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控制器  F3SX580

安全控制器

F3SX

特長

建構安心的工作職場的必備條件…

就是 「必須安全」「必須簡單」，還有 「必須看得到」，這些OMRON都已經想到了。

使用簡單的連接方式達成確實的安全性，安全對策(策略)的設計、設置更為簡單。此外，還能對現場的操作人員或技術人員等必須

觀察安全機器狀態的人員，提供合乎需求的資訊格式*讓人放心。

從這樣的想法出發，我們創造了F3SX型。
※資訊格式：
1. 附有診斷功能的指示燈輸出，可確實對操作人員傳達運轉中的接近警示或作業的許可性。
2. 藉由本體指示燈(LED)的點亮模式，便可讀取安全機器的輸入輸出之ON/OFF狀態或錯誤內容。
3. 使用RS-232埠進行通信，再加上上述的狀態顯示，可讀取更詳細的資訊。

所謂的安全控制器

是否為將安全輸入連接於PLC的連鎖構成？

一般而言，PLC等的可程式控制機器可能會由於記憶體的部分記憶消失或CPU異常動作、甚至在現場發生程式轉寫等現象或狀態而

無法確保其安全性。即使使用安全光柵或安全門開關等並以PLC控制，也並非確實安全。另外，即使是使用繼電器的連鎖構成，也

可能會發生繼電器的溶著或配線的短路故障等危險狀況，因此也沒有完整的安全性。
F3SX型可安全、簡單地連結安全光柵或安全門開關，統合各種安全機器進行監測，可說是安全機器的關鍵產品。

「安全」「簡單」「看得到」。

新世代的安全控制器誕生

■　支援世界性的安全規格

■多機一體，使用多重輸入的安全回路簡單構成

■可藉由LED顯示、補助輸出、序列通訊發出各種資訊通知

請參閱第599頁的
「正確使用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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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 581

以模組化結構讓您的設備更合乎需求。

將必要的輸入輸出統合於一項產品中。

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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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582

支援安全控制器所要求的世界性安全規格。 由尖端技術背書的安全設計。

採用插入式接頭，接線更為簡單，確保您身邊的安全。

安全事項

必須簡單

可見資訊

配合需求提供安全機器的資訊。

帶給您安全與安心。

※ 關於LED點燈之型態所代表的意義，請參閱➜543、5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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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 583

電磁鎖定式開關與存在檢測光柵的應用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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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584

選擇方法

型式標準/商品構成

型式標準

F3SX-□□□(-T□□□)型＊

① ② ③

※除延遲時間固定型之外，不需指定(-T□□□)的型式。

F3SX-□-□□(-T□□□)型＊

① ② ③ ④

※除延遲時間固定型之外，不需指定(-T□□□)的型式。
＊-T□□□型在出貨時，延遲時間以及補助半導體輸出等的所有參數均已被設定

完成，因此，不可使用F3SX型用功能設定支援軟體(F3SX-CD□□□型)來進行
變更。

商品構成

如上圖所示，採用主要模組、輸入模組、輸出模組的組合，可

建構出一體化的控制器。

標準品以外的輸入輸出組合，請向本公司的業務人員洽詢。

(➜　586頁)

(➜　586頁)

(➜588頁)

(➜588頁)

(➜　588頁)

(➜　589頁)

編號 記號 意義

①

E 緊急停止用控制器(DC半導體安全輸出)

NR
緊急停止用控制器
(安全繼電器輸出、外部指示燈輸出)

ER
緊急停止用控制器
(安全繼電器輸出、DC半導體安全輸出)

EL1
緊急停止、光柵、兩手按壓按鈕
開關輸入用控制器(DC半導體安全輸出)

EL2
緊急停止、光柵輸入用控制器
(DC半導體安全輸出)

ED1
緊急停止、門開關輸入用控制器
(DC半導體安全輸出)

②
H 延遲時間：③×0.5秒(僅TH01~59內之奇數)

N 延遲時間：③×1.0秒(僅TN01~60內之整數)

W 延遲時間：③×10秒(僅TW07~60內之整數)

編號 記號 意義

①
N 附外部指示燈輸出之主要模組

E 附DC半導體安全輸出之主要模組

②

L1
光柵、
兩手按壓開關輸入模組

L2 光柵輸入模組

D1 門開關輸入模組

R 繼電器輸出模組(2a1b)即斷(不可進行作延遲設定)

R1 繼電器輸出模組(2a1b) ON延遲輸出

R2 繼電器輸出模組(2a1b) OFF延遲輸出

③
H 延遲時間：④×0.5秒(僅TH01~59內之奇數)

N 延遲時間：④×1.0秒(僅TN01~60內之整數)

W 延遲時間：④×10秒(僅TW07~60內之整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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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 585

種類 (交貨日期請向經銷商洽詢。)

本體
即斷型

※ 亦`可製作其他複數接點型RR/RRR。

OFF延遲電腦設定型

※R2的OFF延遲時間在工廠出貨時的設定(既定值)為0.0秒(即斷)。

OFF延遲固定型

※以上不可使用OFF延遲時間固定型的F3SX功能設定支援軟體來進行設定的變更。

ON延遲固定型

※以上OFF延遲時間固定型的F3SX不可使用功能設定支援軟體來進行設定的變更。

所有型式通用
※型式中的□□之詳情，請參考➜第586頁中的 「●型式一覽表」。

輸出型態
即斷輸出

型式
半導體輸出 接點輸出

指示燈輸出+
接點輸出

無
主要接點　2a
補助接點　1b

F3SX-NR型

F3SX-N-□□□R型

半導體輸出
安全輸出　2輸出
補助輸出　1輸出

無
F3SX-E□型

F3SX-E-□□□□型

輸出型態
即斷輸出 OFF延遲輸出

型式
半導體輸出 接點輸出 接點輸出

指示燈輸出+
接點輸出

無
主要接點　2a
補助接點　1b

主要接點　2a
補助接點　1b

F3SX-N-□□RR2型

半導體輸出+
接點輸出

安全輸出　2輸出
補助輸出　1輸出

無
主要接點　2a
補助接點　1b

F3SX-ER2型

F3SX-E-□□□R2型

輸出型態
即斷輸出 OFF延遲輸出

OFF延遲時間 型式
半導體輸出 接點輸出

半導體輸出+
接點輸出

安全輸出　2輸出
補助輸出　1輸出

主要接點　2a
補助接點　1b

0.5秒~29.5秒
(0.5秒刻度)

F3SX-ER2-TH□□型

1秒~60秒
(1秒刻度)

F3SX-ER2-TN□□型

70秒~600秒
(10秒刻度)

F3SX-ER2-TW□□型

輸出型態
即斷輸出 OFF延遲輸出

OFF延遲時間 型式
半導體輸出 接點輸出

半導體輸出+
接點輸出

安全輸出　2輸出
補助輸出　1輸出

主要接點　2a
補助接點　1b

1秒~60秒
(1秒刻度)

F3SX-ER1-TN□□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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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586

●型式一覽表

即斷型

F3SX-NR型/F3SX-N-□□□R型(外部指示燈輸出型)

＊尺寸W之相關詳情，請於➜第601頁中的 「外觀尺寸」進行確認。

F3SX-E□型/F3SX-E-□□□□型(DC半導體安全輸出型)

