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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商品資訊

低速檢測模組
G9SX-LM

可利用速度檢測功能來確保保養作業之
安全性的模組

•利用近接感測器，即可檢測馬達回轉速度。

•可依危險源監控回轉速度是否低於設定值。

•配備保養作業專用的致動開關輸入端子。

•根據詳細的LED顯示，有效進行故障診斷。

•本產品已取得安全類別3 (EN954-1)、PLd (ISO13849-1)、

SIL3 (IEC/EN62061)之認證。

型式構成

型式標準

G9SX-□□□□□-□□□-□□
―― ――― ―――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種類 (交貨日期請向經銷商洽詢。)

低速檢測模組

增設模組

請參閱第21頁的
「正確使用須知」。

安全瞬間
輸出

安全低速/
停止檢測輸出

輔助輸出
設定閥值之

最大值
額定電壓 端子台 型式

2 (半導體) 2 (半導體) 4 (半導體) 10Hz DC24V
螺絲式端子台 G9SX-LM224-F10-RT

彈簧式端子台 G9SX-LM224-F10-RC

安全輸出
輔助輸出

斷電延遲
時間

額定電壓 端子台 型式
瞬間 斷電延遲

4a (接點) 0 1 (半導體) ―― DC24V
螺絲式端子台 G9SX-EX401-RT

彈簧式端子台 G9SX-EX401-RC

功能

LM：低速檢測模組

EX：增設模組

輸出構成(安全瞬間輸出)

2：2輸出

4：4輸出

輸出構成(安全低速/停止檢測輸出)

2：2輸出

輸出構成(輔助輸出)

1：1輸出

4：4輸出

最大設定值

低速檢測模組

F10：10Hz

增設模組

無顯示：無OFF delay

端子台類型

RT：螺絲式端子台

RC：彈簧式端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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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定/性能

額定
電源部分

＊不含對負載供應的電力。

輸入部分

＊請確保您所連接的輸入控制裝置必須超過最小適用負載的電流。

輸出部分

＊1. 當安全瞬間輸出為ON、或是安全速度檢測輸出為ON時，為進行輸出電路診斷，將會輸出以下的脈衝訊號。
當前述的安全輸出被當作對控制裝置(PLC等的輸入模組)的輸入訊號時，需採行注意下列的脈衝訊號之設計。

＊2. 密合安裝時，需採用下列降額(de-rating)方式。
　G9SX-LM□：負載電流0.4A以下

增設模組額定

項目 型式 G9SX-LM224-□ G9SX-EX401-□

電源電壓 DC24V

容許電壓變動範圍 電源電壓的-15% ~ +10%

消耗電力＊ 5W以下 2W以下

項目 型式 G9SX-LM224-□

安全輸入
致動輸入
回饋/復歸輸入
模式切換輸入

動作電壓：DC20.4 ~ DC26.4V
內部阻抗：約2.8kΩ ＊

回轉檢測輸入
動作電壓：DC20.4 ~ DC26.4V
內部阻抗：約2.8kΩ
頻率輸入範圍：1kHz以下

項目 型式 G9SX-LM224-□

安全瞬間輸出 ＊1
PNP輸出
負載電流DC0.8A以下 ＊2

安全速度檢測輸出 ＊1
PNP輸出
負載電流DC0.3A以下

輔助輸出
PNP輸出
負載電流DC100mA以下

項目 型式 G9SX-EX-□

額定負載 AC250V 3A/DC30V 3A (阻抗負載)

額定通電電流 3A

接點電壓最大值 AC250V、DC12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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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1. 對多台模組進行邏輯連接時，邏輯連接輸入所需之動作時間應答時間將依分別照直列邏輯連接之台數計算。
＊2. 表示當動作條件(輸入條件)齊備後，安全輸入ON所需的時間。
＊3. 表示動作模式切換開關的切換時間容許值。若切換時間超過450ms時，G9SX-LM□便會將其視為異常並檢測為故障。
＊4. 表示模式切換輸入切換完成後，到實際切換為安全輸入及致動輸入的有效狀態所需的時間。

＊5. 此值不包含連接中的低速檢測模組的動作時間/應答時間。
＊6. G9SX-□-RT(螺絲式端子台)。

關於邏輯連接

＊不包含G9SX-EX401-□(增設模組)的台數。

項目 型式 G9SX-LM224 G9SX-EX401

過電壓類別
(IEC/EN60664-1)

II
II
(但繼電器接點部分為：端子13 ~ 43、端子14 ~ 44
為III)

安全瞬時輸出的動作時間
(OFF→ON) ＊1 ＊2

50ms以下(安全輸入、致動輸入ON的條件下)
100ms以下(邏輯連接輸入ON的條件下)

30ms以下 ＊5

安全瞬間輸出的應答時間
(ON→OFF) ＊1

15ms以下 10ms以下 ＊5

輸入模式切換時的切換容許時間 ＊
3

450ms以下 ――

切換動作模式時的應答時間 ＊4 50ms以下 ――

ON時的殘留電壓 3.0V以下(安全瞬間輸出、安全速度檢測輸出、輔助輸出)

OFF時的漏電電流 0.1mA以下(安全瞬間輸出、安全速度檢測輸出、輔助輸出)

安全輸入及邏輯連接輸入的最大配
線長度

100 m以下(外部連接阻抗：需維持100Ω及10nF以下)

復歸輸入時間(復歸按下時間) 100ms以上

低速檢測頻率的精確度 與設定值之間的差異必須在0 ~ -10%範圍內 ――

絕緣
阻抗

邏輯連接輸入端子⇔電源/
其他所有輸入輸出端子 20MΩ以上  DC250V Mega

――

所有端子⇔DIN軌道間 100MΩ以上  DC500V Mega

耐電壓

邏輯連接輸入端子⇔電源/
其他所有輸入輸出端子 AC500V 1min

――

所有端子⇔DIN軌道間 AC1,200V 1min

不同的輸出電極之間

――

AC1,200V 1min

繼電器輸出以外的端子⇔
所有繼電器輸出端子

AC2,200V 1min

耐震動 10~55~10Hz單向振幅0.375 mm (雙向振幅0.75mm)

耐衝擊
耐久性 300m/s2

誤動作 100m/s2

耐久性
電氣性 ―― 10萬次以上(額定負載、開關頻率1,800次/h)

機械性 ―― 500萬次以上(開關頻率7,200次/h)

使用環境溫度 -10 ~ +55℃ (但不可結冰或結露)

使用環境濕度 25~85%RH

端子鎖合強度 ＊6 0.6N•m

重量 約240g 約165g

項目 型式 G9SX-LM224 G9SX-EX401-□

各邏輯連接輸出的平均連接台數 需小於4組 ――

根據邏輯連接實施的總連接台數＊ 需小於20組 ――

根據邏輯連接實施的連接階層數 需小於5組 ――

增設模組連接台數 ―― 需小於5組

根據邏輯連接的配線長 100m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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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接

內部連接圖
G9SX-LM224-□ (低速檢測模組)

