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单设定

   实现高级的运动控制

MELSEC iQ-F系列 
简单运动模块 FX5-40SSC-S

FX5-80SSC-S NEW



三菱电机集结了优秀的人才，打造先进的技

术，因为我们深知技术正是改善我们生活的推

动力。为了人们更舒适美好的生活、更高效的

商务活动及社会的发展，我们融合技术与创

新，向变革持续挑战，创造高品质的产品。

三菱电机的业务范围涵盖了各个领域。

能源、电力设备

从发电机到大型显示器的多样化电机产品

电子元器件

应用于电力设备、电子产品等领域的尖端的半导体元器件

家电

空调、家庭娱乐系统等高信赖性的家电产品

信息通讯系统

适用于商务和个人的装置、机器、系统

工业自动化产品

基于e-F@ctory先进制造理念，以前沿的技术和丰富的控制、驱动、配电和加工机产品，提供节

能增效综合解决方案

Global Player

GLOBAL IMPACT OF
MITSUBISHI ELECTRIC

三菱电机秉承“Changes for the Better”的企业经营理念，一如既往地打造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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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因为我们深知技术正是改善我们生活的推

动力。为了人们更舒适美好的生活、更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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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e-F@ctory先进制造理念，以前沿的技术和丰富的控制、驱动、配电和加工机产品，提供节

能增效综合解决方案

Global 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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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电机秉承“Changes for the Better”的企业经营理念，一如既往地打造更美好的明天。

走向领先一步的产品制造



MELSERVO-JE系列
伺服放大器

内置Ethernet端口

内置RS-485端口(附带MODBUS®功能)

内置SD储存卡插槽

简单运动模块
FX5-40SSC-S :最多4轴

FX5-80SSC-S :最多8轴

高速系统总线(约加快150倍)
与FX3U相比较

NEW

与驱动设备之间的连接，实现先进的运动控制

简单运动模块— —————————————————

三菱电机的微型可编程控制器MELSEC-F系列是以提升基本性能，

与驱动设备的连接，改善编程环境为概念，作为MELSEC iQ-F 系列崭新面市。

从独立使用到包含网络的系统提案，强力支持客户“走向领先一步的产品制造”的理念。

走向领先一步的产品制造

FX5-40SSC-S

FX5-80SSC-S NEW

有利于小型装置的高性能化， 
同步・凸轮控制

简单运动模块具备食品设备及包装机等所必要的同步控制

和凸轮控制，组合高性能伺服放大器，有利于装置的小型化

和高性能化。另外通过充实的工程环境，能够简单的构筑所

想要的装置。

通过集中管理来缩短启动时间， 
SSCNETⅢ/H

通过在简单运动模块中对多个伺服放大器的参数进行统一

管理来缩短启动时间。根据实时通信在监视器中显示伺服放

大器的消耗电量和累计功耗等运行情况。有利于减少维修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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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通过简单运动模块所延展的多轴、高性能化的选择

 h旋切设备

通过同步控制、凸轮控制、色标检测功能

的使用，实现高速运作和高精度切断。凸

轮自动生成功能能够简单的生成旋切设

备轴的凸轮数据，减少设计工数。

定位

控制
高级

同步

色标

检测
凸轮自动

生成

 h包装机

通过同步控制，凸轮控制的使用，实现各

工程的同步，进行食品等的包装。根据搬

运辊轴与封条以及切割轴的同步控制，

提高加工精度，实现高品质的成品。

功能UP

输出轴最多可连接8轴，可简单的追加带

型传送带等的外围装置。

凸轮
控制

定位

控制
高级

同步

 h搬运装置 

通过直线插补、2轴圆弧插补及连续轨迹

控制的使用，简单的实现工件的搬运。

S字加减速功能能够流畅的描绘轨迹，使

装置的摇晃控制在最小范围。

直线
插补

圆弧
插补

轨迹
控制

S字
加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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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小型机身浓缩先进的运动控制

 h基本的定位控制— ————————————————————————
定位

控制

通过顺控程序启动点位表方式的定位数

据，可以简单的进行定位控制。直线插

补、2轴圆弧插补、定距进给及连续轨迹

等丰富的控制功能，能够对应各种用途。

定位数据

轴1 轴2 轴3 轴4

No.