＊尺寸W之相關詳情，請於➜第601頁中的 「外觀尺寸」進行確認。

輸入型態
型式 尺寸W ＊

重量
(僅本體
重量)

緊急停止
安全光柵

F3SN/F3SH/F3SJ型
兩手按壓

開關
門開關

1組 ―― ―― ―― F3SX-NR型 45.0mm 約0.3kg
1組 ―― ―― 2組 F3SX-N-D1R型 90.0mm 約0.5kg
1組 ―― ―― 4組 F3SX-N-D1D1R型 112.5mm 約0.6kg
1組 ―― ―― 6組 F3SX-N-D1D1D1R型 135.0mm 約0.7kg
1組 2組 ―― ―― F3SX-N-L2R型 67.5mm 約0.5kg
1組 4組 ―― ―― F3SX-N-L2L2R型 112.5mm 約0.6kg
1組 2組 ―― 2組 F3SX-N-L2D1R型 112.5mm 約0.6kg
1組 4組 ―― 2組 F3SX-N-L2L2D1R型 135.0mm 約0.7kg
1組 2組 ―― 4組 F3SX-N-L2D1D1R型 135.0mm 約0.7kg
1組 1組 1組 ―― F3SX-N-L1R型 90.0mm 約0.5kg
1組 1組 1組 2組 F3SX-N-L1D1R型 112.5mm 約0.6kg
1組 1組 1組 4組 F3SX-N-L1D1D1R型 135.0mm 約0.7kg

輸入型態
型式 尺寸W ＊

重量
(僅本體
重量)

緊急停止
安全光柵

F3SN/F3SH/F3SJ型
兩手按壓

開關
門開關

1組 ―― ―― ―― F3SX-E型 22.5mm 約0.3kg
1組 ―― ―― 2組 F3SX-ED1型 45.0mm 約0.3kg
1組 ―― ―― 4組 F3SX-E-D1D1型 67.5mm 約0.4kg
1組 ―― ―― 6組 F3SX-E-D1D1D1型 90.0mm 約0.5kg
1組 ―― ―― 8組 F3SX-E-D1D1D1D1型 112.5mm 約0.6kg
1組 2組 ―― ―― F3SX-EL2型 45.0mm 約0.3kg
1組 2組 ―― 2組 F3SX-E-L2D1型 67.5mm 約0.4kg
1組 2組 ―― 4組 F3SX-E-L2D1D1型 90.0mm 約0.5kg
1組 2組 ―― 6組 F3SX-E-L2D1D1D1型 112.5mm 約0.6kg
1組 4組 ―― 　　 F3SX-E-L2L2型 67.5mm 約0.4kg
1組 4組 ―― 2組 F3SX-E-L2L2D1型 90.0mm 約0.5kg
1組 4組 ―― 4組 F3SX-E-L2L2D1D1型 112.5mm 約0.6kg
1組 1組 1組 ―― F3SX-EL1型 45.0mm 約0.3kg
1組 1組 1組 2組 F3SX-E-L1D1型 67.5mm 約0.4kg
1組 1組 1組 4組 F3SX-E-L1D1D1型 90.0mm 約0.5kg
1組 1組 1組 6組 F3SX-E-L1D1D1D1型 112.5mm 約0.6kg

益成自動控制材料行  http://sale.enproteko.com

益
成

自
動

控
制

材
料

行
 

http://sale.enproteko.com



安全控制器  F3SX 587

S-mark認証對應即斷型

F3SX-NR-S型/F3SX-N-□□□R-S型(外部指示燈輸出型)

＊尺寸W之相關詳情，請於➜第601頁中的 「外觀尺寸」進行確認。
註1 . 連接支援S-mark安全控制器本體與DC電源的電線請使用10m以下的產品。
註2 . 支援S-mark安全控制器的使用說明書為日文、英文、韓文版本，並以CD的型式附屬於產品中。

F3SX-E-S型/F3SX-E-□□□□-S型(DC半導體安全輸出型)

＊尺寸W之相關詳情，請於➜第601中的 「外觀尺寸」進行確認。
註1 . 連接支援S-mark安全控制器本體與DC電源的電線請使用10m以下的產品。
註2 . 支援S-mark安全控制器的使用說明書為日文、英文、韓文版本，並以CD的型式附屬於產品中。

輸入型態
型式 尺寸W ＊

重量
(僅本體
重量)

緊急停止
安全光柵

F3SN/F3SH/F3SJ型
兩手按壓

開關
門開關

1組 ―― ―― ―― F3SX-NR-S型 45.0mm 約0.3kg
1組 ―― ―― 2組 F3SX-N-D1R-S型 90.0mm 約0.5kg
1組 ―― ―― 4組 F3SX-N-D1D1R-S型 112.5mm 約0.6kg
1組 ―― ―― 6組 F3SX-N-D1D1D1R-S型 135.0mm 約0.7kg
1組 2組 ―― ―― F3SX-N-L2R-S型 90.0mm 約0.5kg
1組 4組 ―― ―― F3SX-N-L2L2R-S型 112.5mm 約0.6kg
1組 2組 ―― 2組 F3SX-N-L2D1R-S型 112.5mm 約0.6kg
1組 4組 ―― 2組 F3SX-N-L2L2D1R-S型 135.0mm 約0.7kg
1組 2組 ―― 4組 F3SX-N-L2D1D1R-S型 135.0mm 約0.7kg
1組 1組 1組 ―― F3SX-N-L1R-S型 90.0mm 約0.5kg
1組 1組 1組 2組 F3SX-N-L1D1R-S型 112.5mm 約0.6kg
1組 1組 1組 4組 F3SX-N-L1D1D1R-S型 135.0mm 約0.7kg

輸入型態
型式 尺寸W ＊

重量
(僅本體
重量)

緊急停止
安全光柵

F3SN/F3SH/F3SJ型
兩手按壓

開關
門開關

1組 ―― ―― ―― F3SX-E-S型 22.5mm 約0.3kg
1組 ―― ―― 2組 F3SX-ED1-S型 45.0mm 約0.3kg
1組 ―― ―― 4組 F3SX-E-D1D1-S型 67.5mm 約0.4kg
1組 ―― ―― 6組 F3SX-E-D1D1D1-S型 90.0mm 約0.5kg
1組 ―― ―― 8組 F3SX-E-D1D1D1D1-S型 112.5mm 約0.6kg
1組 2組 ―― ―― F3SX-EL2-S型 45.0mm 約0.3kg
1組 2組 ―― 2組 F3SX-E-L2D1-S型 67.5mm 約0.4kg
1組 2組 ―― 4組 F3SX-E-L2D1D1-S型 90.0mm 約0.5kg
1組 2組 ―― 6組 F3SX-E-L2D1D1D1-S型 112.5mm 約0.6kg
1組 4組 ―― ―― F3SX-E-L2L2-S型 67.5mm 約0.4kg
1組 4組 ―― 2組 F3SX-E-L2L2D1-S型 90.0mm 約0.5kg
1組 4組 ―― 4組 F3SX-E-L2L2D1D1-S型 112.5mm 約0.6kg
1組 1組 1組 ―― F3SX-EL1-S型 45.0mm 約0.3kg
1組 1組 1組 2組 F3SX-E-L1D1-S型 67.5mm 約0.4kg
1組 1組 1組 4組 F3SX-E-L1D1D1-S型 90.0mm 約0.5kg
1組 1組 1組 6組 F3SX-E-L1D1D1D1-S型 112.5mm 約0.6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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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588