＊1. 內部電源電路並未施以絕緣處理。
＊2. 邏輯連接輸入已採取絕緣措施。
＊3. S14、S24、ES1、ES2、L1輸出部分的內部電路已經過雙重化處理。

G9SX-EX401-□ (增設模組)

＊1. 內部電源電路並未施以絕緣處理。
＊2. 繼電器接點輸出已採取絕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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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輸出輸入的配線

訊號名稱 端子名稱 動作概述 配線方式

電源輸入 A1、A2
為G9SX-LM□專用之電源輸入端子。
請將電源連接至A1端子及A2端子。

將電源的+端(DC24V)連接至A1端子。
將電源的+端(GND)連接至A2端子。

致動輸入ch1 T11、T12

致動輸入ch1、致動輸入ch2必須同時處於ON狀態，此
為保養模式下要讓安全瞬間輸出啟動的必要條件。
未能達成此條件時，安全瞬間輸出不會成為ON的狀態。

相當於安全類
別2

相當於安全類
別3

致動輸入ch2 T21、T22
相當於安全類
別3 (啟動系統
間短路監控)

安全輸入ch1 T61、T62

安全輸入ch1、安全輸入ch2必須同時處於ON狀態，此
為一般運轉模式下要讓安全瞬間輸出啟動的必要條件。
未能達成此條件時，安全瞬間輸出不會成為ON的狀態。

相當於安全類
別2

相當於安全類
別3

安全輸入ch2 T71、T72
相當於安全類
別3 (啟動系統
間短路監控)

回饋/復歸輸入
T31、T32、
T33

傳送到T33端子的訊號必須處於ON狀態，此為啟動安全
瞬間輸出的必要條件。未能達成此條件時，安全瞬間輸
出不會成為ON的狀態。

自動復歸

傳送到T32端子的訊號必須依照OFF → ON → OFF的順
序變化，此為啟動安全瞬間輸出的必要條件。未能達成
此條件時，安全瞬間輸出不會成為ON的狀態。

手動復歸

邏輯連接輸入 T41、T42

將上層模組的安全輸出資料傳送到下層模組，然後建立
和該安全輸入訊號之間的邏輯積(AND)，這就是所謂的
「邏輯連接」。
右圖所示為模組B的安全輸出透過邏輯連接的方式變更
為a AND b之範例。
請將上層模組的L1或L2以及下層模組的T41，連接至上
層模組的電源-(GND)與下層模組的T42。
欲設定邏輯連接啟動設定開關時，必須為AND (有效)，
且對T41端子的訊號內容必須為ON，此為達到安全輸出
ON的必要條件。

模式切換輸入 M1、M2

透過1NC、1NO輸入端子，即可切換是否啟動安全輸入
或是致動輸入的其中任一種輸入。安全輸入、致動輸入
的有效狀態與模式切換輸入狀態之間的關係如下。
M1 = ON、M2 = OFF →啟動安全輸入(一般運轉模式下)
M1 = OFF、M2 = ON →致動輸入啟動(維護模式)

回轉檢測輸入
D11、D12、
D21、D22

一般運作模式：用來檢測回轉物體的2個近接感測器所
傳送之脈衝訊號小於2Hz是啟動安全速度檢測輸出的必
要條件。
保養模式：用來檢測回轉物體的2個近接感測器所傳送
之脈衝訊號小於低速檢測頻率設定值是啟動安全瞬間
輸出及安全速度檢測輸出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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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與安全感測器的連接

1) 當傳送到安全感測器的控制輸出被輸入至G9SX-LM□時，如果要將控制輸出連接至致動輸入，請將Y1端子連接至DC24V，若要

連接至安全輸入時，則必須將Y2端子連接至DC24V。

若未連接至DC24V時，將造成G9SX-LM□出現檢測錯誤的情形。

2) 安全感測器的自我診斷功能將使得感測器控制輸出波形中包含OFF短脈衝波。

連接安全感測器與G9SX時，必須注意下列事項。

•感測器控制輸出為ON時的OFF短脈衝寬度為：340μs以下(請參閱下圖)

訊號名稱 端子名稱 動作概述 配線方式

短路監控切換
輸入

Y1、Y2
本裝置將根據短路監控切換輸入區的配線，來切換
G9SX-LM□安全輸入及致動輸入]所對應的錯誤檢測功
能(系統間短路監控功能)。

使用T11、T21端子(用來啟動系統間短路監控功能之
配線)時，請將Y1端子設定為開路。
使用T61、T71端子(用來啟動系統間短路監控功能之
配線)時，請將Y2端子設定為開路。
未使用T11、T21端子(用來關閉系統間短路監控功能
之配線、或是連接安全區預感測器)時，請將Y1端子
連接至DC24V。
未使用T61、T71端子(用來關閉系統間短路監控功能
之配線、或是連接安全區預感測器)時，請將Y2端子
連接至DC24V。

安全瞬間輸出 S14、S24

一般運轉模式時：本裝置將根據安全輸入、回饋/復歸輸
入、邏輯連接輸入的輸入邏輯，將輸出ON/OFF。
維護模式時：本裝置將根據致動輸入、回饋/復歸輸入、
邏輯連接輸入的輸入邏輯以及回轉檢測輸入的狀態，將
輸出ON/OFF。

未使用時應設定為開路。

安全速度檢測
輸出

ES1、ES2

本裝置將根據回轉檢測輸入的狀態，將輸出ON/OFF。
當回轉檢測輸入的頻率輸入在一般運轉模式下低於
2Hz，或是保養模式下的頻率低於低速檢測頻率設定值
時，輸出就會變為ON。

未使用時應設定為開路。

邏輯連接輸出 L1 可輸出與安全瞬間輸出同步/相同邏輯的訊號。 未使用時應設定為開路。

輔助輸出
(監視器)

X1 可輸出與安全瞬間輸出同步/相同邏輯的訊號。 未使用時應設定為開路。

輔助輸出
(錯誤)

X2 於錯誤提示燈閃爍或點亮時將輸出變為ON。 未使用時應設定為開路。

輔助輸出
(監視器)

X3 可輸出與安全速度檢測輸出同步/相同邏輯的訊號。 未使用時應設定為開路。

輔助輸出
(監視器)

X4
可輸出動作模式的狀態。
　一般動作模式：OFF  保養模式：ON

未使用時應設定為開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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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

功能
動作模式

G9SX-LM□的安全輸入及致動輸入與安全瞬間輸出之間的關

係，將依以下所連接的模式切換開關的狀態而改變。

模式切換開關=一般運轉模式(M1 = ON、M2 = OFF)

模式切換開關=維護模式(M1 = OFF、M2 = ON)

