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裝指示
光陣列 
產品型號 45MLA-F、45MLA-CTRL-100F 

介紹
此產品系列的光陣列用以可靠迅速測量物體，測量完成時，
測得的最高值將傳送到 PLC。圖 1 顯示一般應用。

圖 1 - ⼀般應⽤

控制器會透過所謂的交握通訊協定，以序列模式傳輸資料，
此通訊協定可藉由任何 PLC，透過兩個輸入和兩個輸出，輕

鬆進行資料傳輸，因此不需要 RS-232、RS-485、RS 422
介面，也不需要匯流排系統，儲存的高度測量傳送到 PLC
只需要 60…90 ms。

只傳輸最高中斷光束資訊，以確保高效率的傳送，之所以能
進行此類傳輸，是因為控制器內建測量值記憶體；在測量期
間之後，將傳送最高值，PLC 將決定測量的持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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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控制器 / 光陣列系統並非安全系統，禁
止用於對人員的保護。
只有完全遵守本操作手冊中提供的說明以及任
何參考文件，控制器/光陣列系統才能實現其功
能，安裝時，亦請參考有效法令與規定。
不遵守或部分遵守這些說明可能會導致系統提
早故障，安裝者或系統整合商對不合規的安裝
結果負全責。
本手冊是控制器/光陣列系統的⼀部分，必須在
整個生命週期都可以在其他任何機器文件中取
得本手冊，請確保所有負責系統組裝、安裝、
操作與維護的人員都可以使用本手冊。

重要資訊 請仔細遵守本手冊中提供的說明，不遵守這
些說明可能會造成客戶申訴與/或嚴重的回
撥，請⼀律將這些安裝說明保留在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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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陣列
圖 2 - 控制器和光陣列（發射器）

特殊功能
光陣列系統的絕佳特性包括：

• 通用交握介面

• 快速高度測量

• 壁掛安裝的拆卸式 DIN 軌道安裝托架

• IP54 控制器 （取決於安裝選項）

• 廣泛溫度範圍

• 通用

• 單機解決方案 （控制器不需要安裝於控制盤櫃）

• 快速軟體設定的光學介面

• 光陣列可達到各種間距

• 光陣列長度：n x 50 mm (1.97 in.)
• 可能的串聯系統

• 控制器上可調整的其他間距

• 精巧的光陣列外殼

• 特殊光學設計，可減少鏡映反光

• 窄孔徑可確實偵測小型物體

• 大操作範圍

• 構造牢固

• 光界面

• 達到 255 個光束

• 具有接頭終止的光陣列

• 光陣列中的整合式診斷系統指示燈

• 現代科技

應⽤

典型應⽤方式
光陣列系統特別適合下列應用：

• 輸送帶系統

• 存放系統

• 分類系統

• 油漆系統

一般應用區域包括：

• 木材測量 
• 品質管制

• 運輸系統

• 自動化存放系統

在不同的產業：

• 金屬加工

• 紙類加工

• 木材加工

• 紡織業

以及必須迅速準確測量距離和高度的各種情況。

應⽤限制
光陣列系統不適合爆炸性 (EX) 應用或放射性環境。

光陣列可在 -20…+55 °C (-4…+131 °F)（無凝結）之間的溫

度範圍內運作，對於控制器，允許 0…55 °C (32…131 °F) 之
間的範圍，任何安裝方向都能進行絕佳的可靠性操作。

如需專業的安裝與連線，請參考相關法令與規定，您也可以
向我們訓練有素的員工提出任何問題。

45MLA-F
光陣列

45MLA-CTRL-100F
控制器
2 洛克威爾自動化出版物 45MLA-IN004A-ZC-P - 2017 年 5 月



光陣列
設備規格

控制器
圖 3 顯示控制器的尺寸，外殼密封符合 IP54 (EN 60529)。

圖 3 - 控制器尺寸 [mm (in.)]

圖 4 顯示 DIN 軌道上的外殼，如有必要，可拆下 DIN 軌道

安裝托架。

圖 4 - 控制器在 DIN 軌道上的位置 [mm (in.)]

光陣列
控制器可連接下列類型的光陣列：

• 45MLA-F
• 45MLA-T

光陣列具有下列特殊屬性：

• 凸緣剖面 （請參閱 圖 6）
• 最低光束中間與剖面末端之間的距離為 7 mm (0.27 in.)。
• 剖面末端的前端鏡片一直保持運作。

在此安裝中，我們只討論光陣列的屬性，如需光陣列的詳細
資訊，請聯絡地區經銷商。

圖 5 - 光陣列外殼尺寸（發射器和接收器） [mm (in.)]