OFF延遲時間設定型(使用F3SX用功能設定支援軟體)

F3SX-N-□□RR2型

※1. 出貨時的OFF延遲時間設定為 "0"秒(即斷)。
※2. 使用F3SX用功能設定支援軟體(F3SX-CD100型)，可用最小刻度單位0.1秒進行設定。
＊尺寸W之相關詳情，請於　第601頁中的 「外觀尺寸」進行確認。

F3SX-ER2型/F3SX-E-□□□R2型

※1. 出貨時的OFF延遲時間設定為 "0"秒(即斷)。
※2. 使用F3SX用功能設定支援軟體(F3SX-CD100型)，可用最小刻度單位0.1秒進行設定。
＊　尺寸 W之相關詳情，請於➜第601頁中的 「外觀尺寸」進行確認。

ON延遲時間固定型

F3SX-ER2-T□□□型

※1. 出貨時所設定的延遲時間以及所有的設定均不可變更。
※2. 除上述之外，只要數置在型式基準內，OMRON均可配合您的要求在工廠出貨時進行設定，請向本公司的業務人員洽詢。

輸入型態
型式 尺寸W ＊

重量
(僅本體
重量)

緊急停止
安全光柵

F3SN/F3SH/F3SJ型
兩手按壓

開關
門開關

1組 ―― ―― ―― F3SX-N-RR2型 112.5mm 約0.5kg
1組 ―― ―― 2組 F3SX-N-D1RR2型 135.0mm 約0.6kg
1組 ―― ―― 4組 F3SX-N-D1D1RR2型 157.5mm 約0.7kg
1組 2組 ―― ―― F3SX-N-L2RR2型 135.0mm 約0.6kg
1組 2組 ―― 2組 F3SX-N-L2D1RR2型 157.5mm 約0.7kg
1組 4組 ―― ―― F3SX-N-L2L2RR2型 157.5mm 約0.7kg
1組 1組 1組 ―― F3SX-N-L1RR2型 135.0mm 約0.6kg
1組 1組 1組 2組 F3SX-N-L1D1RR2型 157.5mm 約0.7kg

輸入型態
型式 尺寸W ＊

重量
(僅本體
重量)

緊急停止
安全光柵

F3SN/F3SH/F3SJ型
兩手按壓

開關
門開關

1組 ―― ―― ―― F3SX-ER2型 45.0mm 約0.3kg
1組 ―― ―― 2組 F3SX-E-D1R2型 90.0mm 約0.5kg
1組 ―― ―― 4組 F3SX-E-D1D1R2型 112.5mm 約0.6kg
1組 ―― ―― 6組 F3SX-E-D1D1D1R2型 135.0mm 約0.7kg
1組 2組 ―― ―― F3SX-E-L2R2型 90.0mm 約0.5kg
1組 2組 ―― 2組 F3SX-E-L2D1R2型 112.5mm 約0.6kg
1組 2組 ―― 4組 F3SX-E-L2D1D1R2型 135.0mm 約0.7kg
1組 4組 ―― ―― F3SX-E-L2L2R2型 112.5mm 約0.6kg
1組 4組 ―― 2組 F3SX-E-L2L2D1R2型 135.0mm 約0.7kg
1組 1組 1組 ―― F3SX-E-L1R2型 90.0mm 約0.5kg
1組 1組 1組 2組 F3SX-E-L1D1R2型 112.5mm 約0.6kg
1組 1組 1組 4組 F3SX-E-L1D1D1R2型 135.0mm 約0.7kg

-TH01~59 (僅有奇數型式)
(0.5秒單位)

-TH01~60
(1.0秒單位)

-TH07~60
(10秒單位)

末尾型式為
-T□□□

設定時間
末尾型式為

-T□□□
設定時間

末尾型式為
-T□□□

設定時間
末尾型式為

-T□□□
設定時間

-TH01 0.5秒 -TN01 1秒 -TN10 10秒 -TW07  70秒

-TH03 1.5秒 -TN02 2秒 -TN20 20秒 -TW08  80秒

-TH05 2.5秒 -TN03 3秒 -TN30 30秒 -TW09  90秒

-TH07 3.5秒 -TN04 4秒 -TN40 40秒 -TW10 100秒

-TH09 4.5秒 -TN05 5秒 -TN50 50秒 -TW20 200秒

-TH11 5.5秒 -TN06 6秒 -TN60 60秒 -TW30 300秒

-TH13 6.5秒 -TN07 7秒 ―― ―― -TW40 400秒

-TH15 7.5秒 -TN08 8秒 ―― ―― -TW50 500秒

-TH17 8.5秒 -TN09 9秒 ―― ―― -TW60 60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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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 589

ON延遲時間固定型

F3SX-ER1-T□□□型

＊ON延遲時間固定型除表中的型式之外，最多可製作為60秒(1.0秒單位)。
※出貨時所設定的延遲時間以及所有的設定均不可變更。

F3SX功能設定支援軟體

＊需要IE4.0以上的安裝。
※　F3SX-CD100型(型錄編號：SCHG-706)並未附屬於包裝內。

若需索取，請向經銷商洽詢。

設定功能概要

• 延遲時間設定(ON延遲/OFF延遲)

• 各種監視時間的設定

• 指示燈點亮型式的設定(僅有F3SX-N型)

• 補助輸出(AS1/2/3)設定

• 讀取歷史紀錄(回饋時間(過去的16次)、

系統監視時間(過去的16次)錯誤紀錄)

• I/O馬達

• 使用F3SX型功能設定支援軟體時，

需要搭配RS-232C電纜線(F39-JC2X1型：另售)。

配件(另售)
安全光柵中繼盒

F3SX型連接用中繼接頭(F39-JC□T型←→F39-JC□B型)

兩側接頭纜線

RS-232C電纜線(9接腳D-SUB接頭)

１秒~5秒＊(1.0秒單位)

末尾型式為-T□□□ 設定時間

-TN01 1秒

-TN02 2秒

-TN03 3秒

-TN04 4秒

-TN05 5秒

形狀 對應OS 型式

Windows98SE以後的版
本＊、Windows2000 SP4
以後的版本、
WindowsXP SP1以後的版
本

F3SX-CD100型

形狀 連接機器 型式

F3SN-A/-B型、F3SJ型

F3SX型系列
F39-TB01型

形狀 型式

F39-CN5型

形狀 連接機器 型式 纜線長度

F39-TB01型

F3SX型系列

F39-JC1T型 1m
F39-JC3T型 3m
F39-JC5T型 5m
F39-JC10T型 10m

形狀 連接機器 型式 纜線長度

F3SX-
個人電腦用
RS-232C纜線

F39-JC2X1型 2m

F3SX-
可程式控制器(OMRON製)
用RS-232C纜線

F39-JC2X2型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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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590

