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调试说明 
 1.3 CU305 上的 DRIVE-CLiQ 接口 

功能手册 
功能手册, 06/2012, 6SL3097-4AB10-0RP4 29 

1.3 CU305 上的 DRIVE-CLiQ 接口 
CU305 上具有一个 DRIVE-CLiQ 接口。 在此接口上允许连接以下组件之一： 

● SMI 电机 

● 1 个 SMC10、SMC20、SMC30、SME20 或 SME25 型编码器 

不允许其他组件或连接接至 DRIVE-CLiQ 接口，否则会导致驱动系统故障。 
 

 说明 
如要使用带增量信号的 SSI 编码器，必须通过 SMC30 将其接入 CU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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