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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阅读方法
以下介绍本指南中使用的符号及其内容。

关于术语
本指南中将 FB 等用以下的总称 · 略称表示。

符号 内容 示例

记载了需要预先了解的内容。
通过选择菜单 [ 显示 ] → [ 注释表示 ]( 键 + 

键 )，可以对注释的显示 /隐藏进行切换。

记载了执行作业时必须注意
的事项。

卸下模块时，必须断开电源后再实施操作。

画面的按钮 按钮

［　］
菜单栏的菜单名

([ ] → [ ] 表示下拉菜单 )
菜单 [Project( 工程 )] → [New...( 新建工程 )]

键盘的按键 键

（　）
对应于下拉菜单的其它步骤

(图标及键盘的按键 )
菜单 [ 转换 ] → [ 全部转换 ]　（ ）

总称／略称 内容

FB 功能块 (Function Block) 的略称。

FB 库

是 GX Works3 中可使用的 FB 部件集。GX Works3 中备有对各模块的处理进行了部件化
（FB）的 “模块 FB”。

在 MELSOFT Library 中，公开了各种模块、合作商设备的样本库。可以访问三菱电机
自动化 （中国）有限公司 FA 官网，使用 MELSOFT Library。

GX Works3
是可以进行从系统设计到维护的工程软件。

产品型号 SWnDNC-GXW3 的产品名总称。（n= 版本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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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手册
本指南将对 FB 的基本导入步骤进行介绍说明。

请根据需要参阅以下所示的手册。

手册可通过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FA 官网下载。

手册名称 手册编号 内容

GX Works3 操作手册 SH-081271CHN
介绍了 GX Works3 的系统构成和参数设置、在线功
能的操作方法等 GX Works3 的功能有关内容。

MITSUBISHI ELECTRIC FA 
Library

BCN-P5999-0053C
介绍了可以方便地利用可编程控制器相关模块和显
示器以及与之相连接的各种软元件设备的部件集
（MELSOFT Library）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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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指南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介绍了初次使用 FB （功能块）时的基本导入步骤。

通过该手册可简单地理解 FB 的使用方法。

本指南将对 FB 库的使用方法、FB 的创建方法，以简单实例进行介绍说明。

对实际系统进行设计 / 应用时，请阅读所使用的 CPU 模块及所使用模块的手册，在注意安全的前提

下使用。

快速入门指南

FB是什么?

如何使用?

如何创建?

·介绍了FB的概要有关内容。 

·介绍了使用FB库之前的必要准备有关内容。 

·介绍了实际使用FB库，简便地创建顺控程序的步骤。

·举例说明了用户创建FB时的步骤有关内容。 

·介绍了使用FB的好处及FB的特点。

可编程控制器工程软件

MELSOFT GX Works3

FB快速入门指南
指南阅读方法

关于术语

关联手册

前言

关于FB

使用FB库

创建FB

让我们开始FB吧！

“简单”“易读”“减少工时”

关于 FB　P.4 ～

使用 FB 库　P.11 ～

创建 FB　P.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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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FB
FB 是功能块的略称，是将顺控程序内反复使用的梯形图块部件化，以便能在顺控程序中引用的功能

块。

由此，在提高了程序开发效率的同时，还可减少程序错误，提高程序质量。

顺控程序

部件化是指？

将顺控程序部件化究竟是指什么？

下面通过以下简单的程序来演示部件化的流程。

例 ) 输入信号 (X1)12 次 ON 时，输出信号 (Y12) 变为 ON 的程序

部件化 FB

输入

输入标签 输出标签

输出

X1

X1

（ Y12 ）

［＞＝ D1  K12］ （ Y12 ）

［ INCP D1 ］

内部软元件

输入
标签

i_Count

Count_Num1

i_Count o_C_UP

Count_Num1

i_Count o_C_UP

创建输入输出梯形图(设置参数)

输出
标签

o_c_up

i_Count

［ ＞＝ m_Cnt  K12 ］ （ o_C_UP ）

［ INCP  m_Cnt ］

内部标签

计数处理1

①部件化的程序

③置为FB

②输入输出分开。此外，
  将内部软元件替换为内部标签。

④将FB粘贴到程序中

输入标签 输出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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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FB 的好处