額定/性能

一般規格
共通規格

＊本保護功能作動時，請重新投入電源以使其復歸。

附外部指示燈輸出之主要模組(N模組)

＊1. 不連接外部指示燈時，請在EL1端子-EL2端子之間連接阻抗(1/4W、4.7kΩ)。
下圖所示之外形的附導線阻抗(無極性)附屬於本產品中。

＊2. LED燈泡(額定DC24V、0.7~7W)亦可進行連接，但連接LED燈泡時將無法進行故障診斷。
＊3. 建議如下(兩者之消耗電力均為5W)；

•PS-24-Y B0568型：(株)PATLITE製(更換燈泡時請務必使用白炙燈泡，若使用LED類型的話，則電流檢測的故障監視功能將不會產生作用)
•ASSC-24型：ARROW電子工業(株)製

＊4. 因延長電線所導致的電壓下降除外。

項目 額定．性能

安全類別(EN954-1) 類別4
安全度水準(ENC61508) SIL3
額定電源電壓 DC24V±10%鏈波(p-p) 10%以下
投入電源後的啟動時間 5秒以下
控制回路的保護 輸出負載短路保護、電源逆連接保護＊
過電壓類別(Category)(IEC60664-1) II

絕緣阻抗
導線整體 – 外殼外部之間
100MΩ以上(使用DC500V兆)

耐電壓
導線整體 – 外殼外部之間
AC2200V 50/60Hz 1min.

環境溫度
動作時：-10~ +50℃(不可結冰、結露)
儲存時：-30~ +70℃(不可結冰、結露)

環境濕度 動作時、儲存時：各35%~85%RH (不可結冰、結露)
耐振動 10~55Hz 複振幅0.7mm X、Y、Z各方向掃引20次(通電)
耐衝擊 100m/s2 X、Y、Z各方向1,000次(通電)
外殼材質 玻璃纖維強化多醯胺66 (PA-66-FR)
保護構造 端子台：IP20、本體：IP40 (IEC60529)

項目 額定．性能

輸入

緊急停止輸入
ON ：DC15~24V ±10%
OFF ：開放或0～DC5V以下
內部阻抗：約5kΩ

復歸輸入

回饋(feedback)輸入

補助輸入

DC半導體體輸出

外部指示燈輸出
＊1

可連接指示燈：白熱燈絲型(白熱燈泡) DC24V、3~7W

補助半導體輸出
PNP電晶體輸出
負載電流25mA以下  殘留電壓2V以下 ＊4

(株)PATLITE製
PS-24-Y型 B0568

ARROW電子工業(株)製
ASSC-2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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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 591

附DC半導體安全輸入之主要模組(E模組)

＊1. 請在誘導負載上與負載並列連接二極體等的突波吸收器。
＊2. 因延長電線所導致的電壓下降除外。

繼電器輸出模組

R模組：不可設定延遲

R1模組：可設定ON延遲

R2模組：可設定OFF延遲

＊1. 必須在安全繼電器上設置外部保險絲，因安全類別(Category)之不同，保險絲額定值也不相同。
①以安全類別(Category) 4 (EN954-1)使用時

為了在接點溶著時保護安全繼電器輸出，必須於外部設置保險絲，保險絲額定值為3.15A以下。
可在繼電器接點上增加的電流將會因保險絲的額定限制而成為3.15A以下(阻抗負載)。

②以安全類別3 (EN954-1)以下使用時
設置於外部的保險絲額定值為5A以下，可在繼電器接點上增加的電流將會因保險絲額定的限制而成為5A以下(阻抗負載)。

詳情請參閱prEN50156-1的10.4.3.4章。
＊2. 內建的的繼電器單體性能，耐久性的條件為環境溫度+15~ +35℃，環境溼度25~75% RH。
＊3. 此為參考值，低於此數值的使用狀況均無法適用。只要一旦增加大負載後，微小負載即可能會無法開閉。

額定電流
額定電流會因模組的種類與數量而有所不同，相關資訊可從下表中取得。

(例) F3SX-N-L2L2R型：150 (N模組) + 150 (L2模組) + 150 (L2模組) + 100 (R模組) = 550mA

項目 額定．性能

輸入

緊急停止輸入
ON ：DC15~24V ±10%
OFF ：開放或是0～DC5V以下
內部阻抗：約5kΩ

復歸輸入

回饋(feedback)輸入

補助輸入

DC半導體體輸出
DC半導體安全輸出

PNP電晶體輸出
負載電流：300mA以下(阻抗負載/誘導負載) ＊1
殘留電壓(ON時)：2V以下 ＊2
殘留電壓(OFF時)：0.1V以下
漏電電壓(OFF)時：0.1mA以下
容許容量負載：1µF以下
輸出端子 – 負載之間容許配線阻抗：4Ω以下

補助半導體輸出
PNP電晶體輸出
負載電流25mA以下  殘留電壓2V以下 ＊2

項目 額定．性能

繼電器接點
輸出

主要接點(安全輸出)數 2a
補助接點(補助輸出)數 1b

額定負載
阻抗負載

11/12端子
(補助接點：補助輸出)

AC250V 50/60Hz、DC30V 5A

23/24端子
33/34端子
(主要接點：安全輸出)

AC250V 50/60Hz、DC30V 3.15A　(5A) ＊1

誘導負載
AC15：AC240V/2A cosφ=0.3
DC13：DC24V/1A L/R=48ms

最小適用負載 ＊2 DC24V/5mA (參考值)  ＊3
電氣的耐久性 ＊2 10萬次以上(開閉頻率為1,800次/h)
機械的耐久性 ＊2 1000萬次以上(開閉頻率36,000次/h)

模組種類 額定電流

主要模組(E、N) 150mA
輸入模組(L1、L2、D1) 150mA
繼電器模組(R、R1、R2) 10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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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592

應答時間
即斷型

ON / OFF延遲時間設定型

＊1. R1模組(23/24端子、33/34端子)可使用F3SX型用功能設定支援軟體(F3SX-CD100型)來進行ON延遲時間的設定。
出貨時的OFF延遲時間設定為"0"秒(即斷)。

＊2. R2模組(23/24端子、33/34端子)可使用F3SX型用功能設定支援軟體(F3SX-CD100型)來進行ON延遲時間的設定。
出貨時的OFF延遲時間設定為"0"秒(即斷)。

＊3. 實際的ON延遲時間(互鎖復歸開始到輸出為止的時間)以及OFF延遲時間(輸入遮斷開始到輸出遮斷為止的時間)
為上述的應答時間加上客戶使所設定的時間之總和。
(例) 於F3SX-N-RR2型設定0.5秒(500ms)的OFF延遲時間時，即為500+35=535ms。

即斷型

ON / OFF延遲時間設定型

＊1. R1模組(23/24端子、33/34端子)可使用F3SX型用功能設定支援軟體(F3SX-CD100型)來進行ON延遲時間的設定。
出貨時的OFF延遲時間設定為"0"秒(即斷)。

＊2. R2模組(23/24端子、33/34端子)可使用F3SX型用功能設定支援軟體(F3SX-CD100型)來進行ON延遲時間的設定。
出貨時的OFF延遲時間設定為"0"秒(即斷)。