註1. 保養模式下的低速檢測頻率必須小於設定值，此為必要條件。當輸入的頻
率超過設定值時，安全瞬間輸出就會被OFF。

2. 當邏輯連接啟動設定開關被設定為AND (啟動)時，邏輯連接輸入必須為ON，
此為啟動安全瞬間輸入的必要條件。

3. 復歸模式必須考慮應用的動作，然後再選擇自動復歸或是手動復歸。

邏輯連接

G9SX會將模組A的安全訊號a傳送到另一個模組B，然後建立

和安全訊號b之間的邏輯積(AND)，這就是所謂的「邏輯連接」。

下圖所示為模組B的安全輸出透過邏輯連接的方式後變為a

AND b之範例。

註. 關於邏輯連接之詳細說明，請參閱 「G9SX系列型錄」。

低速檢測功能

本功能可將負責監控危險源回轉狀態的2個近接感測器所輸出

的脈衝訊號換算為頻率，並且控制安全速度檢測輸出。

•低速檢測頻率與安全速度檢測輸出之間的關係如下：下圖所

示的F頻率精確度必須在0 ~ -10%的範圍內。

•近接感測器的特性並未包含頻率精確度。

適合連接的近接感測器包含以下所示的OMRON製E2E系列直

流3線式PNP型產品。

　 E2E-X1R5F1

　 E2E-X2F1

　 E2E-X5F1

　 E2E-X2MF1

　 E2E-X5MF1

　 E2E-X10MF1

註1. 欲監控危險源的回轉狀態時，必須安裝專用的齒輪後，才能將近接感測器
連接至下列危險源。關於齒輪的設計及近接感測器安裝等相關內容，請參
閱第12頁 「關於齒輪形狀與近接感測器的設置」。

2. 若未連接至近接感測器即啟動G9SX-LM□時，該狀態將會被檢測為錯誤。
3. 當兩邊的近接感測器並未檢測出齒輪時，該狀態就會被檢測為錯誤。

輔助輸出

如下所示，輔助輸出X1~X4可用於通知輸出及錯誤狀態，以及

動作模式的狀態。

致動輸入 － －

安全輸入 ON OFF

回轉檢測輸入
(低速檢測頻率)

－ －

安全瞬間輸出 ON OFF

致動輸入 ON ON OFF OFF

安全輸入 － － － －

回轉檢測輸入
(低速檢測頻率)

設定值
以下

超過
設定值

設定值
以下

超過
設定值

安全瞬間輸出 ON OFF OFF OFF

端子
名稱

訊號名稱 輸出ON的要件

X1
安全瞬間輸出
監控

當安全瞬間輸出ON時，X1就會變為ON。

X2 錯誤監控
當錯誤指示燈亮燈或閃爍時，X2就會變
為ON。

X3
安全速度檢測
監控

安全速度檢測輸出ON時、X3就會變為
ON。

X4 動作模式監控 進入保養模式後，X4就會變為ON。

S2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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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接增設模組

•當增設模組G9SX-EX/G9SX-EX-T被連接至G9SX-LM□後，

即可增加安全瞬間輸出的點數。

•連接斷電延遲型的增設模組G9SX-EX-T後，即可與瞬間型的

G9SX-EX執行相同的動作。

•1台G9SX-LM□最多可連接5台增設模組。此時，可同時連接

瞬間型的G9SX-EX以及OFF延遲型的G9SX-EX-T。

•請拔出G9SX-NSA222-T03-□的終端接頭，並插入增設模組

的連接電纜線接頭。接著，請將已拔出的終端接頭插入終端

(最右側)的增設模組。

•連接增設模組時，所有的增設模組均須有電源輸入，因此使

用時必須特別注意。(實際的連接方法請參考下圖。)

關於設定方法

(1) 關於復歸模式

欲切換復歸模式時，請利用回饋/復歸入力端子T31/T32/T33進

行設定。

如圖所示，將T32端子短路成24V時，將成為自動復歸模式；將

T33端子短路成24V時，將成為手動復歸模式。

(2) 關於系統間短路監控

若希望利用門鎖開關等來連接安全輸入及致動輸入時，只要利

用Y1端子或Y2端子即可進行系統間短路監控功能的切換設定。

當Y1端子被設定為開路時，即可檢測致動輸入T11-T12與T21-

T22的系統間是否發生短路，若是Y2端子被設定為開路時，則

能夠檢測安全輸入T61-T62與T71-T72的系統之間是否發生短

路。一旦檢測到短路時，就會出現下列狀態。

鎖定安全瞬間輸出、安全速度檢測輸出以及邏輯連接輸

出。

LED出現錯誤顯示狀態。

錯誤輸出(輔助輸出)將變為ON。

此外，將光柵等安全感測器連接至致動輸入時，請將Y1端子連

接至+24V；若將安全感測器連接至安全輸入時，務必請將Y2

端子連接至+24V。若未連接至+24V時，G9SX-LM□就會檢測

出錯誤。

註. 連接Type4的安全感測器時，安全感測器為了執行系統間短路監控，必須利用與類別3同級的配線來進行配線。
＊安全輸入區代表所使用的配線與類別4同級，不過G9SX-LM□並未符合類別4之規範。

系統間短路監控
相符的安全類別
(安全輸入部位)

致動輸入 安全輸入

OFF

相當於安全類別2

相當於安全類別3

ON
＊

相當於安全類別4

Y1T22T21T12T11

＋24V

＋24V

Y2T72T71T62T61

＋24V

＋24V

Y1T22T21T12T11

＋24V

＋24V ＋24V

Y2T72T71T62T61

＋24V

＋24V ＋2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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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定邏輯連接時