1

2

运行方式

1:连续

＜定位注释＞

0:完成

＜定位注释＞

01h :ABS直线1

01h :ABS直线1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200000.0 μm

－200000.0 μm

20000.00 mm/min

10000.00 mm/min

指令速度控制方式 加速时间No. 减速时间No. 定位地址

CPU模块 简单运动模块

顺控程序

●凸轮自动生成 

自动生成旋切设备用的凸轮数据。

只需要在GOT画面指定的软元件中输

入纸张长度、同步宽度、凸轮分辨率等

即可生成最合适的凸轮数据。 

凸轮数据

由客户制作的GOT画面

纸张长度等

的参数设定

旋切设备

纸张同步宽度

同步轴长

(同步轴的圆周)

纸张长度

纸张
同步宽度

纸张推送

凸轮轴(同步轴)速度

纸张推送速度

行
程
比

 h同步・凸轮控制———————————————————————
高级

同步  
凸轮自动

生成

●高级同步控制  

齿轮、轴、离合器、变速器、凸轮等设备

结构通过在软件中替换来控制。

只需要在MELSOFT GX Works3中设定

参数，即可简单的实现同步控制。同步

控制的输出轴即为凸轮的动作。 

指令生成轴

【什么是指令生成轴】 

指令生成轴是只生成指令的轴。与连接在伺服放大器上的轴相独立，可单独进行控

制。(未算作控制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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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色标检测功能— —————————————————————————
色标

检测

根据在高速移动的包装纸的登记标志上

进行传感器输入，可以获取伺服电机的

实际位置。通过登记标志输入时对刀片

轴位置的补偿，可以实现包装纸在一定

的位置上进行切割。

<登记标志检测时的位置补偿>

登记标志
色标传感器ON

hh支持伺服高速同步网络SSCNETⅢ/Hh— ————————————

●通信速度提升3倍

数据传输相比原来提升3倍的双向150Mbps(相当于单相300Mbps)的高

速化。实现系统的高响应化、多轴化、省配线化，有利于装置的高性能化。

MR-JE-B MR-JE-B MR-JE-B 

指令

反馈

●通过同步通信实现装置的高性能化h

SSCNETⅢ/H可以完全同步通信。实现高精度同步所

必要的印刷机，食品设备，加工机等装置的高性能

化。

第1轴放大器

第2轴放大器

第3轴放大器

获取位置指令

SSCNETⅢ/H指令(同步)

●连接各种各样的驱动设备h 功能UP h

不仅可以连接旋转型伺服电机，还可以连接线性伺服电机、直驱电机、变频器FR-A800系列、合作品牌的设备等。

MR-J4-B-RJ

旋转型
伺服电机

线性
伺服电机

直驱电机

MR-JE-B
MR-J4-B MR-J4W2-B

串行ABS
同步编码器
Q171ENC-W8

变频器
FR-A800※1

三菱电机伺服系统合作产品※1

※1：请使用和简单运动模块相对应版本的合作产品及变频器FR-A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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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选择」的简单编程。

从顺控程序、简单运动模块的参数、定位数据及凸轮数据的制作到启动、

调试、维护的技术支持。

 h开发过程整体做到便于使用和效率化的并存。
●选择模块进行系统设计

只需要配合装置进行必要的拖和放，即可简单的进

行系统设计。

●只需要参数设定的同步控制

以设备结构为印象，从同步参数画面中进行参数设

定，从而实现同步控制。

●轻松实现伺服启动和调整

伺服放大器的设定和调整，无需替换电缆即可简单

操作。

●在模块FB中进行简单的编程

模块FB在编辑器中进行拖和放，即可简单的制作顺

控程序的电路。

系统设计 编程 启动 维修

选择
FX5-40SSC-S

拖&放

调整

【模块结构图】

【一键式调整】

【顺控程序】

MR-JE-B

拖&放

参数设定

【同步参数】 同步控制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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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基本性能和易用性