＊3. 實際的ON延遲時間(互鎖復歸開始到輸出為止的時間)以及OFF延遲時間(輸入遮斷開始到輸出遮斷為止的時間)
為上述的應答時間加上客戶使所設定的時間之總和。
(例) 於F3SX-E-D1D1D1R2型設定1秒(1000ms)的OFF延遲時間時，即為1000+45=1045ms。

安全輸出監視
(ASI端子：N模組、E模組)

對安全輸出(即斷)同步後的輸出。

動作時序圖

AS1/AS2/AS3並非為安全輸出，請勿使用做為建構安全系統之目

的。
F3SX或周邊機器故障時，可能對人員造成嚴重傷害。

型式(N模組)
繼電器輸出 補助輸出(AS1)

ON→OFF OFF→ON ON→OFF OFF→ON

F3SX-NR　(-S)型 35ms 135ms 25ms 105ms
F3SX-N-□R　(-S)型 35ms 135ms 25ms 105ms
F3SX-N-□□R　(-S)型 40ms 156ms 30ms 126ms
F3SX-N-□□□R　(-S)型 45ms 177ms 35ms 147ms

型式(N模組)
繼電器輸出 補助輸出(AS1)

ON→OFF ＊2 OFF→ON ＊1 ON→OFF OFF→ON

F3SX-N-RR1型 ＊1
F3SX-N-RR2型 ＊2 35ms 135ms 25ms 105ms

F3SX-N-□RR1型 ＊1
F3SX-N-□RR2型 ＊2 40ms 156ms 30ms 126ms

F3SX-N-□□RR1型 ＊1
F3SX-N-□□RR2型 ＊2 45ms 177ms 35ms 147ms

型式(E模組)
繼電器輸出 DC半導體安全輸出、補助輸出

ON→OFF OFF→ON ON→OFF OFF→ON

F3SX-E　(-S)型 ―― ―― 25ms 105ms
F3SX-E□　(-S)型 35ms 135ms 25ms 105ms
F3SX-E-□□　(-S)型 35ms 135ms 25ms 105ms
F3SX-E-□□□　(-S)型 40ms 156ms 30ms 126ms
F3SX-E-□□□□　(-S)型 45ms 177ms 35ms 147ms

型式(E模組)
繼電器輸出 DC半導體安全輸出、補助輸出

ON→OFF ＊2 OFF→ON ＊1 ON→OFF OFF→ON

F3SX-ER1型 ＊1
F3SX-ER2型 ＊2 35ms 135ms 25ms 105ms

F3SX-E-□R1型 ＊1
F3SX-E-□R2型 ＊2 35ms 135ms 25ms 105ms

F3SX-E-□□R1型 ＊1
F3SX-E-□□R2型 ＊2 40ms 156ms 30ms 126ms

F3SX-E-□□□R1型 ＊1
F3SX-E-□□□R2型 ＊2 45ms 177ms 35ms 147ms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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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 593

端子排列

主要模組

＊1. 不使用緊急停止開關時，請直接連接T11端子與T12端子、T21端子與T22端子。
＊2. 藉由F3SX型用功能設定支援軟體(F3SX-CD□□□型，另售)可變更補助半導體輸出端子(AS1、AS2、AS3)與外部指示燈的功能設定。

詳情請確認F3SX-CD□□□型的說明內容。
＊3. 不使用開始命令輸入時，請直接連接SSC端子與DC24V輸入端子(A1端子)。
＊4. 不使用外部指示燈時，請於EL1端子-EL2端子之間連接阻抗(1/4W 4.7kΩ)。

種類 機能

項目 端子編號 　F3SX-N 　F3SX-E

電源輸入
A1 DC24V輸入

A2 GND(0V)輸入

緊急停止輸入 ＊1

T11

緊急停止開關輸入
T12

T21

T22

復歸輸入
Y1

復歸輸入  自動復歸/手動復歸的選擇、系統復歸Y2

Y3
回饋(feedback)輸入 FB 回饋時間監視(500ms以內)

補助半導體輸出 ＊2

AS1 安全輸出監視(標準設定時：與安全輸入同步的輸出)

AS2

資訊觸動器(標準設定時：有錯誤資訊、輸出
切換次數過多資訊、通電時間過長資訊時進行
輸出)

準備完成輸出(標準設定時：在安全輸入全部
準備完成的狀態時進行輸出)

AS3
預備輸出(標準設定時：在電源投入後，F3SX型的CPU之初期化完成，且輸入輸出在可正常控制
的狀態時進行輸出)

補助輸入 ＊3 SSC 開始命令輸入

外部指示燈輸出 ＊4
EL1 附診斷功能指示燈輸出(+：source) ――

EL2 附診斷功能指示燈輸出(-：sink) ――

DC半導體安全輸出
SS1 ―― DC半導體安全輸出1

SS2 ―― DC半導體安全輸出2
RS-232C埠 COM 通信電纜線連接用埠(RS-23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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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594

指示燈的意義與點燈型式

＊未組裝繼電器輸出模組的商品不會發生此錯誤狀況。

ER指示燈的
動作

內容 原因 對應

點亮
緊急停止開關的輸入同步錯
誤

緊急停止開關的接點不良。
與緊急停止開關間的配線錯誤。

確認與緊急停止開關間的配線是否正確。

閃爍1次
緊急停止開關輸入發生短路
或配線異常。

緊急停止開關的的配線發生短路現象。 確認緊急停止開關或配線是否正常。

閃爍2次
緊急停止開關輸入端子回路
的異常

受到過大的雜訊影響。 確認F3SX型周邊的噪音環境。

緊急停止開關輸入回路的故障。 更換F3SX型。

閃爍3次
復歸輸入端子的異常

復歸輸入端子的配線不正常。 確認復歸輸入端子的配線是否正確。
復歸輸入端子的配線有斷線或短路的情形。 確認復歸輸入端子的配線是否正確。
復歸輸入端子的回路故障。 更換F3SX型。

閃爍4次

外部指示燈輸出端子的異常
(F3SX-N型)

外部指示燈的故障。 更換外部指示燈。
外部指示燈的配線不正常。 確認外部指示燈的配線是否正確。
外部指示燈輸出回路的異常。 更換F3SX型。

DC半導體安全輸出端子的異
常(F3SX-E型)

負載(外部機器)的故障。 更換負載(外部機器)。
與負載(外部機器)間的配線不正常。 確認與負載(外部機器)間的配線是否正確。
DC半導體安全輸出回路的異常。 更換F3SX型。

閃爍5次
繼電器輸出端子異常。 ＊

受到過大的雜訊影響。 確認F3SX型周邊的噪音環境。

繼電器輸出故障。 更換F3SX型。

閃爍6次
回饋(feedback)輸入端子異常。

接頭等與外部機器間的配線不正常。
確認與接頭等的外部機器間的配線是否正
確。

連接頭等外部機器故障。 更換接頭等外部機器。

持續閃爍
雜訊或是F3SX型產生故障

受到過大的雜訊影響。 確認F3SX型周邊的噪音環境。

F3SX型的內部回路故障。 更換F3SX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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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 595

輸入模組
L1

註. 兩手按壓開關的記號或配線的相關細節，請參閱 ➜ 第 597 頁的 「F3SX-N-
L1D1R型(自動復歸)回路範例」。

L2

指示燈的意義與點燈型式(L1/L2/D1模組)