剖面凸緣有凹孔，可用來安裝盤頭墊片（請參閱 圖 6 和
圖 7）。

圖 6 - 光陣列（發射器和接收器） [mm (in.)] 的剖面

圖 7 - 安裝盤頭盤頭墊片

凸緣有另一個小孔（參照孔），將插銷插入這個額外的孔，
即可將光陣列固定於特定高度，下圖顯示安裝孔和參照孔的
位置。

45
(1.77)

130 (5.12)
160 (6.30)

31 

5 (0.20)

31 

176 (6.93)
188 (7.40)
200 (7.87)

80
 (3

.15
)

12
0 (

4.7
2)

12
8 (

5.0
4)

64
 (2

.52
)

電
纜
連
接
埠

64
 (2

.52
)

保護範圍
⻑度

螺絲 
M4

光柵

31 

標準剖面

凸緣剖面

連接電纜

最小彎曲半徑 = 35 mm (1.42 in.)

電纜夾
6 mm (0.24 in.)
白色(發射器)
藍色(接收器)

1.5 
(0.059)

15 (0.59)

18.5 
(0.73

500 
(19.68)

15
(0.59)

40 (1.57)

5.8 
(0.23)

17.5 (0.69)

3 (0.12)

33 (1.3)
15.5 (0.61)

28 (1.1)

4.8 
(0.19)

20
 (0

.79
)

22
.6 

(0
.89

)

L =

20
 (0

.79
)

發射器

17.5 
(0.69)

5.8 
(0.23)

接收器視圖 (上視圖)

3 (0.12)

120°

正面

20.8 (0.82)

15.8 
(0.62)

6.5 
(0.25)

7.1 (0.28)

11 
(0.43)

M5x12 DIN 7984

盤頭墊片 6.4 Form C，
DIN 6319

螺⺟ M5 DIN EN 24035

影像是接收器。
發射器是鏡像。
洛克威爾自動化出版物 45MLA-IN004A-ZC-P - 2017 年 5 月 3



光陣列
圖 8 - 安裝孔和參照孔 [mm (in.)] 的位置

如有必要，較長的系統可以多加安裝孔系統（如果在機械方
面可行），間距為 510 mm (20.08 in.)。

45MLA-CTRL-100F 光陣列系統提供下列間距：

• 10 mm (0.39 in.)
• 25 mm (0.98 in.)
• 37.5 mm (1.48 in.)

光陣列中的每個鏡片並不一定都在運作，換句話說，各種類型
的光陣列從外觀看來都一樣，但是其中包含不同的電子元件。

圖 9 - 光陣列系統上的標籤

連線和端子位置

控制器
圖 10 顯示控制器連接到 PLC 的圖解。

圖 10 - 控制器的連接圖解

如果多個控制器連接到一個 PLC，可使用 Select 纜線個別

選取各個控制器。

圖 11 - ⼀個 PLC 上多個控制器的連接圖解

在各個控制器上使用適當的選取輸入，高度測量程序即可
停止，隨即開始與控制器進行通訊（請參閱第 第 7 頁的介

面 節）。

圖 12 顯示電源供應器的端子、介面，以及發射器和接收器

連接，顯示的電位計在控制器中沒有作用。

重要資訊 內建於光陣列中的螺距會顯示在光陣列標
籤上 (請參閱圖 9)。

重要資訊 在操作控制器之前，設定 DIP 開關設定 (請參
閱第 6 頁的DIP 開關設定⼀節) 與所連接光陣
列的螺距很重要，任何錯誤的 DIP 開關設定
都可能導致錯誤的高度測量，此錯誤進而可
能導致對儲存系統的嚴重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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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陣列
圖 12 - 控制端子位置