以下介绍使用 FB 创建程序时的好处。

■ 编程简单！

只需粘贴 FB 便可简便地创建顺控程序。由此，可以大幅度地减少程序开发工时。(如果使用三菱电

机提供的 FB 库，编程将更为简单。)

■ 容易阅读！

通过将 FB 用于顺控程序，变为仅由 “ 箱 ”(FB) 及输入、输出构成的简单程序，成为容易阅读的顺

控程序。

只需从部件选择窗口中选择FB后通过鼠
标拖放进行粘贴
只需从部件选择窗口中选择FB后通过鼠
标拖放进行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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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利用！

通过将标准程序部件化，可以任意次地重复利用程序。

因此，如上所示，通过对顺控程序进行复制，不需要对软元件进行修改操作。

■ 质量提高！

通过将标准程序创建为 FB 实现部件化后重复利用，可以不依存于程序开发者的技术水平而开发出质

量均一的程序。

虽然开发者 A 与开发者 B 开发不同装置的顺控程序，由于通用处理使用相同的 FB，因此可以创建相

同质量的顺控程序。

部件化

启动控制用
FB

启动控制用
FB

启动控制用
FB

启动控制用
FB

公共
FB

个别处理B个别处理B

个别处理A个别处理A

公共FB公共FB

公共FB公共FB

开发者A

开发者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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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保护！

通过设置块口令，保护创建的 FB 程序，设置为无法阅览状态。

设置了块口令时下述操作将被限制。

· FB 程序的显示、编辑

· FB 的局部标签的编辑

· 复制到其它工程

块口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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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FB 库

FB 库是 GX Works3 中可使用的 FB 部件集。通过使用 FB 库，可以轻松设定、操作 MELSEC iQ-R、

MELSEC iQ-F 系列合作厂商产品。

<iQ-R 示例 >

< 合作厂商产品的示例 >

CPU模块

旋转编码器等

模块FB

FB FB FB

链接计数器
上下限值的设置

计数器
开始/停止

脉冲测定
开始/读取

···

Ethernet 

CC-Link

激光位移传感器

合作厂商产品群

RFID视觉传感器

MELSOFT Library

FB

视觉
传感器

FB

RFID

FB

激光位移
传感器

···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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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 库 阵容

FB 库中，有 “ 模块 FB”、“MELSOFT Library”。

可对应各种功能的 FB 库将依次公开。

■ FB 库 获取方法

FB 库可通过三菱电机自动化 （中国）有限公司 FA 官网获取。

（URL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

模块 FB MELSOFT Library

· CPU · 数据解析

· 模拟输入 / 输出模块 · RFID

· 计数器模块 · 激光位移传感器

· 定位模块 · 视觉传感器

…
…

…
…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FA官网

互联网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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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工具

为了使用 FB 开发顺控程序，应准备以下的开发工具。

FB 的规格及注意事项

请根据各 FB 库，参阅参考手册的限制事项、注意事项。

工具名称 版本

GX Works3
支持所有版本

（但是，MELSEC iQ-F 系列从 Ver.1.007H 以后版本支持）

根据 FB 库，GX Works3 的对应版本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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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FB 库
在此介绍使用 FB 库创建程序的步骤有关内容。

关于创建的程序 P.12

新建工程 P.15

使用模块标签 P.18

模块 FB 的使用方法 P.20

设置粘贴的 FB 的名称 P.22

输入梯形图 ·输出梯形图的创建 P.23

转换· 全部转换的实施 P.26

顺控程序的写入及执行 P.27

动作确认 P.28

使用 MELSOFT Library 的方法 P.31
1111



关于创建的程序

通过以下从模块构成读取脉冲测定值的示例，可以了解 FB 库的使用方法。

例）将开关 (X10) 置为 ON 时，从输入至输入端子的脉冲到 1 相 1 输入的脉冲测定值将读入到 D10

使用旋转编码器时，实际配线如下图所示。

详情请参阅 MELSEC iQ-F FX5U 用户手册 （硬件篇）。

脉冲
（X0）

旋转编码器等 开关
（X10）

FX5U-32MT/ES
测量速度 大200kHz
使用CH1

S/S

0V

X0

24V

L 24V

Z相

B相

A相

0V

N

保险丝

D种接地

FX5U-32MT/ES

1.5kΩ

DC24V

+

旋转编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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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中，按以下参数进行设置。

