里，cc =数字输入数值 

      nn =b1+b2*2+b*4+。。+bn*2n-1 

例如, 问：？D 

      答：D=17 输入 1和 5有效，其他所有的无效 

 

 

?DI---读取独立的数字量输入 

  报告单独的数字输入的状态，这种查询的结果是布尔值（0或 1） 

语法： ?DI[cc] 

回复：DI=nn 

这里，cc=数字输入口数值 

      nn=每个输入的状态 0或是 1 

例如： 问：？DI 

       答：DI=1：0：1：0：1：0 

       问：？DI 1 

       答：DI=0 

 

 

?DO—数字输出状态 



 

读取全部的数字输出口的实际状态。查询响应的结果是一个数字量，必须转

换到二进制，并给出每一个输出的状态。 

语法：?DO[cc] 

回复：DO=nn 

这里，cc=数字输入口数值 

      nn= d1+d2*2+d*4+。。+dn*2n-1 

例如： 问：？DO 

       答：DI=17 输出 1和 5激活，其他都未激活 

       问：？DO 1 

       答：DO=1，被查询的输出口 1为激活。 

说明：当查询独立的输出口，回复 0 或 1要依据它们各自的状态。 

       输出口的总个数依据不同的产品说明为准。 

 

?E—读取闭环错误 

    在闭环模式下，返回期望速度与测量反馈质检的差值。这个查询可以用

于当电机已经达到预期的速度后的检测。在开环模式下，该查询返回 0. 

语法：？E 

回复：E=nn 

这里，nn=误差 

 

 

?F—反馈值 

 报告在闭环模式下，每一通道反馈传感器的值，该反馈源可以是编码器，

模拟量或是脉冲。这一查询非常有用，可以确认在闭环模式下正确的反馈源，并

确认在使用范围内。 

 语法：？F[cc] 

回复：F=nn 

这里，cc =通道数 

      nn=反馈值 

 

?FF—故障标识 

    报告控制器在操作过程中出现故障条件后的状态。回复是个单一数值，

必须转换到二进制后对应每一个独立的状态位。 

语法：？FF[cc] 

回复：FF=f1+f2*2+f3*4+„+ fn*2n-1 

这里，f1=过热 

      f2=过压 

   f3=欠压 

   f4=短路 

   f5=紧急停止 

   f6=Sepex 励磁故障 

   f7=MOSFET 故障 

   f8=启动配置故障 

 



 

?FS—状态标识 

  报告状态标识的状态，该状态用于控制器在正常操作过程中指示内部条

件。该响应是针对全部状态标识的单一数值。单独标识的指示是转换到二进制后

读取的。 

语法：？FS 

回复：FF=f1+f2*2+f3*4+„+ fn*2n-1 

这里，f1=串口模式 

      f2=脉冲模式 

   f3=模拟量模式 

   f4=功率级关断 

   f5=停止检测 

   f6=在限制 

   f7=不使用 

   f8=脚本运行 

 

?LK—锁定状态 

  范湖锁定标识的状态。如果配置被锁定，则不可能读出任何配置参数直到

锁定解除或是参数重置到出厂默认。这个特性非常有用可以保护控制器的配置被

复制出去。 

语法：？LK 

回复：LK=ff 

这里，ff =0 ：未锁定 

         1：锁定 

 

?M---电机应用的命令 

 报告控制器中使用的命令值。该值依据当时选定的模式。一种控制模式相

对于其他模式的选择是基于命令的优先级上的 

在 RS232 模式下，该值将报告通过 RS232 或是 USB 口进入的命令值。 

在模拟量和脉冲模式下，该查询将报告经过最小，最大，中心点，死区和线

性调整转换后的模拟量或脉冲量。 

该查询用于视察当前使用的是那种命令及应用效果。 

语法：?M[cc] 

回复：M=nn 

这里，cc =通道数 

      nn =用于每一电机的 0到±1000 范围内的命令值 

例如： 问：？M 

       答：M=800：-1000 

       问：？M 1 

       答： M=800 

 

?P---电机应用的输出功率 

  报告实际应用到电机的输出功率级功率。该值是考虑到全部内部更正及温

度或过电流后限制后得到的数值。 

语法：？P[cc] 



 

回复：P=p1：p2 

这里，cc =电机通道 

      p1，p2=0 到±1000功率级别 

例如，问： ?P 1 

       答：P=800 

 

?PI---脉冲输入 

  报告一个使能后的脉冲输入数值。配置为脉冲宽度模式下，该值为以 mS

为单位的数值。在频率模式下，返回值为 HZ。在占空比模式下，该返回值范围

为 0-4095 对应脉冲占空比为 0%到 100%。 

语法：？PI[cc] 

回复：PI=nn 

这里，cc =脉冲捕捉通道数 

      nn =每个通道 数值 

允许范围：0到 65000us 

 

?PIC----读取转换后的脉冲 

  返回一个脉冲输入口上调整后的转换为命令或是反馈（最小/最大/中心/

死区/线性）的数值。如果输入未使能，则返回为 0. 

语法： ？AIC 

回复： AIC=nn 

这里，nn =被转换的模拟量输入值+/- 范围内 

 

 

?S—编码器速度 RPM 

 报告经由编码器测量得到的实际速度作为实际的每分钟的转速。 

语法：？S[cc] 

回复：S=vv：vv 

这里，cc=通道数 

      vv =每分钟转速 

说明： 为了准确报告每分钟转速，编码器显示必须正确的存储到编码器的

配置中。 

 

 

?T—温度 

  报告每一个散热器面和芯片的温度。以摄氏度为单位。 

语法：?T[cc] 

回复： T=tm：t1：t2 

这里， cc=温度通道 

       tm =内部 IC 

       t1=通道 1面 

       t2=通道 2面 

 

 



 

?V—电压 

  报告控制器内部三处的电压：主电池电压，电机驱动级内部电压，和控制

器输出端子上的 5v 电压值。对于安全操作，驱动级电压必须在 12v 以上，5v

输出电压值显示的是控制器内部调整 5v减去二极管压降，通常应该在 4.7v左右。

电池电压时用来检测过压和欠压的。 

语法：？V [cc] 

回复：V=vdr：vmot：v5out 

这里，vdr=内部电压值（v）*10 

      Vmot=主电池电压（v）*10 

      V5out=输出端 5v（mv）  

例如,  问：?V 

       答：V=135：246：4730 

       问：?V 3 

       答： V=4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