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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M57-23 

 智能一体式步进电机 

一、产品简介 

1、概述 

iDM57-23 是雷赛公司开发的一款新型电机驱动一体化电机，采用最新专用

电机控制 DSP 芯片，提升电机的综合性能、降低电机的发热程度和减小电机的

振动，采用电机和驱动器一体式设计，安装更加紧凑，减少外界干扰。 

2、技术特点 

 采用全新 32 位电机控制专用 DSP 芯片； 

 电机和驱动一体化，增加抗干扰，节省接线人工； 

 光耦隔离差分信号输入； 

 脉冲响应频率最高可达 200kHz，具有数字滤波功能； 

 每转脉冲设定（4 位拨码 16 档 400---51200 Pulse/r 范围内）； 

 具有过流、过压保护功能； 

3、 应用领域 

适合各种中小型自动化设备和仪器，如医疗设备等，满足客户低噪声、低

发热、布线方便，抗干扰性更强等要求。 

二、电气、机械和环境指标 

1．电气指标 

参    数 iDM57-23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连续输出电流 - 4.2 5 A 

输入电源电压 18 24 40（包含泵升） VDC 

逻辑输入电流 7 10 16 mA 

逻辑输入电压 - 5 - VDC 

逻辑输出电流   100 mA 

逻辑输出电压   30 VDC 

脉冲频率 0 - 200 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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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电阻 100   MΩ 

2．使用环境及参数 

冷却方式 自然冷却或外加散热器 

 

使用环境 

使用场合 尽量避免粉尘、油雾及腐蚀性气体 

温度 0℃－40℃ 

湿度 40－90%RH 

震动 5.9 m/s2 Max 

保存温度 0℃－50℃ 

重    量 约 0.8kg 

3．机械安装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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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安装尺寸图 

型号 额定转矩（N·m） 转子惯量（g·cm2） 长度（mm） 

iDM57-23 2.3 480 96.3 

三、驱动器接口与接线介绍 

1. 接口定义 

1）控制端口及电源端口 

端子号 符  号 名  称 
1 PUL+ 控制脉冲输入信号正输入端 
2 PUL- 控制脉冲输入信号负输入端 
3 DIR+ 控制方向输入信号正输入端 
4 DIR- 控制方向输入信号负输入端 
5 ENA+ 使能输入信号正输入端 
6 ENA- 使能输入信号负输入端 
7 ALM+ 报警输出正输出端 集电极开路输出 
8 ALM- 报警输出负输出端 
9 GND 电源接入地 

10 +VDC 电源输入正端，推荐电压为 24VDC 或者 36VDC 

2）232 串口 

端子号 图示 管脚号 信号 输入/输出 名称 

CN3 

    

1 5V 输出 5V 电源 

2 TX 输出 发送信号 

3 GND 输出 5V 电源地 

4 RX 输入 接收信号 

4) 状态指示 

iDM57-23 有 1 个 LED 指示灯。定义如下表所示： 

指示灯 状态 说明 

绿色（电源指示灯） 上电后常亮 上电常亮表示驱动通电正常 

红色 

（故障指示灯） 

周期闪烁 1次 过流故障 

周期闪烁 2次 过压故障（VDC≥7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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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制信号接口电路图 

控制信号输入和输出接口电路图，如图 3 所示。 

 

图 2（a）差分方式控制信号接口接线 

     

 
共阳极接法                             共阴极接法 

图 2 (b)单端方式控制信号接口接线 

注意：VCC 值为 5V 时，R 短接； 

VCC 值为 12V 时，R 为 1K，大于等于 1/4W 电阻； 

VCC 值为 24V 时，R 为 2K，大于等于 1/2W 电阻； 

3．其他参数设置 

    iDM57-23 带 232 通讯口，可以通过调试软件设置部分参数。 

四、拨码开关设定 

iDM57-23 驱动器采用 8 位拨码开关设定相关参数，详细描述如下：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SW7 SW8 

 

 

 

 

1：细分设定 

步数/圈 SW1 SW2 SW3 SW4 

Default/400 on on on on 
800 off  on on on 

1600 on  off on on 
3200 off off on on 
6400 on on  off on 

12800 off  on off on 
25600 on  off off on 
51200 off off off on 
1000 on on on off 
2000 off on on off 
4000 on off on off 
5000 off off on off 
8000 on on off off 

10000 off on off off 
20000 on off off off 
40000 off off off off 
注：(Default)细分为 400，在此档位可通过调试软件设置细分数。 

SW5：电机方向设置， 

SW5=off 时，电机正转；SW5=on 时，电机反转。 

细分设定 

平滑方式设置 

电机旋转方向设定 

  单双脉冲设置  有效沿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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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6：脉冲模式选择， 

SW6=off 时，脉冲+方向；(出厂默认)；SW6=on 时，双脉冲。 

SW7：平滑方式选择， 

SW7 状态 上位机参数 

OFF 
参数为 50：微细分(出厂默认) 
参数为（51~51200）：无微细分无滤波 

ON 
参数为 51~51200 
表示为滤波时间，出厂值为 6400，单位：us 

SW8：有效沿设置 

SW8=off 时，下降沿有效（出厂值）； 

SW8=on 时，上升沿有效。 

 SW1~SW8 的出厂拨码如下：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SW7 SW8 

on off on on off off off off 

五．典型接线图 

由 iDM57-23 驱动系统构成的典型接线图如下所示。 

 
图 3 典型接线图 

 
 

雷赛产品保修条款 

 
1 保修期 
 

雷赛公司对其产品的原材料和工艺缺陷提供从发货日起两年的质保。在保修期内雷赛公

司为有缺陷的产品提供免费维修服务。 

 
2 不属保修之列  
 

● 不恰当的接线，如电源正负极接反和带电拔插 

● 未经许可擅自更改内部器件 

● 超出电气和环境要求使用 

 
3 维修流程 
 

如需维修产品，将按下述流程处理： 

1）发货前需致电雷赛公司客户服务人员获取返修许可； 

2）随货附寄书面说明，说明返修驱动器的故障现象；故障发生时的电压、电流和使用环境等

情况；联系人的姓名、电话号码及邮寄地址等信息。 

3）预付邮费寄至深圳南山区松白路百旺信工业区第 5 区 22 栋 3 楼 雷赛智能 邮编：518052。 

   
4 保修限制 
 

● 雷赛产品的保修范围限于产品的器件和工艺（即一致性），使用不当导致的损坏不在保修

之列。 

● 雷赛公司不保证其产品能适合客户的具体用途，因为是否适合还与该用途的技术指标要求

和使用条件及环境有关，因客户选型不当而造成不适用的问题，不属于保修之列。 

● 本公司不建议将此产品用于临床医疗用途。 

版本说明 
版本 日期 更改内容 
V1.00 2021-05-16  
V1.01 2021-09-16 增加电机参数 
V1.02 2021-12-22 完善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