详情请参阅 MELSEC iQ-F FX5 用户手册 （应用篇）。

［高速 I/O］的设置

［输入响应时间］的设置

④将［脉冲输入模式］设置为
  ［1相1输入（S/W上升/下降切换）］

③将［使用/不使用计数器］
  设置为［使用］

②选择［高速计数器］

①选择导航窗口的［参数］
  →［FX5UCPU］→［模块参数］
  →［高速I/O］

② X0的输入响应时间设置为［无设置］

①选择导航窗口的［参数］
  →［FX5UCPU］→［模块参数］
  →［输入响应时间］



使用 FB 库，创建以下程序。

下面演示如何创建该程序。

将开关(X10)置为ON时 读取指定通道脉冲测定值的FB

在D10中存储脉冲测定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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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工程

启动 GX Works3 创建新工程。

操作步骤

1. 选择 [Start( 开始 )] → [All Programs( 全部程序 )] → [MELSOFT] → 
[GX Works3] → [GX Works3]。

2. 启动后，将显示 GX Works3 的主画面。
 

菜单栏

导航窗口

部件选择窗口

工程视窗
15



3. 选择菜单 [ 工程 ] → [ 新建 ]

4. 将显示 “ 新建 ” 对话框。

5. 将显示工程树及梯形图画面。

①选择系列（此处为FX5CPU）

②选择使用机型（FX5U） 

③选择开发程序语言（梯形图） 

④点击         按钮

①导航窗口的工程视窗中将显示
  工程树。

③显示部件选择窗口。

②显示梯形图画面。
16



未显示导航窗口的情况下通过以下步骤使其显示。

未显示部件选择窗口的情况下如果以下步骤使其显示。

①选择菜单[视图]→[折叠窗口] 

②选择[导航]

①选择菜单[视图]→[折叠窗口] 

②选择[部件选择] 
17



使用模块标签

模块标签是对所使用模块的输入信号及缓冲存储器等事先进行定义的标签。使用模块标签，可以无需

考虑模块内部地址，创建便于重复利用的程序。

模块标签在 GX Works3 中为标准组配，用户不能对其进行追加或改写。

操作步骤
在工程中，将模块标签变为可使用状态。

①在部件选择窗口选择［模块］
  →［模块标签］，右击［FX5UCPU］

②点击［添加模块标签］

③FX5UCPU的模块标签变为可使用状态。
18



新建工程时，也可以登录可编程控制器的模块标签。

可以在新建工程时显示的确认窗口进行设置。

与全局标签相同，模块标签在通常程序内也可使用。

创建时选择的可编程控制器

将“使用模块标签”设置为“是”。

点击          按钮

拖拽 附带注释，简单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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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FB 的使用方法

使用模块 FB 时，可以从部件选择窗口或工程视窗向程序窗口进行拖拽。

操作步骤

1. 从部件选择窗口选择［模块］→ ［模块 FB］→ ［FX5UCPU］，显示模块
FB 一览。
20



2. 将 ［M+FX5UCPU-Counter_PulseMeasure］拖放至程序窗口。

3. 显示 “FB 实例名输入 ”对话框。

输入方法详情记载于下一页的“ 设置粘贴的 FB 的名称”。

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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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粘贴的 FB 的名称