保持高性能的前提下提升易用性。

可靠的基本性能和先进的伺服增益调整进一步提高设备性能。

 h  可靠的基本性能
通过可靠的的基本性能，大幅度的改善调整时间。与简单运

动模块的组合，有利于装置的高节奏化。

• 实现速度频率响应2.0kHz。

• 具备131072pulses/rev的高分辨率编码器。

• 大幅度减少伺服电机的通电转矩脉动。

• 可以简单的构筑绝对位置检测系统。

• 支持标准的海外规格(欧洲EC指令等)

 h  一键式的伺服增益调整
独特的高级一键式自动调整功能，实现一键式的伺服增益调

整。通过简单的运用先进的振动控制功能，最大限度的发挥

装置的性能。

: 指令

: 实际的运作

Before After

一键式调整

设备的运作不稳定！！

运作的时机太慢！！

时间

准确!
高速定位

转
速

时间

转
速

时间

转
速

调整
时间

调整
时间

 h  问题的早期解决 
大容量驱动记录器

报警发生前后的伺服数据保存在伺服放大器的非易失性储

存器中，可以迅速调查报警发生时的详细情况，实现问题的

早期解决。

报警发生
前后的保存

非易失性
储存器

发生报警

早期解决

在储存器中时常保存一定
时间内的数据

 h  通过瞬停ToughDrive功能的使用 
瞬时停电也能够安心运转

检测到瞬时停电时，伺服放大器的主电路电容器使用充电电

源，以此回避报警的发生。即使在供给电源不稳定的地方也

能够提高运转率。

瞬时停电

ON

OFF
供给电源

伺服电机
速度

恢复电源

发生欠
电压

ToughDrive有效

ToughDrive无效

瞬时停电也能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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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构成

Ethernet

简单运动模块CPU模块

GOT

可以连接1台手动脉冲器

或增量同步编码器

外部指令信号（4点）※1

紧急停止输入（DC24V）

工程环境

可编程控制器工程软件

MELSOFT GX Works3

＜经由CPU的外部指令信号＞※1

FLS, RLS, DOG, 停止信号

变频器
FR-A800※2

MR-J4-B-RJ

串行ABS
同步编码器

Q171ENC-W8

旋转型伺服
电机

直驱电机

＜伺服放大器的外部输入信号＞※1

FLS, RLS, DOG

直驱电机

MR-J4W2-B
MR-JE-B
MR-J4-B

线性
伺服电机

三菱电机伺服系统合作产品※2

※1：外部输入信号(FLS, RLS, DOG, 停止信号)的输入源根据参数进行切换。

※2：请使用和简单运动模块相对应版本的合作产品及变频器FR-A800。

端子台类型

●CPU模块

• 通信适配器
（RS-232C通信、RS-485通信）

●扩展适配器

• 输入输出模块
• 智能功能模块
（简单运动模块、网络模块以外）

●增设模块

连接器类型

• 连接器变换模块
• 总线变换模块
• 增设电源模块

• 模拟输入输出适配器

扩展适配器
(最多6台)

CPU模块 增设模块
（最多16台）

MELSEC iQ-F 系列产品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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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规格

项　　　目
规　　　格

FX5-40SSC-S FX5-80SSC-S

最多控制轴数 4轴 8轴

运算周期(运算周期设定)[ms] 0.888、1.777

插补功能 直线插补(最多4轴)，2轴圆弧插补

控制方式 定位控制，轨迹控制(直线，圆弧都可以设定)，速度控制，速度和转矩控制，推压控制

加减速处理 梯形加减速，S字加减速

补偿功能 电子齿轮，间隙，近旁通过

同步控制
输入轴 伺服输入轴，同步编码轴，指令生成轴

输出轴 凸轮轴

凸轮控制

凸轮登记数※1 最多64个 最多128个

凸轮数据格式 行程比数据格式，坐标数据格式

凸轮自动生成 旋切设备用凸轮自动生成

控制单位 mm, inch, degree, pulse

定位数据数 600个数据(定位数据No.1～600)／轴

备份 参数，定位数据，块启动数据可以通过快闪ROM保存(无需电池)

原点复位

原点复位方式 近点狗式，计数式1，计数式2，数据设置式，基准点信号检测式，驱动器原点复位式※2

高速原点复位 有

辅助功能 原点复位重试，原点移位

定位控制

直线控制
直线插补(最多4轴)※3

(合成速度，基准轴速度)

定距进给 定距进给控制(最多4轴)

2轴圆弧插补 辅助点指定，中心点指定

速度控制 速度控制(最多4轴)

速度位置切换 INC模式，ABS模式

位置速度切换 INC模式

当前值更改 定位数据指定，当前值更改用启动编号指定

NOP指令 有

JUMP指令 有条件，无条件

LOOP, LEND 有

高级定位 块启动，条件启动，等待启动，同时启动，重复启动

手动控制

JOG运行 有

微动运行 有

手动脉冲器 可以连接1台(增量式)，单位倍数(1～10000倍)