將2台以上的模組採取邏輯連接後再行使用時，請將邏輯連接

輸入端模組的邏輯連接設定開關設定為 「AND」。

註1. 當上圖中模組B的邏輯連接設定開關被設定為 「OFF」狀態時，模組B就會
判斷為設定錯誤並執行鎖定，因此設定時請特別注意。

2. 請將模組A的連接設定開關設定為 「OFF」。
若設定為 「AND」狀態時，模組A的輸出將不會變為 「ON」。

(4) 低速檢測頻率設定

欲設定低速檢測頻率的閥值時，必須利用低速檢測頻率設定開

關(模組正面及背面各1組)進行設定，而且只有當2組開關的設

定值一致時，裝置才能正常動作。若兩開關的設定值不一致則

會導致錯誤發生，因此請特別注意。

關於設定開關的設定位置，請參考以下的說明。

LED顯示

＊詳細內容請參閱下一頁的 「關於故障檢測」。

顯示 顏色 名稱 功能

PWR 綠色 電源指示燈 於導電時亮燈。

ERR 紅色 錯誤指示燈 當錯誤發生時，本指示燈就會亮燈或閃爍。＊

T1 橘色 致動輸入ch1指示燈
於T12端子的輸入為ON時亮燈。
發生致動輸入ch1的相關錯誤時，本指示燈就會開始閃爍。＊

T2 橘色 致動輸入ch2指示燈
於T22端子的輸入為ON時亮燈。
發生致動輸入ch2的相關錯誤時，本指示燈就會開始閃爍。＊

T6 橘色 安全輸入ch1指示燈
於T62端子的輸入為ON時亮燈。
於發生和安全入力ch1相關錯誤時閃爍。＊

T7 橘色 安全輸入ch2指示燈
於T72端子的輸入為ON時亮燈。
於發生和安全入力ch2相關錯誤時閃爍。＊

AND 橘色 邏輯連接輸入指示燈
於T41端子的輸入為ON時亮燈。
於發生和邏輯連接輸入相關的錯誤時閃爍。＊

FB 橘色 回饋/復歸輸入指示燈

本指示燈會在下列情況下亮燈。
•自動復歸時：當T33端子的輸入ON時。
•手動復歸時：當T32端子的輸入ON時，只要發生回饋/復歸輸入的相關錯誤，本指示燈就

會開始閃爍。＊

EI 橘色 安全瞬間輸出指示燈
安全瞬間輸出(S14、S24)會在輸出ON時亮燈。
於發生和安全瞬間輸出相關的錯誤時閃爍。＊

ES 橘色 安全速度檢測輸出指示燈
於安全速度檢測輸出(ES1、ES2)的輸出ON時亮燈。
一旦發生回轉檢測輸入、安全速度檢測輸入等相關的錯誤時，本指示燈就會開始閃爍。＊

MOD 橘色 動作模式指示燈
進入維護模式時，本指示燈就會亮燈。
於發生和模式切換輸入相關的錯誤時閃爍。＊

DS 橘色 安全速度檢測輸入指示燈
一旦檢測出回轉檢測輸入進入低速狀態(低於低速檢測頻率)時，本指示燈就會開始閃爍。
若檢測出回轉檢測輸入進入停止狀態(2Hz以下)時則會亮燈。
於發生與回轉檢測輸入相關的錯誤時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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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設定顯示(導入電源時)

您可以在G9SX-LM□導入電源後約3秒內，利用本體上的指示燈(橘色)來確認各種設定內容。

顯示設定的狀態時，雖然ERR指示燈會亮燈，但並不會輸出補助輸出(錯誤)。

關於故障檢測

G9SX-LM□檢測到錯誤時，ERR指示燈會以亮燈或閃爍的方式來通知使用者錯誤發生的內容。

請依照下表所示的內容，執行故障排除對策。請於實施相關因應對策後再導入電源。

顯示 設定項目 設定位置 顯示狀態 設定內容 設定狀態

T1　
系統間短路監控
(致動輸入專用)

Y1端子
亮燈 開啟 Y1 =未連接

燈滅 關閉 Y1 = DC24V連接

T6　
系統間短絡監控
(安全輸入用)

Y2端子
亮燈 開啟 Y2 =未連接

燈滅 關閉 Y2 = DC24V連接

FB　 復歸
T33端子
T32端子

亮燈 手動復歸 T33 = DC24V連接

燈滅 自動復歸 T32 = DC24V連接

AND　 邏輯連接
邏輯連接有效設定
開關

亮燈 開啟 "AND"

燈滅 關閉 "OFF"

ERR
指示燈

ERR以外
的指示燈

內容 原因 對策

閃爍
――

有 雜 訊 存 在，或
G9SX發生故障問
題

1) 高度雜訊的影響
2) 內部電路故障

1) 請確認周遭環境的雜訊產生情形。
2) 請更換新產品。

亮燈

T1閃爍
致動輸入ch1異常

1) 致動輸入ch1配線異常
2) 短路監控切換輸入配線異常
3) 致動輸入ch1的內部電路故障

1) 請確認T11、T12端子的配線狀態。
2) 請確認Y1端子的配線狀態。
3) 請更換新產品。

T2閃爍
致動輸入ch2異常

1) 致動輸入ch2配線異常
2) 短路監控切換輸入配線異常
3) 致動輸入ch2的內部電路故障

1) 請確認T21、T22端子的配線狀態。
2) 請確認Y1端子的配線狀態。
3) 請更換新產品。

T6閃爍
安全輸入ch1異常

1) 安全輸入ch1配線異常
2) 短路監控切換輸入配線異常
3) 安全輸入ch1內部電路故障

1) 請確認T61、T62端子的配線狀態。
2) 請確認Y2端子的配線狀態。
3) 請更換新產品。

T7閃爍
安全輸入ch2異常

1) 安全輸入ch2配線異常
2) 短路監控切換輸入配線異常
3) 安全輸入ch2內部電路故障

1) 請確認T71、T72端子的配線狀態。
2) 請確認Y2端子的配線狀態。
3) 請更換新產品。

FB閃爍

回饋/ 復歸輸入異
常

1) 回饋/復歸輸入配線異常
2) 回饋/復歸輸入內部電路故障

1) 請確認T31、T32、T33端子的配線狀態。
2) 請更換新產品。

增設模組異常

1) 增設模組發生回饋異常

2) 增設模組發生電源異常

3) 增設模組的繼電器發生安全輸出故
障

1) 請確認增設模組連接線與終端接頭之間是否已經互
相連接。

2) 請確認增設模組的電源電壓。
※請確認所有已連接的增設模組之電源指示燈。

3) 請更換新產品。

EI閃爍

安全瞬間輸出、邏
輯連接輸出異常

1) 安全瞬間輸出的配線異常
2) 安全瞬間輸出的電路異常
3) 邏輯連接輸出配線異常
4) 邏輯連接輸出電路故障
5) 超出使用環境溫度之容許範圍

1) 請確認S14、S24端子的配線狀態。
2) 請更換新產品。
3) 請確認L1、L2端子的配線狀態。
4) 請更換新產品。
5) 請確認G9SX的周遭環境溫度以及安裝場所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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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若錯誤指示燈以外的指示燈閃爍時，請參考下表實施因應對策。

註. 出現下列狀態時，G9SX-LM□將會針對近接感測器進行故障診斷。此時，雖然近接感測器的動作指示燈會閃爍，但是並非異常。
　•齒輪停止回轉而且兩端的近接感測器ON時

ERR
指示燈

ERR以外
的指示燈

內容 原因 對策

亮燈

ES閃爍

安全速度檢測輸
出之相關異常

1) 安全速度檢測輸出配線異常
2) 低速檢測步率設定異常

3) 安全速度檢測輸出電路故障
4) 超出使用環境溫度之容許範圍

1) 請確認ES1、ES2端子的配線狀態。
2) 請確認位於裝置正面與背面的低速檢測頻率設定開

關之設定內容。
3) 請更換新產品。
4) 請確認G9SX的周遭環境溫度以及安裝場所的狀態。

DS閃爍
(每2秒1次)

回轉檢測輸入之
相關異常

1) 回轉檢測輸入的配線異常
2) E2E設置不良

3) E2E發生故障
4) 回轉檢測輸入電路故障

1) 請確認和E2E、D11、D12、D21、D22型之間的配線。
2) 詳細內容請參閱「關於齒輪形狀與近接感測器的設

置」之相關說明。(第12頁)
3) 請更換E2E。
4) 請更換新產品。

DS閃爍
(每2秒2次)