将 FB库粘贴到程序窗口中时，将显示粘贴 FB 名称 (FB 实例名 *) 输入对话框。

* 实例名是用于区分 FB 的名称。

实例名被自动设置了临时名称。直接原样使用时，点击 关闭对话框。进行更改时，应避免

在同一程序内设置相同的名称。

本指南将使用默认设置。

操作步骤

1. 输入 FB 实例名

2. FB 将被粘贴到程序窗口中。

输入实例名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 英文区分大写字母及小写字母。

　• 实例名的最多字符数为半角 16 字符，全角 8 字符以内

　• !、? 等符号不能使用。

关于详细内容，请参阅 GX Works3 操作手册。

在以下的设置中如果点击 ，将变为出错状态。

①输入FB实例名
(M_FX5UCPU_Counter_PulseMeasure_00A_1)。

②点击       按钮

（使用无法使用的文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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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梯形图 ·输出梯形图的创建

创建粘贴的 FB 的输入梯形图部分、输出梯形图部分后，完成程序。

至 FB 的位输入，与通常的梯形程序相同从梯形图画面的左侧进行配置 （如果是输出部分，则从右侧

进行配置）。

配置 FB 对象的模块标签。可以从部件选择窗口通过拖拽配置模块标签。

配置a触点
（X10），
在B:i_bEN输入。

此处选择
［FX5CPU］
23



向 FB 的字软元件输入配置于 FB 左端 （输出于右端）。

也可通过直接输入配置模块标签。

梯形图画面上有光标时，
通过键盘输入命令或软元件后，
显示直接输入画面。
24



请重复此步骤，输入下图的梯形图。

No. 说明

① FB 执行指示：X10

② 模块 FB 对象的设备的模块标签：FX5CPU

③ 对象 CH：K1 （1CH）

④ FB 执行状态

⑤ 正常完成

⑥ 脉冲测定值更新标志

⑦ 脉冲测定值

⑧ 异常完成

⑨ 出错代码

①

②

③

⑦

⑧

⑨

④

⑤

⑥

输入梯形图部分 输出梯形图部分
25



转换 ·全部转换的实施

执行创建完毕的程序时，必须进行转换。

首次创建程序时，进行全部转换。

“ 转换 ” 操作，仅转换上一次转换后发生更改的部分。

以下，介绍进行全部转换的步骤。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 [ 转换 ] → [ 全部转换 ]

2. 将显示以下信息。

3. 所有程序被转换，结果显示于输出窗口。

在内部使用索引修饰，粘贴了多个记述软元件输出 （OUT Y0Z9 等）FB 的情况，转换时会发

生 2 重线圈警告，但不会影响使用。

至此，程序创建完毕。

点击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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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控程序的写入及执行
将创建的程序写入到 CPU 模块中，使其投入实际运行。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 [ 在线 ] → [ 写入可编程控制器 ]

2. 将显示 [在线数据操作 ] 对话框。

3. 向可编程控制器执行写入。

至此，创建的程序的运行准备就绪。

①点击               按钮 

②点击         按钮 

③写入完成后，点击
27



动作确认

对创建的程序进行动作确认。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 [ 在线 ] → [ 监视 ] → [ 监视开始 ]

2. 将开关 （X10）置于 ON，确认正在读取脉冲测定值。

将开关(X10)
置为ON。

显示脉冲测定值的当前值。
28



通过在画面上鼠标双击顺控程序上的 FB，可以监视 FB 内的顺控程序的状态。

至此，模块 FB 的使用方法说明完毕。
29



■参考手册的参阅方法

关于模块 FB、MELSOFT Library 的详细内容，请确认参考手册。

预先在 e-Manual 中登录 MELSEC iQ-F FX5CPU 模块 FB 参考后，可参照使用。

以下内容，对通过 e-Manual Viewer 参阅参考手册的步骤进行说明。

操作步骤

1. 选择要显示参考手册的 FB，右击→点击 ［帮助］

2. e-Manual Viewer 启动，自动调至相应 FB 的位置。
30



使用 MELSOFT Library 的方法

请从三菱电机自动化 （中国）有限公司 FA 官网下载后使用 MELSOFT Library。

（安装 GX Works3 后，MELSOFT Library 未被安装。)