接地控制器（接地）有時會減少系統的電磁相容性 (EMC)
干擾。

光陣列
只有 Rockwell Automation 供應的接頭才能將光陣列連接到

控制器，對於較長的系統，Rockwell Automation 供應 1 m
和 3 m（3.28 ft 和 9.84 ft）擴充電纜，發射器（白色標記）

和接收器（藍色標記）的電纜最長可達 10 m（32.8 ft) 的長

度，發射器和接收器元件的不同電纜長度不會對於此套系統
造成負面影響。

圖 13 顯示發射器（白色）和接收器（藍色）的 M12 連接。

圖 13 - 發射器（白色）和接收器（藍色）的 M12 連接

如果不慎反向連接，端子不會損壞任何電子元件，甚至控制
器啟動後，仍可連接光陣列，不過，在此情況下，控制器必
須再次啟動，才能確保傳送期間通訊順暢。

顯示元件
控制器和光陣列都有狀態指示燈元件。

控制器
圖 14 顯示狀態指示燈（D1 至 D7）在控制器上的位置。

圖 14 - 狀態指示燈（D1 至 D7）和跳線器（J1 和 J2）

光陣列
發射器和接收器光陣列有另外兩個指示燈在電纜輸入附近。

圖 15 - 發射器和接收器狀態指示燈 

重要資訊 光陣列與控制系統的設計，使您可以透過光
陣列支架（使用固定托架）或透過控制器
進行接地連線，如果系統同時在支架上並透
過控制器接地，您可能形成接地迴路，因
此，我們建議您⼀開始避免在控制器上進行
接地連線，如果支架未接地，則建議使用控
制器中的接地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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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燈 顏色 / 意義 顏色 / 意義

D1 綠色：光陣列未中斷
閃爍綠色：強度不足 熄滅：光陣列中斷

D2 紅色：光陣列中斷
閃爍紅色：高度測量失敗 熄滅：光陣列未中斷

D3 閃爍綠色：存在通訊 熄滅：無通訊

D4 閃爍綠色：存在通訊 熄滅：無通訊

D5 閃爍綠色：存在通訊 熄滅：無通訊

D6 閃爍綠色：存在通訊 熄滅：無通訊

D7 綠色：電源開啟 熄滅：電源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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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陣列
電纜輸入附近的兩個指示燈對應於控制器的 D1 和 D2 指示

燈，可指示下列狀況：

第診斷與解決方案節提供狀態指示燈所示特定問題的詳細資
訊。

跳線器設定
圖 14 也顯示兩個跳線器（J1 和 J2）和一個 DIP 開關，只有

部份版本的光陣列才有這些跳線器。

如果有這些跳線器，則跳線器（J1 和 J2）將定義控制器的輸

入邏輯（PNP 或 NPN）。

對於控制器的交握通訊，跳線器必須設定為 PNP 位置。

DIP 開關設定
圖 14 顯示有 8 個開關的 DIP 開關。

開關 1 至 4 可讓軟體增加光陣列的有效間距尺寸，如此的改

變表示測量間距可設定為硬體間距的任何倍數：10 mm
(0.39 in.)、25 mm (0.98 in.) 和 37.5 mm (1.48 in.)。

範例
25 mm (0.98 in.) 硬體間距的光陣列可連接到控制器，不

過，應用需要測量 75 mm (1.67 in.) 的間距，如果 DIP 開
關設定為 3 倍，則會每隔 3 個光束評估軟體，下列工具可用

來計算測量間距：

[測量間距] = 倍數 x [硬體間距]
光陣列標籤顯示硬體間距。

表 1 - 設定間距的 DIP 開關位置

DIP 開關 5 和 6 界定可略過的測量間距數（在有電纜的一

側），這些可讓您界定不影響系統輸出的「不相關」區域，
下表說明此套系統的功能。

1 在電纜輸入附近略過不予測量的間距數。

DIP 開關 7 和 8 目前沒有作用。

情況 綠色指示燈 紅色指示燈

光陣列未中斷 亮起 未亮起

光陣列中斷 未亮起 亮起

高度測量系統失敗 (請參閱診
斷與解決方案（第 10 頁） ) 未亮起 閃爍

強度不足 閃爍 未亮起

電源關閉或光陣列未連接 未亮起 未亮起

因素 開關 1 開關 2 開關 3 開關 4
1 關斷 關斷 關斷 關斷
2 導通 關斷 關斷 關斷
3 關斷 導通 關斷 關斷
4 導通 導通 關斷 關斷
5 關斷 關斷 導通 關斷
6 導通 關斷 導通 導通
7 關斷 導通 導通 關斷
8 導通 導通 導通 關斷
9 關斷 關斷 關斷 導通