ER1指示燈表示第1組側的錯誤，ER2指示燈表示第2組側的錯誤。

端子編號 連接

1 未使用

兩手
按壓開關

2 2hand-SW S32 NC接點

3 未使用

4 2hand-SW S31 NC接點

5 2hand-SW S32 NO接點

6 2hand-SW S32 COMMON

7 2hand-SW S31 NO接點

8 2hand-SW S31 COMMON

9 測試輸入

安全光柵
OMRON製
F3SN/F3SH型系列

10 控制輸出2

11 復歸輸入

12 控制輸出1

13 RS-485　(B)

14 RS-485　(A)

15 0V
16 +24V

端子編號 連接

1 +24V

安全光柵
(第1組)
OMRON製F3SN/
F3SH型系列

2 0V
3 RS-485　(A)

4 RS-485　(B)

5 控制輸出1

6 復歸輸入

7 控制輸出2

8 測試輸入

9 測試輸入

安全光柵
(第2組)
OMRON製F3SN/
F3SH型系列

10 控制輸出2

11 復歸輸入

12 控制輸出1

13 RS-485　(B)

14 RS-485　(A)

15 0V
16 +24V

ER1/ER2
指示燈的動作

內容 原因 對應

持續點亮
輸入機器的輸入同步錯誤

輸入機器的接點不良，與輸入機器間的配線
不正常。

確認輸入機器或配線是否正常。

閃爍1次

輸入機器的輸入部短路或配
線異常

輸入機器的配線為短路狀態。 確認機器的配線是否正確。

閃爍2次

輸入機器的輸入端子回路異
常

受到過大的雜訊影響。 確認F3SX型周邊的雜訊環境。

輸入機器輸入回路故障。 更換F3SX型。

D1

端子編號 連接

1

不使用。
2

3

4

5
安全限動開關或安全門開關等的有接點

第1組
6

7
安全限動開關或安全門開關等的有接點

8

9
安全限動開關或安全門開關等的有接點

第2組
10

11
安全限動開關或安全門開關等的有接點

12

13

不使用。
14

15

16

繼電器輸出模組

端子編號 機能

11/12 補助繼電器輸出(N.C)

23/24 安全繼電器輸出(N. O)

33/34 安全繼電器輸出(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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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596

連接

F3SX-NR型(手動復歸)回路範例

動作時序圖

停止類別 IEC60204-1 0
安全類別 EN954-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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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 597

F3SX-N-L1D1R (自動復歸)回路範例

動作時序圖

停止類別 IEC60204-1 0
安全類別 EN95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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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598

F3SX-ER型+F3SX-ED1型+F3SX-ED1型(手動復歸)
配線範例

停止類別 IEC60204-1 0
安全類別 EN954-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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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 599

正確使用須知

以下為選擇安全控制器F3SX型時的說明。

使用前請務必參閱產品使用者操作手冊(型錄編號：SCHG-705)。

前言

• F3SX 型應由對設置的機械非常理解的 「負責人員」操作使

用。

• 本 「使用說明書(型錄編號：SCHG-705)」中的 「負責人」之

定義為，在機械的設計、設置、運用、維修、廢棄的各階段

中具有確保安全之資格、權限與責任的人員。

• F3SX型的前提為因應設置環境、機械性能、功能並且正確使

用，請務必由相關人員進行危險評估後再進行選擇/設置/設

定的作業。

• 使用前請充分閱讀、瞭解使用者操作手冊(型錄編號：SCHG-

705)的內容並能正確地使用。

關於法規．規格

• 控制器單體無法申請勞動安全衛生法地第四十四條之二所

規定的 「型式檢定」，必須以整個系統提出申請。因此，將

F3SX型做為日本國內前述法令所規定之「壓模機械或裁剪的

安全裝置」使用時，必須以整體系統接受檢定。

• F3SX型為適用EU(歐盟)機械指令附屬書IV B.安全零件第1項、

第2項之產品。

• F3SX型已通過TÜV-PS以下之認證。

①EU法規

• 機械指令Directive 98/37/EC

• 低電壓指令Directive 73/23/EEC

• EMC指令Directive 89/336/EEC

②歐州規格

• EN61508 (SIL1-3)、EN954-1 (類別4、3、2、1、B)、

• EN61496-1　(Type4 ESPE)、．EN50178、．EN55011、

• EN60204-1、．EN61000-6-2、．EN61000-6-4、．EN1760、

• EN574(Type IIIC)、．EN1088

③國際規格

• IEC61508　(SIL1-3)、．IEC61496-11(Type4 ESPE)、

• IEC60204-1

• F3SX型已通過UL以下之認證。
對美國以及加拿大規格之Listing認證

• UL508、． UL1998、．EUL61496-1(Type4 ESPE)、

• CSA C22.2 No.14、．CSA C22.2 No.0.8

• 復歸開關的設置，應在可以看到整個危險區域，而且不可從

危險區域進行操作的位置。

• 請使用適當連接的控制機器以實現安全功能，若未使用適

當的外部機器的話，可能會有安全功能降低的危險。

• 為使F3SX型符合EN60204-1、IEC61496-1以及UL508之規範，

DC電源模組必須符合以下所有項目。

• 保持在額定的電源電壓內(DC24V±10%)。

• 做為F3SX型以及連接的感測器專用時，請勿連接到其他裝

置、機器。另外，連接於複數個裝置時，對於各裝置的總

計額定電流應能充份加以因應。

• 符合EMC指令(工業環境)

• 1次回路2次回迴間經雙重絕緣或強化絕緣處理。

• 過電流保護特性會自動復歸(逆L下垂型)

• 輸出保持時間為20ms以上

• 符合UL508中所定義的等級(Category) 2回路或限制電壓電源回

路的輸出特性要求。

• 本模組的電源應遵守使用國家、地區之EMC與電氣機器安

全相關法復與規格。

(範例：在歐盟(EU)則為符合EMC指令與低電壓指令的電

源。)

• 使用市售的開關控制器時，FG (frame ground端子)應進行接地

處理(未進行接地處理時，開關控制器可能會發生錯誤動作)。

• 請勿於F3SX型的電源輸入上連接超過額定的DC電源輸出，或

是AC電源輸出。

• 繼電器與輸出接點間應以直列方式設置保險絲。

• 絕對不可使用於超過開閉容量的負載，否則可能會造成輸出

回路的損壞、並產生無法遮斷的危險。

• 請充份注意不可發生使雙重化安全回路無效化等共通原因

之故障情形。

• F3SX型的PLC通信功能無法使用於建構安全系統之目的，否

則將可能因配線不良或PLC故障而導致人員發生嚴重傷害的

危險性。

• 請勿將F3SX型拆解、修理或改造，否則將可能有會喪失原有

之安全功能的危險性。

• 輸入輸出端子請正確配線，配線錯誤的話可能會導致觸電或

有損害安全功能的危險。

• 補助輸出並非安全輸出，請勿將其做為建構安全系統之目的

使用，否則在F3S型X或周邊機器發生故障時，可能會有造成

人員嚴重傷害的危險。

• 請勿將輸入機器連接至補助輸入端子上(開始命令輸入)等做

為安全系統之目的使用，否則在F3SX型或周邊機器發生故障

時，將可能有造成人員嚴重傷害的危險性。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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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600