回轉檢測輸入之
相關異常

1) 回轉檢測輸入頻率的上限值異常
2) 回轉檢測輸入頻率不一致

3) 回轉檢測輸入電路故障

1) 請確認馬達的速度。
2) 詳細內容請參閱「關於齒輪形狀與近接感測器的設

置」之相關說明。(第12頁)
3) 請更換新產品。

AND閃爍

邏輯連接輸入
異常

1) 邏輯連接輸入配線異常

2) 邏輯連接輸入設定異常
3) 邏輯連接輸入內部電路故障

1) 請確認T41、T42端子的配線狀態。
※連接至T41、T42端子的配線長度最長為100 m。
※每個邏輯連接1輸出在邏輯連接輸入時的最大連

接台數為4台。
※模組間的邏輯連接配線時，必須使用2芯的橡膠絕

緣電纜線或隔離電纜線。
2) 請確認邏輯連接啟動設定開關的設定內容。
3) 請更換新產品。

MOD閃爍

模式切換輸入
異常

1) 模式切換輸入的配線異常
2) 模式切換輸入電路故障
3) 模式切換時間異常

1) 請確認M1、M2端子的配線狀態。
2) 請更換新產品。
3) 請確認模式切換輸入(M1、M2)訊號的切換時間。

除了PWR以
外的所有指
示燈均閃爍

電源電壓異常 1) 電源電壓過大或不足 1) 請確認模組的電源電壓。

ERR
指示燈

ERR以外
的指示燈

內容 原因 對策

燈滅

T1

閃爍
致動輸入不一致

安全輸入裝置的接點不良或短路故障、
配線短路等，將造成致動輸入ch1與致
動輸入ch2之間的輸入狀態不一致。

請確認本裝置與安全輸入裝置之間的配線。
或者是確認致動輸入的輸入時序。
當異常狀態解除後，請同時將致動輸入ch1、ch2同時
設定為OFF狀態。T2

T6

閃爍
安全輸入不一致

安全輸入裝置的接點不良或短路故障、
配線短路等，將造成安全輸入ch1與安
全輸入ch2之間的輸入狀態不一致。

請確認本裝置與安全輸入裝置之間的配線。
或者是請確認安全輸入的輸入時序。
在異常狀態解除後，請將安全輸入ch1、ch2同時設定
為OFF狀態。

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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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齒輪形狀與近接感測器的設置

(1) 近接感測器的設置

為了要安全且穩定地檢測出齒輪的回轉狀態，請依照以下方法來設置近接感測器。

•請將近接感測器時設置於不會受到環境中的金屬互相干擾所影響之位置。

•關於近接感測器之相關操作方法，請參閱E2E的使用說明書。

•1台G9SX-LM□可安裝2台相同型式的近接感測器。

•設置近接感測器時，必須能夠在停止回轉時，讓其中一邊的近接感測器變為ON。

當兩邊的近接感測器在固定期間進入非感測狀態時，G9SX-LM□就會將此狀態檢測為錯誤。

(2) 齒輪形狀與近接感測器之間的關係

請根據您所使用的近接感測器，並參考下表所示的內容來設計齒輪形狀。

•請根據一般運轉狀態下安裝至危險源最大回轉數的齒輪齒數，來選擇所需要的近接感測器(請參閱下列公式)。

R x 1 / 60 x N < F

R：一般運轉狀態下危險源的最大回轉數(rpm)

N：齒輪的齒數(個)

F：近接感測器的額定回應頻率(Hz)

•設置時，請將一邊的近接感測器B沿著凹下區域的中心線，而另一邊的感測器A則沿著凸出區域的中心線設置。

如此一來，即可讓任一邊的近接感測器在停止回轉時變為ON。

•所有齒輪的齒形必須相同。

下表所示的內容為使用鐵作為齒輪材質時之範例，若使用鐵以外的材質時，檢測距離特性將有所不同。

詳細內容請參閱E2E的型錄。

下表所示的 「感測器之間的距離」為近接感測器採取並列設置時之尺寸。

隔離型

形狀 M8 M12 M18

型式 E2E-X1R5F1□ E2E-X2F1□ E2E-X5F1□

檢測距離 1.5mm 2mm 5mm

① 至凸出部分的距離 1.2mm以下 1.6mm以下 4mm以下

② 至凹入部分的距離 4.5mm以上 8mm以上 20mm以上

非隔離
型

形狀 M8 M12 M18

型式 E2E-X2MF1□ E2E-X5MF1□ E2E-X10MF1□

檢測距離 2mm 5mm 10mm

① 至凸出部分的距離 1.6mm以下 4mm以下 8mm以下

② 至凹入部分的距離 8mm以上 20mm以上 40mm以上

隔離型
形狀 M8 M12 M18

型式 E2E-X1R5F1□ E2E-X2F1□ E2E-X5F1□

③ 凹下部分的寬度 16mm以上 24mm以上 36mm以上

④ 凸出部分的寬度 凹入部分的寬度x 2以上/凹入部分的寬度x 6以下

⑤ 感測器間的距離 15mm以上 20mm以上 35mm以上

非隔離
型

形狀 M8 M12 M18

型式 E2E-X2MF1□ E2E-X5MF1□ E2E-X10MF1□

③ 凹下部分的寬度 24mm以上 30mm以上 60mm以上

④ 凸出部分的寬度 凹入部分的寬度x 2以上/凹入部分的寬度x 6以下

⑤ 感測器間的距離 60mm以上 100mm以上 110mm以上

①
②

M□

③

⑤

④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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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計範例