10 導通 關斷 關斷 導通
11 關斷 導通 關斷 導通
12 導通 導通 關斷 導通
13 關斷 關斷 導通 導通
14 導通 關斷 導通 導通
15 關斷 導通 導通 導通
16 導通 導通 導通 導通

忽略的螺距 1 開關 5 開關 6
0 關斷 關斷

1 導通 關斷

2 關斷 導通

3 導通 導通

重要資訊 DIP 開關設定的變更只會在開啟電源後確認。

在第⼀次啟動控制器之前，確認 DIP 開關設定與
所連接光的硬體螺距值 （= 螺距⻑度）很重要。

錯誤的 DIP 開關設定可能導致錯誤的測量，進而
可能導致嚴重的連帶安裝損失
（請參閱第 11 頁的45MLA-CTRL-100F 光陣列系統 )。

秘訣 所連接光陣列的光束量必須大於或等於 [係數
+1] 值，此考量表示任何光陣列系統中至少必須
有兩個光束處於作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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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陣列
介面

通訊內容
對於各個光陣列掃描，控制器可決定最高中斷光束，並依據前
次光陣列掃描比較此值，如果最近一次掃描值高於前次掃描
值，則將此值儲存於記憶體中，Select 輸入往後將受到監控，

以便決定此值是否升高，如果升高，將傳送記憶體中儲存的
值，這個值代表最高中斷光束（而非最低光束）的數目。

圖 16 - 軟體程序流程圖

成功傳送後，將刪除記憶體中儲存的值，並立即進行另一次
測量，PLC 將決定通訊開始的時間（Select 訊號的瞬時設

定；最短 20 ms）。

高度測量持續時間並無限制，理論上，高度測量應該經過
數小時進行一次，而且測量完成後，會傳送整個期間的最
高測得值。

介面類型
控制器以序列模式傳送，並且以 6 位元或 9 位元代碼（8 位
元資料 + 1 個同位元）傳送結果，實際的位元數取決於連接

的光陣列中的光束數。

通訊會透過四線的交握程序進行：Select、Data、Ack 和

Ready。第 7 頁的圖 17 顯示交握通訊協定的相關流程圖解。

此通訊協定可藉由各個標準 PLC，透過兩個輸入和兩個輸

出，進行資料傳輸，通訊不需要RS-232、RS-485、RS 422
或其他匯流排系統。

圖 17 - 交握通訊協定的流程圖解

對於光束數目 ≥ 32 的光陣列， 交握通訊會以 9 位元序列進

行。在第 8 個位元後，會傳送 1 個同位元（同位元：

單數）。

圖 18 - 8 位元傳送的訊號序列範例
洛克威爾自動化出版物 45MLA-IN004A-ZC-P - 2017 年 5 月 7



光陣列
對於光束數目 ≤ 31 的光陣列， 通訊透過 6 位元序列進行。

在此情況下，傳送時未使用同位元。若要偵測 Data 纜線斷

裂，將以 32 個光束的補正（十六進位 20）傳送測量結果。

圖 19 - 6 位元傳送範例

傳送只包含最高中斷光束的資訊，未包含最低中斷光束的
資訊。

圖 17 和圖 18 提及的時間是以下列方式指定：

T1：PLC 套用 Select 訊號直到進行傳送為止的時間，PLC
Select 訊號可短暫套用於控制器（關於時間下限，請參

閱控制器表），如果 Select 訊號持續「升高」，將持續傳

送記憶體中儲存的值，PLC 和 Select 訊號的 T1 時間必

須大於最小值，才能執行一次通訊，T1 時間也必須小於

通訊持續時間的最大值。

T2：PLC 套用 Ack 訊號直到控制器 Ready 訊號 「降低」為

止的時間。

T3：套用 Data 訊號直到 Ready 訊號 「升高」為止的時間。

T4：PLC 的 Ack 訊號 「降低」直到控制器的「Ready」訊

號 「升高」為止的時間，此功能代表讀取最後一個位元
直到有新的資料位元可用為止的時間。

如果控制器與 PLC 進行通訊時，突然停止接收回應（t > 逾
時，請參閱「控制器」小節），控制器將終止通訊，控制器
會將目前的值儲存於記憶體，並持續進行其他高度測量，直
到接收下一個 PLC Select 訊號（第 7 頁的圖 16）為止。