• 由於安全類別(Category)應以安全控制系統整體進行判斷，因

此使用時請充份進行確認，並建議向第三者機構提出具體諮

詢。

• 壽命會因開閉條件、負載等的不同而有很大的差異，使用時

請務必在實際使用條件下進行實機測試，並且在不會發生問

題的開閉次數內使用。

• F3SX型請在IP54以上的範圍內使用。

• 相對於F3SX型的寬度，若DIN軌道若短，可能會因為振動，

而從DIN軌道上脫落

請配合需要來使用固定工具，將F3SX型固定於DIN軌道上。

• 為了確保通風，請在F3SX型的側面與上下各保留5mm以上與

50mm以上的空間。

●用語說明

IEC61508 : 1998　 (EN61508 : 2001)

為發揮電氣/電子/可程式電子系列產品的安全功能，而從設計

開始到設置、維修、廢棄為止的安全生命周期詳細規定執行程

序(設計或評估手法等)之規格。

DC半導體安全輸出的波型

為確定F3SX型的輸出是否維持在遮斷功能狀態，自動定期於短

時間內關閉OFF輸出。此時若輸出信號為OFF，即判斷輸出回路

為正常。相反地，若不是OFF，則會診斷輸出回路或配線異常，

而成為停機狀態。請注意所連接的機器之輸入應答時間，連接

於SS1、SS2端子的機器不可因為OFF脈波信號而有錯誤動作的

情形。

安全度水準(SIL: Safety Integrity Level)

與以往的EN954-1之安全類別B、1．2．3．4相同，此為表示安

全系統的安全度水準之數值，可藉由計算危險位置故障之發生

機率而得到數據，再因應使用頻率設定其等級。另外，本控制

器SIL3的安全水準與EN954-1安全類別4為相同等級。

●診斷功能

系統間同時監視功能

監視輸入系統間(1ch-2ch之間)的啟動時間差。此功能可用來防

止安全裝置的無效化。

系統間短路監視功能

監視輸入系統間(1ch-2ch之間)的短路情形，此功能可用來檢測

安全裝置的故障情形。萬一於發生短路時，可用來鎖定控制器

並保持OFF狀態。(不需更換保險絲)

●控制功能

回饋時間監視功能(FB)

將控制機械的危險來源之外部繼電器的b接點做為回饋信號並

輸入F3SX型，以檢測溶著等動作不良的情形，並監視回饋信號

是否在一定的時間之內(既定值500ms)回覆。

預備輸出(AS3)

在F3SX型完成CPU的初期化，並轉變為可正常控制的狀態時輸

出時進行輸出。並可做為系統整體的運轉準備信號的一部分使

用。

預備輸出並非安全輸出，請勿作為安全系統的建構

之目的使用，否則故障時將可能有造成人員重傷的

可能性。

準備完成輸出(AS2端子：E模組)

F3SX型在預備狀態，且安全輸出全部在ON的狀態時輸出。

資訊觸動器(AS2：N模組)

進行控制器的診斷或監視時，於障礙或時間結束等狀態發生時

輸出，可用來做為觸動器信號對上層(可程式控制器或個人電腦

等)提出命令要求時使用。

資訊觸動器並非安全輸出，請勿建構為安全系統之

目的使用，否則故障時將可能會有造成人員嚴重傷

害的危險性。

開始命令輸入(SSC)

開始命令輸入可在安全機器的輸入條件上增加接受來自機器

的開始命令，以促使安全繼電器產生動作。

(不需使用時請連接於DC24V)

請勿將輸入機器連接至始動命令輸入端子等做為安

全系統之目的使用，否則在發生故障時，將可能有

造成人員嚴重傷害的危險性。

請勿在超過額定的空氣與環境中使用。

注意

使用時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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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 601

外觀尺寸 (單位：mm)
附有此標記之產品另備有平面之CAD圖示與立體之CAD模型。
可自(http://www.fa.omron.co.jp)下載。

本體

F3SX型

※尺寸W的相關事宜，請參閱➜586~584頁的 「●型式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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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器  F3SX602

 
安全光柵中繼盒

兩側接頭纜線

19

44.5

30 52

110

110

12013

2-φ5.2

2-M5

5

40

80

80 90

10.5

5

19
F39-TB01型

安裝孔加工尺寸

＊中繼盒必須要有連接用的兩側接頭纜線
．F39-JC□B型
．F39-JC□T型
F39-JC□B型之詳情請於第210、
289、322頁進行確認。

F39-JC□□T型

＊各型式的尺寸均不相同，尺寸上的差異如下表
所示。

型式 L (mm)

F39-JC1T型 1,000

F39-JC3T型 3,000

F39-JC5T型 5,000

F39-JC10T型 10,000

+150
　0

+150
　0

+300
　0

+300
　0

電線顏色 信號名稱 F3SX側的端子編號

棕色 +24V 1或16

藍色/屏蔽網 0V 2或15

灰色 RS-485　(A) 3或14

粉紅色 RS-485　(B) 4或13

綠色 控制輸出1 5或12

黃色 復歸輸出 6或11

白色 控制輸出2 7或10

紅色 測試輸入 8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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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測器用暫默功能控制器  F3SP-U2P604

安全感測器用暫時無效化(Muting)功能控制器

F3SP-U2P
在安全感測器上追加暫時無效化

(Muting)功能的控制器

■可支援安全類別(Category)4以內之規格

■最多可連接2台安全光柵

■暫時無效化(Muting)燈號輸出附有斷線檢測功能

請參照608頁
「正確使用須知」。

特長

何謂暫時無效化(Muting)功能…

在加工材料或搬運用的貨板通過安全感測器的檢測區域時，能夠將安全功能暫時無效化之功能。
參考：國際規格IEC61496-1 (JIS規格B9704-1)的定義3.1項 「藉由控制系統安全相關部分的安全功能暫時性自動保留。」

註.  暫時無效化(Muting)控制器F3SP-U2P型以暫時無效化(Muting)感測器A、B的檢測時間差來判斷所通過的工件與人體。
調整暫時無效化(Muting)感測器A、B的設置場所或檢測方向時，注意不可因人體的通過而造成兩者的光線被遮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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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測器用暫默功能控制器  F3SP-U2P 605

最多可連接2台安全感測器

最適合設置於生產線的進料/退料等位置。

暫時無效化(Muting)燈用輸出

為了將暫時無效化(Muting)功能中的狀態傳達至周圍的工作人

員，請務必設置暫時無效化(Muting)燈。F3SP-U2P型內建診斷功

能，可用電流檢測出暫時無效化(Muting)燈的燈泡熄滅等異常，
並中止暫時無效化(Muting)功能。

可支援安全類別(Category)4以內之規格

與F3SJ-A型、F3SN-A型、F3SH型、F3SL型、F3SS型等類型4感

測器連接後，即可成為可對應安全類別(Category)4以內之控制

器。另外與F3SN-B型的類型2感測器連接時則安全類別降低為

類別2。

符合國際規格

已通過德國的第三者認證機構TÜV-Product Service之EC指令認

證，亦通過(CE標章)或北美使用時所規定的cUL適用認證。

每1台安全感測器可連接2台或4台的暫時無效化
(Muting)感測器

可用來決定暫時無效化(Muting)的時間點並判別工件與人體的

感測器即為暫時無效化(Muting)感測器。具有以交差設置2台的

穿過型或回歸反射型光電開關的方方式，或是將4台的穿過型

或回歸反射型光電開關，近接開關或限動開關等以與安全感測

器平行、前後各2台的方法設置等的方式。暫時無效化(Muting)
感測器的輸出型需要PNP電晶體或NO的接點型。

D2 C2
S2 S1

 