以下將以一般運轉模式(高速)下，危險源的馬達回轉數(高速)：3000rpm、低速時：60rpm為設計範例。

Step 1：齒數的計算

計算時需考慮G9SX-LM□的 「輸入頻率的範圍」及 「設定低速檢測頻率」等因素。

因此，只要將齒數設定為 「6」，即可得到以下數值。此數值為輸入G9SX-LM□回轉檢測輸入端子的頻率，而且符合 「輸入頻率的

範圍」與 「設定低速檢測頻率」的範圍。

一般運轉模式(高速)下：3000rpm x 1/60 x 6=300Hz

低速時：60rpm x 1/60 x 6=6Hz
註. 若因齒輪的安裝等而造成齒輪與馬達的回轉數不同時，請考量其回轉比例。

Step 2：近接感測器的選用

利用Step 1中所求出的頻率來選擇近接感測器。

由於在一般運轉(高速)時，對於G9SX-LM□的輸入頻率會變為300Hz，因此請選用反應頻率特性高於此值的近接感測器。此處所選

用的是E2E-X2F1□ (M12隔離型，回應頻率：1.5kHz)。

Step 3：決定近接感測器對於齒輪的配置

在此範例中，請將近接感測器朝齒輪面的水平方向設置。

Step 4：決定齒輪與近接感測器之間的距離

請參考 「(2)齒輪形狀與近接感測器之間的關係」該表，以決定齒輪與近接感測器之間的距離以及齒的高度。

 至凸出部分的距離：參考表格，設置的距離必須小於1.6 mm以下將以1 mm (檢測距離的50%)為例。

 至凹入部分的距離：參考表格，設置時的距離必須大於8 mm。

假設齒輪高度為20 mm，加上之後就變為20 + 1 = 21 mm。

Step 5：決定凸出及凹下部分的寬度

 根據Step 1計算出齒數為6後，對準凸出與凹下部分的角度即為360∘/齒數6 = 60∘。

設計時，請根據 「(2)齒輪形狀與近接感測器之間的關係」該表，讓凸出部分的寬度為凹下部分的2倍。

因此，凸出部分的角度：凹下部分的角度= 2：1 = 40∘：20∘。

 決定當凹下部分為圓形時的直徑

假設凹下部分為160 mm時，請確認是否符合 「(2)齒輪形狀與近接感測器之間的關係」該表之規定。

根據第項所得到的結果，凹下部分的寬度為160 mm x π x 20∘/360∘ ≒27.9 mm，因此E2E-X2F1□凹下部分的寬度必須達

到24 mm以上。

 根據Step 4所假設的齒輪高度為20 mm時，則凸出部分為圓形時的直徑即為160 mm + 20 mm x 2 = 200 mm。請確認是否符合

「(2)齒輪形狀與近接感測器之間的關係」該表之規定。

根據第項的計算結果，凸出部分的寬度即為200 x π x 40∘/360∘ ≒69.8 mm，符合必須大於第項所求出的凹下部分寬度2

倍以上之規定。

Step 6：決定齒的厚度

根據您所選擇的近接感測器形狀來決定。E2E-X2F1□為M12，而且根據Step 3將近接感測器設置於與齒輪面呈水平方向的位置，因

此齒的厚度必須為15mm (E2E-X2F1□標準檢測物體的寬度)。

輸入頻率的範圍：1000Hz以下
設定齒數時，一般運轉模式(高速)下的回轉數x 1/60 x齒數後
所得到的數值必須低於1000。

低速檢測頻率設定：2 ~ 10Hz
設定齒數時，低速運轉時的回轉數x 1/60 x齒數後所得到的數
值必須在2 ~ 10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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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計算結果，即可得到下圖所示的齒輪形狀與近接感測器的配置範例。在此，2個近接感測器被配置於呈直角的位置。請注

意近接感測器之間的距離，必須符合 「(2)齒輪形狀與近接感測器之間的關係」該表之規定。

將近接感測器設置於與齒輪面呈垂直方向的位置時，即成為下圖所示。

設置時如果讓近接感測器與齒輪面呈垂直方向時，請注意齒輪高度必須為不會受到 「環境中金屬的影響」的尺寸。關於 「環境中

金屬的影響」之相關說明，請參閱E2E的型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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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低速檢測頻率之設定範例

當低速時的回轉數為50rpm，近接感測器所檢測的齒輪齒數為6個時，低速狀態下的頻率即為

50rpm x 1/60 x 6個= 5Hz。

請考慮低速檢測頻率精確度(對設定值比必須在0 ~ -10%的範圍內)，而且低速檢測頻率的設定必須大於6.0Hz。

(5) 馬達、齒輪與危險源之間的關係

請參閱下圖所示的範例，將齒輪安裝在馬達及危險源之間。

此外，請針對裝置進行各種包含使用狀況在內的整體危險評估，並採取相關的安全對策。

(例如：齒輪周圍安裝防護套等)

  -1 -2

低速檢測頻率設定(Hz)
低速檢測頻率的精確度：Hz

(－x10%)

安全速度檢測輸出ON時的回轉
數：rpm
※齒數：當數值為6時(x60÷6)

安全速度檢測輸出ON時的回轉
數：rpm
※齒數：當數值為3時(x60÷3)

2 1.8 18 36

2.2 1.9 19 38

2.4 2.1 21 42

2.8 2.5 25 50

3.0 2.7 27 54

3.2 2.8 28 56

3.6 3.2 32 64

4.2 3.7 37 74

4.7 4.2 42 84

5.3 4.7 47 94

6.0 5.4 54 108

6.6 5.9 59 118

7.3 6.5 65 130

8.4 7.5 75 150

9.3 8.3 83 166

10 9 9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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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尺寸/端子配置 (單位：mm)

FBPWR

T33T32T31

T62

X4

T72

X1

T21

X2

T22 T71

X3

T61T12T11 M2

S14

T41

Y1

M1 D12 D22

S24

T42

Y2

ES1

L1

A1

D11 D21

ES2

A2

T6

EI

DST7

ES

ERR

AND

T1 T2 MOD

註. 上圖係以-RC為範例。

端子配置

低速檢測模組
G9SX-LM224-F10-□

43332313

PWR

44

A2

14 24

A1

34

X2

EI

ERR

增設模組
G9SX-EX401-□

註. 上圖係以-RC為範例。

端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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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用途範例

G9SX-LM224 (DC24V) <電磁鎖/安全門鎖開關(機械鎖定)、安全限動開關2ch輸入/致動開關2ch輸入/手動復歸>

註. 上述的電路範例相當於安全類別3。
詳細內容請參閱第24頁 「安全類別(EN954-1)」之相關說明。

一般運作模式下(M1：ON、M2：OFF)的動作時序圖 保養模式下(M1：OFF、M2：ON)的動作時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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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9SX-LM224 (DC24V) <電磁鎖/安全門鎖開關(機械鎖定)，安全限動開關2ch輸入/致動開關2ch輸入/自動復歸>
+G9SX-BC202 (DC24V) <緊急停止用按壓開關2ch輸入/手動復歸>

動作時序圖

註. 上述的電路範例相當於安全類別3。
詳細內容請參閱第24頁 「安全類別(EN954-1)」之相關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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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順序

一般運作模式(M1：ON、M2：OFF)

作業狀況/操作 LED顯示
裝置運作

(回轉狀態)
安全瞬間輸出

(S14、S24)
安全速度檢測輸出

(ES1、ES2)

裝置運作前
(安全門關、操作復歸開關)

ON ON

開始運轉、裝置運作

ON OFF

運轉停止(安全門關閉)

ON ON

停止運轉(解除鎖定、安全門開啟)

OFF ON

FBPWR

T6

EI

DST7

ES

ERR

AND

T1 T2 MOD

FBPWR

T6

EI

DST7

ES

ERR

AND

T1 T2 MOD

FBPWR

T6

EI

DST7

ES

ERR

AND

T1 T2 MOD

FBPWR

T6

EI

DST7

ES

ERR

AND

T1 T2 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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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模式(M1：OFF、M2：ON)

作業狀況/操作 LED顯示
裝置運作

(回轉狀態)
安全瞬間輸出

(S14、S24)
安全速度檢測輸出

(ES1、ES2)

開始維護作業前
(切換至保養模式)

OFF ON

開始維護作業(手握式開關ON、操作
復歸開關、低速運轉)

ON ON

發生異常
(高速回轉檢測或手握式開關OFF)