關於輸入/輸出的詳細時間資訊和其他屬性，可在技術資

料：控制器小節中找到（請參閱第 11 頁）。

通訊持續時間
控制器和 PLC 會決定傳送記憶體中儲存的值所需的時間，

32 個光束以下（6 位元傳送）的光陣列一般值介於 30…60 ms
之間，對於 32 個光束以上的光陣列，通訊會以 8 位元 + 同位

元模式進行，此類情況的一般傳送時間介於 45…90 ms 之間。

提及的傳送時間是時間下限，如果控制器未在設定的時間內
（逾時）收到回應 (Ack)，將終止傳送，並等候下次傳送

（請參閱第 7 頁的圖 16 中的流程圖）。

測量速度
開發雷射陣列系列產品時，必須特別注意確認系統可高速測
量，由於掃描率會升高，因此可確實偵測小型物體的高度。

例如，有 30 個光束的光陣列能偵測直徑為 5 mm (0.2 in.) 的
物體，即使物體以 0.5 m/s 的速度通過光陣列，也能進行此

類偵測。

使用光束數 (N)、各光束的掃描速度 (tS) 和分析速度 (tA) 即
可概略算出測量速度 (T)： 

T = N x tS + tA

對於 tS 和 tA，可假定下列概略值：

tS = 65 μs/光束

tA = 230 μs

如需測量速度的詳細資訊，請洽詢最鄰近的銷售辦公室。

初始安裝的資訊

控制器
插入式端子座有助於連線程序快速便捷，此種類型的區塊可
讓您連接個別纜線。

圖 20 - 端子座的兩側

在控制器的初始安裝期間，必須採取下列預防措施： 

• 供電電壓必須是 +24V DC
• 如果有跳線器：控制跳線器設定

• 進行 DIP 開關設定

• 為了降低電磁干擾，請仔細確認連接電纜並未放置在
高功率電路電纜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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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陣列
指示燈
光陣列也有強度指示燈，如果發射器/接收器的電纜輸入旁

邊有其中一個綠燈亮起，而且控制器的綠色 D1 指示燈閃

爍，則強度已進入重大程度的區域。

在 45MLA-F 光陣列的初始利用期間，請採取下列預防措施：

• 請勿交換發射器電纜與接收器電纜

• Select 電纜長度不超過 10 m (32.8 ft)
• 請勿夾住或以工具壓迫電纜

• 請勿以工具壓迫光陣列 （扭曲或彎曲）

• 注意強度二極體，直到第一次 PLC 傳送為止

• 確定連接電纜未放置在高功率電路電纜旁邊

重要資訊 只有在沒有物件中斷光陣列時，才能執行強
度的估算，強度的估算只會在開啟電源與
PLC 中第⼀個 Select 訊號之間的間隔期間發
生。在偵測到第⼀個 Select 訊號之後，便不
會再對強度進行評估，在偵測第⼀個 Select
訊號之前的測量結果會保持儲存狀態，此情
況表示在開啟電源之後通訊的機器，只會顯
示立即偵測到的強度等級（如果光陣列未
中斷）。

注意事項： 若要將 ESD 損害降到最低，請將控制
器接地或分流，並使用靜態控制包裝與物料搬
運處理產品，透過接地、電離及使用具傳導性
與分散性的靜態控制材料進行消除與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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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陣列
診斷與解決方案

配件
下列更換配件可供使用：

問題 原因 解決方案

無法運作，控制器
中沒有作用中的指
示燈二極體

無供電電壓  檢查電源供應器

光陣列發射器或接
收器中沒有作用中
的指示燈 

未使用電纜連接至發射器
或接收器

檢查發射器或接收器的電纜連接
在必要時更換電纜

光陣列中的指示燈
⼀直為紅色，但光
陣列並未中斷

發射器與接收器之間
相差 180° 將發射器或接收器旋轉 180°

系統未充分對齊 修正對齊

鏡片受阻或髒污 清潔光徑

特殊的垂直升降（例如：
使用捲門） 當捲門關閉時，光陣列⼀律會中斷

元件有瑕疵
請先卸下光陣列發射器與接收器，然後將其針對彼此定位，如果發射器與接收器中的指
示燈保持紅色，則可排除未對齊問題，若為此情況，請更換發射器與接收器，必要時，
請更換電纜。