D1 C1 A2 B1  A1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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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測器用暫默功能控制器  F3SP-U2P606

種類 (交貨日期請向經銷商洽詢。)

額定/性能  (詳情請參照附屬於商品中的使用說明書)

＊1. 消耗電力的合計為F3SP型保險絲(自行回歸型)額定，超過24W時不可使用。
．光柵
．暫時無效化(Muting)燈：3~7W
．F3SP型單體(負載電流除外)：8W，請在合計24W以下時使用。

＊2. 不使用暫時無效化(Muting)功能時亦須安裝暫時無效化(Muting)燈。
建議如下(兩者之消耗電力均為5W)

•PS-24-Y B0568型：PATLITE製(更換用燈泡請務必使用白炙燈型，若使用LED的話，
電流檢測的故障監視功能將無法作用。)

•ASSC-24型：朝日(ASAHI)電機製

形狀 型式

F3SP-U2P型

項目 型式 F3SP-U2P型
安全類別 支援類別4以內的規格
光柵的連接數量 最多2組  ＊1
電源電壓 DC24V±10%鏈波(p-p) 10%以下
消耗電力 8W以下(暫時無效化(Muting)燈以及感測器除外)  ＊2
回應時間 30m以下

可連接的光柵
OMRON製
F3SJ型/F3SN型/F3SH型/F3SL型/F3SS型的全系列

輸出 2X NO接點，250VAC、2.5A以下

輸入

測試輸入：NC接點
復歸輸入：NO接點
暫時無效化(Muting)感測器輸入：PNP電晶體型或NO接點型，
最多4組

指示燈

輸出指示燈(紅色/綠色LED) ：OFF輸出時紅色燈點亮
：ON輸出時綠色燈點亮

輸入指示燈(綠色LED X 4) ：24V輸入時綠色燈點亮
狀態表示(7段1位數) ：顯示F3SP型的狀態

測試功能
自我測試(電源投入時以及通電時)
外部測試(使用測試輸入)

安全相關功能
自動復歸/手動復歸(連鎖鎖定)
暫時無效化(Muting)功能、超載(override)功能

可適用的暫時無效化
(Muting)燈

白熱燈泡DC24V、3~7W  ＊1、2

環境溫度
動作時：-10~+50℃
保管時：-30~+70℃ (不可結冰、結露)

環境濕度 15~95%RH (不可結露)
保護構造 IEC規格IP20
耐振動(誤動作) 複振幅0.7mm X、Y、Z各方向掃引20次
耐衝擊(誤動作) 100m/s2 X、Y、Z各方向1,000次
重量(包裝狀態) 約870g
付屬品 使用說明書

120

150

75

φ82

127

φ66

115

PATLITE製
PS-24-Y B0568型

ARROW電子工業(株)製
ASSC-2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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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測器用暫默功能控制器  F3SP-U2P 607

連接  (符合類別(Category)4規格)

使用1台安全光柵與2台暫時無效化(Muting)感測器時 使用2台安全光柵與8台暫時無效化(Muting)感測器的
例子

各部分名稱

F3SJ型、F3SN-A型、F3SH-A型的模式為
- 自動復歸模式
- 補助輸出狀態下遮光時ON輸出

＊連接F3SN-B型後，即成為類別2。

連接2台的安全光柵時，可能會超過F3SP-U2P型的消耗電力額定24W，如配線
圖所示，請用外部電源直接供應24V至安全光柵的其中1台。

F3SJ型、F3SN-A型、F3SH-A型的模式為
- 自動復歸模式
- 補助輸出狀態下遮光時ON輸出

＊連接F3SN-B型後，即成為類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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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測器用暫默功能控制器  F3SP-U2P608

正確使用須知

在將安全感測器設定暫時無效化時，若錯誤地設置或使用暫時

無效化(Muting)控制器的話，不僅無法確保安全，反而可能引發
重大的危險。

•本說明為選擇商品時的指南，使用時請務必確實地閱讀附屬

於商品中的使用說明書 (型錄編號：SCHG-702A)，並於充分

理解後再行使用。

•請確實考量設置環境、機械的性能或功能後再行使用。

•請由相關人員實施風險評估後再行使用。

•本商品採用可與特定的感測器搭配使用的設計方式，請勿與

不符合其他國際規格的區域感測器組合使用。

相關的國際規格

對實際暫時無效化(Muting)控制時所要求的國際規格如下。

建構實際的安全迴路時，請參照這些規格，並使用符合要該當
求事項之建構。

•JIS B9705-1 (EN954-1、ISO13849-1) 「機械類的安全性：控制

器系統的安全關連部分、

第1部：設計的一般原則，5.9項暫時無效化(Muting)」

•JIS B9704-1 (IEC61496-1)「機械類的安全性：電氣的檢測保護

設備，第1部：一般要求事項以及試驗、附屬文件A、A.7暫時

無效化(Muting)」

•EN 415-4　"Safety of packaging machines part 4. Palletizers and

depalletizers" Annex A, A2.2 Muting

•ANSI B11.19-1990 "for Machine Tools- Safeguarding When

Referenced by the Other B11 Machine Tool Safety Standards-

Performance Criteria for the Design, Construction, Care, and

Operation" 4.2.3 Presense-Sensing Devices: Electro-Optical and Radio

Frequency (R.F.)

請勿在超過額定的狀況與環境中使用。

DIP開關的相關事項

位於F3SP型側面的DIP開關可於變更模式時使用，2個開關的設

定均請依照下表所示。

註1 . 2個DIP開關若未作相同設定，將會顯示代號 「8」(錯誤)。
2 . SW2與SW1為相反方向。

註. 為了系統的安全，在F3SP型動作時請勿變更DIP開關。

警告 使用注意事項

No. 設定 功能

1 X 未使用

2
OFF

暫時無效化(Muting)感測器AB可控制光柵1
暫時無效化(Muting)感測器CD可控制光柵2
(工廠出貨時設定)

ON 禁止

3
OFF

暫時無效化(Muting)的最大時間為60秒(工廠出貨時設
定)

ON 暫時無效化(Muting)的最大時間為∞ (無限大)

4
OFF 手動復歸模式

ON 自動復歸模式(工廠出貨時)

SW1

O
N

1
 2

 3
 4

SW2

O
N

1
 2

 3
 4

益成自動控制材料行  http://sale.enproteko.com

益
成

自
動

控
制

材
料

行
 

http://sale.enproteko.com



安全感測器用暫默功能控制器  F3SP-U2P 609

外觀尺寸 (單位：mm)

F3SP-U2P型

120

7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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