檢測高速回轉時

OFF OFF

回轉停止時

OFF ON

FBPWR

T6

EI

DST7

ES

ERR

AND

T1 T2 MOD

FBPWR

T6

EI

DST7

ES

ERR

AND

T1 T2 MOD

FBPWR

T6

EI

DST7

ES

ERR

AND

T1 T2 MOD

FBPWR

T6

EI

DST7

ES

ERR

AND

T1 T2 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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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使用須知

可能會發生輸出故障，並且造成人身安全的重大傷

害。

絕不可使用超出安全輸出的額定值之負載。

有可能會危害安全功能，並且造成人身安全的重大傷

害。

配線時請注意安全輸出不可對電源以及負載電源造

成短路。

可能會發生輸出故障，並且造成人身安全的重大傷

害。

將誘導負載連接至安全輸出時，請另行加裝突波電力

保護電路。

有可能會危害安全功能，並且造成人身安全的重大傷

害。

連接至回轉檢測輸入的感測器，必須使用本說明書中

所指定的近接感測器。

而且，必須根據您所使用的近接感測器的規格，並參考第12頁

「關於齒輪形狀與近接感測器的設置」來設計並設置齒輪。完

成設置後，請在裝置動作前進行動作確認。

有可能會危害安全功能，並且造成人身安全的重大傷

害。

請依照第12頁「關於齒輪形狀與近接感測器的設置」

及近接感測器操作說明書的內容，妥善地設計並設置近接感測

器，以避免其因為環境中的金屬而受到互相干擾的影響。

有可能會危害安全功能，並且造成人身安全的重大傷

害。

請參考右表來使用適合的控制裝置。

 警告

控制機器 必要事項

安全門鎖開關
/安全限動開
關

請使用能夠符合IEC/EN60947-5-1直接開路機構
的要求事項之規格認證產品。
並請使用適用於微小負載(DC24V、5mA)的開關。

致動開關
請使用符合IEC/EN60947-5-1之要求事項且通過
認證的規格商品。
並請使用適用於微小負載(DC24V、5mA)的開關。

安全感測器

請遵照您當地國家的法律規定，並且使用其用途
符合相關安全規格且經過認證之產品。
應請符合資格的認證機構進行系統整體的評估以
確認是否符合必要的安全類別。

近接感測器

請使用下列OMRON所製造的E2E系列直流3線
式PNP型產品。

E2E-X1R5F1□ E2E-X2MF1□
E2E-X2F1□ E2E-X5MF1□
E2E-X5F1□ E2E-X10MF1□

安全繼電器

請使用符合EN50205強制導引機構之要求事項的
規格認證產品。
回饋用的接點請使用適用於微小負載(DC24V、
5mA)的產品。

接觸器
(contactor)

請使用強制導通式接觸器，並且將接觸器的b接點
連接至回饋/復歸輸入，即可發現接觸器的接點是
否無法開離。
回饋用的接點請使用適用於微小負載(DC24V、
5mA)的產品。
即使將非強制導引式之接觸器的b接點連接至回
饋重置輸入，仍無法發現接觸器接點無法開放的
問題。

緊急停止用按
壓開關

請勿連接至G9SX-LM□。

使用其他機器
時

請在確認該機器確實符合所需的安全類別要求後
再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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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請在超過IP54 (IEC60529)的隔離範圍內使用G9SX-LM□。

( 2 ) 請確保輸出入端子配線的正確性，並於正式運作前確認

其動作情形。若配線有誤，則可能對安全功能有所影響。

( 3 ) 請勿將G9SX-LM□的電源輸入連接至超過額定值的DC或

AC電源輸出。

( 4 ) 否則可能會有導致觸電的危險。請使用符合以下各項內

容之DC電源裝置。

• 已實施符合 IEC/EN60950、EN50178 等相關規定之雙

重絕緣或強化絕緣處理之電源裝置，或是符合IEC/

EN61558規定之變壓器

• 符合UL508中所定義的等級(Level) 2電路或限制電壓電

源電路的輸出特性要求

( 5 ) 請依規定將正確的電壓施加於輸入端子。若施加錯誤的

電壓，將會使產品無法發揮既定的功能，會促使安全功

能減弱，或造成產品本身的損壞、燒毀等情形。

( 6 ) 請將安全輸入裝置分別連接至正確的安全輸入及致動輸

入，以確保安全功能。

( 7 ) 監控輸出及錯誤輸出並不屬於安全輸出的一種。因此請

勿將其做為安全輸出使用。否則可能會使G9SX-LM□及

其周邊裝置發生故障，或是對安全功能造成不良影響。此

外，請勿將邏輯連接輸出使用在G9SX-□之間邏輯連接

以外的用途。

( 8 ) 「負責人」請務必確認 G9SX-LM □的設置、檢測及保養

是否均已正確施行。所謂 「負責人」就是在機械設計/設

置/使用/保養/報廢等各階段，具有能夠確保安全的相關資

格、權限及責任的人員。

( 9 ) 請由充分瞭解G9SX-LM□的 「負責人」來進行設置作業

以及設置後的相關確認。

(10) 欲切換模式切換輸入時，必須由完全瞭解該設置機器的

「負責人」來執行。例如，模式切換開關必須使用附按鍵

的選擇開關，而且所採取的管理及使用機制上，不可讓

非特定的多數人進行操作。另外，請在裝置停止後再進

行切換。

(11) 請確實實施G9SX-LM□的日常檢查，以及每6個月一次的

檢查。否則系統有可能無法正常運作，而發生讓相關人

員遭受重大傷害的意外事故。

(12) 請勿分解、修理或改造本產品。否則將可能會讓產品喪

失原有之安全功能。

(13) 評估IEC/EN61508 SIL3、IEC/EN62061 SIL3、ISO13849-

1 PLd之相關規格時，必須以G9SX-LM□單體來進行評

估。EN954-1安全類別3則必須利用G9SX-LM□及指定的

近接感測器進行評估。

請選擇符合相關安全等級要求或是安全類別的規格產

品，來做為G9SX-LM□的安全功能相關之機器或零件使

用。如欲判斷該機器是否符合系統安全性或安全類別，則

需針對系統整體進行系統評價。關於系統安全性及是否

符合安全類別之判定必須向具有權限的第三者認證機構

等洽詢。

(14) 系統整體規格的符合與否應由客戶自行負責。

(15) 配線時請務必在電源切斷的狀態下進行，否則連接至本

裝置的外部裝置可能會在無預警的情況下開始動作。

(16) 安裝端子台時，請小心手指夾傷的意外。

(17) 請勿在有引燃性氣體、爆炸性氣體的環境中使用。

請根據一般運轉狀態下安裝至危險源最大回轉數的齒輪

齒數來選擇需要的近接感測器。

(參考以下公式)

　 R ÷ 60 x N < F

R：一般運轉狀態下危險源的最大回轉數(rpm)

N：齒輪的齒數(個)

F：近接感測器的回應頻率(Hz)

安全上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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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關於使用的方式