其他控制 速度・转矩 不含位置环的速度控制，转矩控制，推压控制

绝对位置系统 可对应在伺服放大器上安装电池

同步编码器接口 最多4CH(内置接口，经由CPU接口，经由伺服放大器接口的合计)

内置接口 1CH(增量式)

控制限制功能

速度限制 速度限制值，JOG速度限制值

转矩限制 转矩限制值同一指定，转矩限制值个别指定

紧急停止 具有有效／无效的切换功能

软件行程限位 进给当前值的可动范围检测，进给机械值的可动范围检测

硬件行程限位 有

控制内容更改功能

速度更改 有

超驰功能 1～300％

加减速时间更改 有

转矩更改 有

目标位置更改 目标位置的地址，向目标位置的移动速度可以变更

其他功能

Ｍ代码输出 有

步进功能 减速单位步进，数据No.单位步

跳过功能 经由可编程控制器CPU，经由外部指令信号

示教功能 有

参数初始化功能 有

外部输入信号设置功能 经由CPU，经由伺服放大器

无放大器运行功能 有

色标检测功能 常时模式，指定次数模式，缓存模式

色标检测信号 最多4点

色标检测设置 16设定

任意数据监视功能 4点／轴

驱动器之间通信功能 有

SSCNET通信的断开／重新连接功能 有

数字示波功能※4
位数据 16CH

字数据 16CH

※1：凸轮登记数根据储存容量、凸轮分辨率、坐标数而发生变化。
※2：使用设定在驱动(伺服放大器)中的原点复位方式。
※3：4轴直线插补控制只有基准轴速度有效。
※4：至字8CH，位8CH的数据可以用实时波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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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规　　　格

FX5-40SSC-S FX5-80SSC-S

控制轴数 最多4轴 最多8轴

伺服放大器连接方式 SSCNETⅢ/H

总延长距离(最长)[m] 400 800

站间距离(最长)[m] 100

外围装置接口 经由CPU模块(Ethernet)

手动脉冲器运行功能 可以使用1台手动脉冲发生器

同步编码器运行功能
可以使用4台同步编码器

(内置接口、经由CPU接口、经由伺服放大器接口的合计)

输入信号(DI)

输入点数 4点

输入方式 正公共端／负公共端通用(光耦绝缘)

额定输入电压／电流 DC24V／约5mA

使用电压范围 DC19.2～26.4V(DC24V ＋10％／－20％, 脉动率5% 以内)

ON电压／电流 DC17.5V 以上／3.5mA 以上

OFF电压／电流 DC7V 以下／1.0mA 以下

输入电阻 约6.8kΩ

响应时间 1ms 以下(OFF→ON, ON→OFF)

推荐电线尺寸 AWG24(0.2mm2)

紧急停止输入
信号(EMI)

输入点数 1点

输入方式 正公共端／负公共端通用(光耦绝缘)

额定输入电压／电流 DC24V／约5mA

使用电压范围 DC19.2～26.4V(DC24V　＋10％／－20％, 脉动率5％ 以内)

ON电压／电流 DC17.5V 以上／3.5mA 以上

OFF电压／电流 DC7V 以下／1.0mA 以下

输入电阻 约6.8kΩ

响应时间 4ms 以下(OFF→ON, ON→OFF)

推荐电线尺寸 AWG24(0.2mm2)

信号输入类型 A相／B相(4倍频／2倍频／1倍频), PULSE／SIGN

手动脉冲器／
增量同步编码
器信号

差动输出
类型
(相当于
26LS31)

输入脉冲频率 最大1Mpulse/s(4倍频后，最大4Mpulse/s)

脉冲宽度 1μs 以上

上升／下降时间 0.25μs 以下

位相差 0.25μs 以上

额定输入电压 DC5.5V 以下

高电压／低电压 DC2.0 ～ 5.25V／DC0～0.8V

差动电压 ±0.2V

电缆长度 最大30m

电压输出
／集电极
开路类型
(DC5V)

输入脉冲频率 最大200kpulse/s(4倍频后，最大800kpulse/s)

脉冲宽度 5μs 以上

上升／下降时间 1.2μs 以下

位相差 1.2μs 以上

额定输入电压 DC5.5V 以下

高电压／低电压 DC3.0～5.25V／2mA 以下， DC0～1.0V／5mA 以上

电缆长度 最大10m

DC24V内部消耗电流[A] 0.25A

质量[kg] 0.30

外形尺寸[mm] 90.0(H)×50.0(W)×83.0(D)