控制器有瑕疵 更換控制器。

指示燈 D2 閃爍紅色
（系統干擾）

發射器與/或接收器光陣列
未正確連接

發射器與接收器中的紅色指示燈是否也在閃爍？ 若為否，請測試光陣列連接，若為是，
則發射器與接收器光陣列可能已關閉。

發射器或接收器光陣列有
瑕疵 請先更換發射器光陣列，若問題仍存在，請更換接收器光陣列，必要時，請更換電纜。

控制器有瑕疵 更換控制器。

指示燈 D1 閃爍綠色
（強度）

發射器與接收器未良好
對齊 開啟控制器電源並修正對齊（請參閱「45MLA-F 指示燈二極體」⼀節）

傳送的值錯誤

DIP 開關設定與所需螺距不
對應 修正 DIP 開關設定（請參閱第 6 頁的DIP 開關設定）

光陣列螺距錯誤 將光陣列更換為正確螺距的光陣列

光陣列電纜⻑於 10 m 
(32.8 ft) 縮短纜線

接地不良或無接地 改善接地

控制器中的跳線器設定不
正確 修正跳線器設定（請參閱 第 6 頁的DIP 開關設定）

控制器有瑕疵 更換控制器。

未偵測物件

反射（光亮表面與光束
平行） 儘可能縮小光亮表面（例如：漆成黑色）

控制器有瑕疵 更換控制器。

控制器中的跳線器設定不
正確 修正跳線器設定（請參閱 第 11 頁的45MLA-CTRL-100F 控制器） 

介面佈線不正確 修正佈線

自發性故障切換

外部光源或其他光學
感測器 遮蔽或移除外部光源

接地不良或無接地 改善接地

接觸不良 更換電纜、控制器和/或光陣列

型號 說明

445L-AC8RJ
 M12/8 針腳…RJ45 連接電纜
1 = 1 m (3.28 ft)，2 = 2 m (6.56 ft)，3 = 3 m (9.84 ft)，
5 = 5 m (16.4 ft) 和 8 = 8 m (26.25 ft)

445L-AC8PC  M12/8 針腳…M12/8 針腳連接電纜
1 = 1 m (3.28 ft)， 3 = 3 m (9.84 ft)

45MLA-CTRL-100F  控制機組

注意事項： 光陣列與控制器系統的接地連線可
在光陣列或控制器中進行，請勿將陣列與控制
器同時接地，因為這樣會形成接地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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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陣列
技術資料

45MLA-CTRL-100F 控制器 45MLA-CTRL-100F 光陣列系統

⼀般資料

額定工作模式 連續

淨重 360 g (12.7 oz)

設備尺寸 200 x 126 x 48 mm (7.87 x 4.96 x 1.89 in.)

安裝位置 無限制

溫度範圍 操作：0…55 °C (32…131 °F)
存放 / 運送：-25…+70 °C (-13…+158 °F)

根據 EN 60529 的防護
等級

外殼：IP54
端子板：IP20

外殼材質 ABS (FR) UL94-V0

導體連接：
8 針腳端子板
（插入式）

配線截面： 
最⻑ 2.5 mm2 (0.10 in.2)
最短 0.08 mm2 (0.003 in.2)
纜線夾緊

快速安裝 DIN 軌道 35 m (114.83 ft) EN 50022 或安裝孔

介面傳送率 30…90 ms，取決於 PLC 的 Ack 訊號反應時間，以及光
陣列的光束數，

介面計時

逾時：約 1 s
估算（內部） 0.2…0.5 ms
T1：7.3 ms （最⻑）取決於光陣列光束數
T2：0.2 ms （最⻑）
T3：0.11 ms （最⻑）
T4：2.25 ms （最⻑）

認證 取得 CE 標章，符合所有適用指令

Interface 四線序列

重量與包裝

出貨包裝 250 x 165 x 165 mm (9.8 x 6.49 x 6.49 in.)