請勿讓本產品摔落，或是施加過大的震動衝擊。否則可

能會導致產品故障或發生誤動作。

( 2 ) 關於存放與設置的場所

請勿將本產品設置於下列場所，否則有可能會導致產品

故障或誤動作的發生。

1. 直接受到日光照射之處。

2. 環境溫度在-10 ~ +55℃ 範圍以外的場所。

3. 相對濕度超過25~85%RH的場所，因溫度劇烈變化而

容易結露的場所。

4. 具有腐蝕性氣體、可燃性氣體的場所。

5. 可能會對本體施加額定值以上之震動與衝擊的場所。

6. 有水分、油沫、藥品等飛沫散佈的場所。

7. 塵埃、鹽分、鐵屑較多的場所。

( 3 ) 關於安裝

依照G9SX的寬度不同，若使用過短的DIN軌道，則可能

會因震動而從DIN軌道上脫落。

請使用端版(PFP-M型，選購)來將G9SX固定在DIN軌道

上。

此外，請勿在海拔高度超過標高1,000m以上的場所使用。

( 4 ) 為了符合通風、配線以及輸出額定等要求，請確認安裝

場所是否符合以下所述內容。

1. G9SX-LM□的側面需與相鄰模組之間維持25mm以上

的距離

2. 模組上下部分需維持50mm以上的距離

( 5 ) 配線方式

1. G9SX-LM224-F10-□

• 配線專用的電線尺寸必須符合下列規格：

• 電線的剝線長度需小於7 mm。

• 使用絞線型的電線時，建議事先以附0.25 ~ 2.5 mm2

大小之絕緣外蓋的棒型端子施以終端處理後，再進

行接著作業。

2. G9SX-LM224-F10-RT (螺絲式端子台)

請依規定的扭力來鎖合端子螺絲，否則有可能會導致

本產品出現發熱等異常情形。

　端子螺絲鎖合扭力：0.5~0.6N•m

3. 邏輯連接的配線

模組間的邏輯連接配線時，必須使用2芯的橡膠絕緣電

纜線或隔離電纜線。

( 6 ) 關於與增設模組(G9SX-EX□-□)的連接

1. 請先拆下G9SX-LM□的終端接頭，並插入增設模組之

連接纜線接頭後，再進行連接。

2. 請將終端接頭插入由 G9SX-LM □所看到的最終端增

設模組中。

如果不連接增設模組時，請勿取下G9SX-LM□的終端

接頭。

3. 請勿在系統運作時將終端接頭取下。

4. 通電前請確認接頭部分是否已經鎖定。

5. 請在G9SX-LM□的電源啟動後10秒以內，將所有連接

的增設模組之電源啟動。

若增設模組的電源啟動時間超過10秒時，所連接的

G9SX-LM□將會檢測出增設模組的電源異常。

( 7 ) 模式切換開關必須使用接點組成為1a1b者。

( 8 ) 進行安全輸入、致動輸入、回饋/復歸輸入、邏輯連接輸

入輸出、模式切換輸入間的配線時，分別應小於100m。

( 9 ) 對近接感測器進行配線時，纜線長度必須小於100 m。

(10) 設定低速檢測頻率時，設定值不得危及安全控制系統的

安全性。

(11) 請使用規定的齒輪形狀，而且固定時必須避免讓近接感

測器在使用過程中脫落。

(請參閱第12頁「關於齒輪形狀與近接感測器的設置」之

相關說明。)

使用注意事項

單線(steel wire) 0.2~2.5mm2　 AWG24~12

絞線(flexible wire) 0.2~2.5mm2　 AWG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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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於模組之間的邏輯連接

1. 使用邏輯連接輸入時，請將接受輸入的G9SX-□之邏

輯連接輸入設定調整為 「有效」。

2. 使用邏輯連接輸入時，請將G9SX-LM□的邏輯連接輸

出正確配線，並且在運轉前進行動作確認。

3. 請充分考量邏輯連接時的應答時間延遲因素，並且在

不會危害安全控制系統安全性的情況下進行系統架

構。

(13) 決定與危險源之間的安全距離時，必須考慮下列時間所

造成的安全輸入延遲因素。

1. 安全輸入時的應答時間

2. 邏輯連接輸入時的應答時間(亦需考慮第3頁 「性能」

＊1. 所提到的注意事項)

(14) 使用控制系統時，在導入和該系統相關之所有 G9SX- □

的電源後，請靜待5秒鐘以上的時間，之後再進行操作。

(15) 為了避免因雜訊影響而產生的誤動作，請務必對電源的

A2端子施以接地處理。若和光柵共用電源時，請使用能

夠符合20ms瞬間停電要求的電源。或者，請在誘導負載

線圈的兩端連接突波吸收器，以防止雜訊的發生。

(16) 本產品屬於 「class A」(工業環境產品)。若將其用於住

宅環境中，有可能會妨礙無線電波之傳導。此時必須採

取適當的對策，以解決前述之電波干擾問題。

(17) 更換模組時，請務必在電源切斷的狀態下進行。連接至

本裝置的外部裝置有可能會發生非預期性的動作。

(18) 關於溶劑的附著

請勿讓商品沾附著到酒精、稀釋劑、三氯乙烷、汽油等

溶劑。否則可能導致標記消失或零件劣化。

關於安全類別(EN954-1)

G9SX-LM□可於歐洲規格EN954-1所要求之安全類別3的環境

下使用。但此一設定係以本公司所提供之電路範例為基準而制

定，有可能因客戶使用狀況的不同而出現變化。安全類別係以

安全控制系統整體來進行判斷，因此在使用前請務必詳加確

認。

安全類別3 (EN954-1)的符合要求

1. 請以2ch將訊號分別輸入至致動輸入(T11-T12、T21-T22)、

安全輸入(T61-T62、T71-T72)、回轉檢測輸入(D11-D12、

D21-D22)。

2. 請利用直接開路動作的開關將訊號輸入至安全輸入 (T61-

T62、T71-T72)。

使用限動開關時，至少需要一個以上的直接開路動作開關進

行輸入。

連接安全感測器時，請使用類型3 (Category 3)或類型4

(Category 4)感測器。

3. 致動輸入 (T11-T12、T21-T22) 請利用手握式開關等致動裝置來

進行輸入。

4. 請使用所指定的近接感測器來連接回轉檢測輸入(D11-D12、

D21-D22)。

5. 請將接觸器(contactor)連接器的b接點訊號輸入T31-T32之

間(手動復歸時)、或是T31-T33之間(自動復歸時)。(請參閱

第17頁的 「使用用途範例」)

6. 請務必將A2端子進行接地。

已通過認證的國外規格
G9SX-LM224-F10-□

•TÜV-SUD認證

EN954-1 Cat.3

IEC/EN61508 SIL3

IEC/EN62061 SIL3

ISO13849-1 PLd

EN1088

EN50178

IEC/EN60204-1

IEC/EN61000-6-2

IEC/EN61000-6-4

•UL認證

UL508

CAN/CSA C22.2 No.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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