适用CPU
可编程控制器 FX5U, FX5UC

模块规格

外形图

简单运动模块

FX5-40SSC-S FX5-80SSC-S

5083 0.8

DIN导轨中心

45
（

45
）

90
4 DIN导轨中心

500.883

45
（

45
）

90
4

[单位：mm][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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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构成

介绍品

工程环境

简单运动专用设备
品　　　名 型　　　号 规　　　格 适用规格

简单运动模块
FX5-40SSC-S 最多4轴 CE, UL, KC

FX5-80SSC-S 最多8轴 CE, UL, KC

内置I/F连接器组件 LD77MHIOCON INC同步编码器／色标检测信号I/F连接用连接器组件 －

SSCNETⅢ电缆

MR-J3BUS_M
・ 简单运动模块⇔伺服放大器
・ 伺服放大器⇔伺服放大器

柜内用标准线 0.15m, 0.3m, 0.5m, 1m, 3m －

MR-J3BUS_M-A 柜外用标准电缆 5m, 10m, 20m －

MR-J3BUS_M-B 长距离电缆 30m, 40m, 50m －

手动脉冲发生器 MR-HDP01
1次旋转的脉冲数：25pulse/rev(4倍频后100pulse/rev)
允许转速 200r/min(一般旋转时)

－

对应伺服放大器
放大器型号  内　　　容

MR-JE-B 支持SSCNETⅢ/Ｈ伺服放大器额定输出：0.1～3kW

MR-J4-B(-RJ) 支持SSCNETⅢ/Ｈ伺服放大器额定输出：0.1～55kW

MR-J4W2-B 支持SSCNETⅢ/Ｈ2轴一体伺服放大器额定输出：0.2～1kW

MR-J4W3-B 支持SSCNETⅢ/Ｈ3轴一体伺服放大器额定输出：0.2～0.4kW

工程软件一览
品　　　名 型　　　号 内　　　容

MELSOFT GX Works3 SW1DND-GXW3-C 顺控程序的制作、简单运动模块的设定 DVD-ROM版

MELSOFT iQ Works SW2DND-IQWK-C

FA 工程软件※1

・ 系统管理软件［MELSOFT Navigator］
・ 可编程控制器工程软件［MELSOFT GX Works3］
・ 运动控制器工程软件［MELSOFT MT Works2］
・ 显示器画面制作软件［MELSOFT GT Works3］
・ 机器人编程软件［MELSOFT RT ToolBox2 mini］
・ 变频器安装软件［MELSOFT FR Configurator2］

DVD-ROM版

※1 : 各软件的对应机种，请参照各产品的产品手册。

运作环境
项　　　目 内　　　容

OS

Microsoft® Windows® 10 (Home, Pro, Enterprise, Education) (64bit/32bit)
Microsoft® Windows® 8.1 (64bit/32bit), Microsoft® Windows® 8.1 (Enterprise, Pro) (64bit/32bit)
Microsoft® Windows® 8 (64bit/32bit), Microsoft® Windows® 8 (Enterprise, Pro) (64bit/32bit)
Microsoft® Windows® 7 (Enterprise, Ultimate, Professional, Home Premium, Starter) (64bit/32bit)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Enterprise, Ultimate, Business, Home Premium, Home Basic) (32bit)
Microsoft® Windows® XP Service Pack3以上 (Professional, Home Edition) (32bit)

CPU 推荐英特尔® Core™ 2Duo处理器2GHz以上

必要的储存卡
推荐1GB以上(32位版)
推荐2GB以上(64位版)

硬盘容量 MELSOFT GX Works3 安装时：HDD的容量要在5GB以上

磁盘驱动 支持DVD-ROM磁盘驱动

显示器 分辨率 1024×768点以上

１次旋转的脉冲数:25pulse/rev（4倍频后100pulse/rev）
允许转速200r/min（一般旋转时）UFO-M2-0025-2Z1-B00E

品　　　名 型　　　号

NEMICON CORPORATION

商　　　家内　　　容

本公司实施运作确认的手动脉冲发生器。详细请咨询各商家品牌。

手动脉冲发生器

手动脉冲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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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领先一步的产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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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领先一步的产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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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SEC iQ-F系列

简单运动模块 FX5-40SSC-S／FX5-80S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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