出貨重量 淨重 + 250 g (8.82 oz)

輸入 

Nominal voltage UN 24V DC (EN 60204-1)

有 5% 殘餘波動 0.85…1.15 UN

電流消耗 最大 100 mA （半導體輸出無負載）

內部保險絲 無

最大功耗 2.9 W @ 100 mA （在最大作業電壓下）

半導體輸出

端子 Data (861)，[Out1]；Ready (862)，[Out2]

類型 PNP / NPN （防短路，推挽式）

電壓 額定電壓 UN

電流消耗 各個 PNP：最大：200 mA (24V)；各個 NPN：100 mA (24V)

邏輯 0V 「低」 — +24V DC 「高」

半導體輸入

端子 Select (864)，[In1]；Ack (863)，[In2]

類型 PNP 或 NPN 取決於跳線器 J1 和 J2 （防短路）

切換層級低 PNP：0…7V DC；NPN：21…24V DC

切換層級高 PNP：18…24V DC；NPN：0…20V DC

電流消耗 PNP：6 mA (24V)；NPN：6 mA (0V) @24 V

輸入 最小電流 3 mA

⼀般資料

重量 取決於系統⻑度和電纜⻑度

安裝 凸緣剖面，有兩個（各邊）下凹安裝孔，適合使用
盤頭墊片的 M5 螺絲

光陣列橫截面
無凸緣：
寬度：16 mm (0.63 in.) ± 0.3 mm (0.012 in.)
深度：20.8 mm (0.82 in.) ± 0.3 mm (0.012 in.)
有凸緣：請參閱 第 3 頁的圖 6

外殼材質 鋁製

外殼表面 粉末塗層（RAL 3002 紅）

光陣列⻑度 
（僅鋁合金支架）

最⻑ 1，400 mm (55.12 in.) (± 0.2 mm [0.008 in.])
最短 50 mm (1.97 in.)(± 0.2 mm [0.008 in.])

模組⻑度 50 mm (1.97 in.)

光束量 最⻑ 255

防護等級 IP50

接頭類型 M12 8 針腳

最⻑電纜⻑度 發射器：10 m (32.8 ft)
接收器：10 m (32.8 ft)

溫度範圍 操作：- 20…+ 60 °C (-4…+140 °F) 無凝結
存放：- 20…+ 60 °C (-4…+140 °F)

濕度 15…95% 無凝結

間距 10、25、37.5 mm (0.39、0.98、1.48 in.) 或透過軟體設定
為多種（DIP 開關）

第⼀個使用中光束中間
與剖面末端的最短距離

7 mm (0.27 in.) (± 0.1 mm [0.0039 in.])

窗口材質 聚碳酸酯

孔徑規格
37.5 mm (1.48 in.) 螺距：8 x 3.1 mm (0.31 x 0.12 in.) (h x b)
25 mm (0.98 in.) 螺距：8 x 3.1 mm (0.31 x 0.12 in.)
10 mm (0.39 in.) 螺距：8 x 2.8 mm (0.31 x 0.11 in.)

發射器 / 接收器光學角
度 約 ± 2.5° 3 m (9.8 ft) 以上

外部光源抑制 達到 50，000 Lux

操作範圍（發射器到
接收器分離）

最小 0 mm
最大 4，000 mm (157.48 in.)

其他資料 不含矽氧樹脂；可串聯系統

連接電纜⻑度 1、2、3、5 和 8 m （3.28、6.56、9.8、16.4 和 26.25 ft）

擴充電纜⻑度 1 m 和 3 m （3.28 ft 和 9.8 ft）

注意事項： 這些裝置只能用於物體辨識，無法
發揮保護作用（存取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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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在其網站上保有所有現行產品的環境資訊：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rockwellautomation/about-us/sustainability-ethics/product-environmental-compliance.page。

Rockwell Automation 技術支援
請利用以下資源取得支援資訊。

說明文件意見回饋
您的意見將有助我們提供更佳的服務，滿足您對說明文件的需求。 如果您有任何關於改善本文件的建議，請填寫 
http://literature.rockwellautomation.com/idc/groups/literature/documents/du/ra-du002_-en-e.pdf 上提供的「如何改善」

表格。

技術支援中心 知識庫文章、教學影片、常見問題、聊
天、使用者論壇以及產品通知更新。

https://rockwellautomation.custhelp.com/ 

本地技術支援電話號碼 找到您所在國家的電話號碼。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support/get-support-
now.page 

直撥電話代碼 搜尋產品之直撥電話代碼。 透過代碼直
接轉接到技術支援工程師。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support/direct-dial.page 

文獻資料庫 提供安裝說明、手冊、宣傳手冊及技術
資料。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literature-library/
overview.page 

產品相容性和下載中心 (PCDC) 取得產品互動說明、確認產品功能及搜
尋相關韌體。

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global/support/pcdc.page 
Allen-Bradley、Rockwell Automation 及 Rockwell Software 是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的商標。

凡不屬於 Rockwell Automation 之商標均為其所屬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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