已被读取至 GX Works3 中时，无需以下作业。

操作步骤

1. 将下载的“fb-dataanalysis_r.zip”解压后，生成“DataAnalysis_R.mslm”
文件。

2. 使用 GX Works3 打开工程，选择 ［工程］→ ［库操作］→ ［登录至库一览］
→ ［库］。

3. 显示确认对话框。

点击［库］

点击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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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刚刚解压的“DataAnalysis_R.mslm” 文件，打开。

5. 部件选择画面的“ 库 ” 中，“ 库 ” 项目被追加。

点击       按钮

选择要追加的库文件

“库”项目被追加。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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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至此，“库 ” 项目被追加。追加后的库，可以和模块 FB 一样通过拖拽使用。

7. 被公开的库因更新等原因升级时，请将库删除后，重新从操作步骤 1 执行导
入。

至此，MELSOFT Library 的使用准备完成。

追加FB一览

右击要删除的库，通过点击［从库一览中删除］删除
“DataAnalysis_R”。



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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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FB
以下介绍创建新 FB 的步骤有关内容。

通过以下步骤创建新的 FB。

创建 FB P.36

新建工程 P.37

创建新数据 P.39

标签的设置 P.41

创建 FB 程序 P.43

实施转换 /全部转换 P.44

保护创建的 FB P.46

用户库的使用方法 P.48

创建 FB 时的技巧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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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FB

以下介绍从简单程序创建 FB 的过程。

例 ) 输入 X1 变为 12 次 ON 时，输出 Y12 变为 ON

如果将上述程序 FB 化后，粘贴到顺控程序中，则将成为仅由 FB 及输入输出构成的简单程序。

下面创建实际的 FB。

［时序图］

输入（X1）

D1

输出（Y12）

［顺控程序］

1 2
11

12

输入 输出

X1

（   Y12   ）

［ INCP D1 ］

［＞＝ D1  K12 ］

[粘贴了FB的顺控程序]

输入 输出

X1

（ Y12 ）
Count_Num_1

i_Count o_C_UP

输入(X1)12次ON时 输出(Y12)将变为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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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工程

启动 GX Works3 创建新工程。

操作步骤

1. 选择 [Start( 开始 )] → [All Programs( 全部程序 )] → [MELSOFT] → 
[GX Works3] → [GX Works3]。

2. 启动后，将显示 GX Works3 的主画面。

菜单栏

导航窗口

部件选择窗口

工程视窗
37



3. 选择菜单 [ 工程 ] → [ 新建 ]

4. 将显示 “ 新建 ” 对话框。

5. 将显示工程树及梯形图画面。

①选择系列（此处为FX5CPU）

②选择使用机型（FX5U） 

③选择开发程序语言（梯形图） 

④点击         按钮

①导航窗口的工程视窗中将显示
  工程树。

③显示部件选择窗口。

②显示梯形图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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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数据

创建了 GX Works3 的工程之后，接着创建新数据。

（本次假设 FB 名称为 “Count_Num”。）

操作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选择“FB/FUN” 后，右击鼠标→选择快捷菜单 [ 新建数据 ]

2. 显示“ 新建数据 ”画面。

输入 FB 名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 英文区分大写字母及小写字母。

• FB 名的最多字符数为 256 个字符。

④点击        按钮

③选择开发程序语言（梯形图）

②在创建的FB名中输入“Count_Num”

①创建数据类型
  选择（FB）
39



3. 在导航窗口及部件选择窗口中将添加新创建的 FB(Count_Num)。

“Count_Num”被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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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的设置

为了使 FB 部件化并引用，不使用实际软元件，使用输入标签、输出标签及内部标签创建程序。

首先，将顺控程序的实际软元件分类为输入软元件、输出软元件、内部软元件。

然后，对分类后的实际软元件的标签分别进行设置。
 

创建的 FB 中使用的实际软元件所对应的标签情况如下所示。

下面，对 FB 中使用的输入标签、输出标签、内部标签进行设置。

软元件类型 软元件名 标签类型 (等级 ) 标签名 数据类型

输入软元件 X1
输入标签

(VAR_INPUT)
i_Count 位

输出软元件 Y12
输出标签

(VAR_OUTPUT)
o_C_Up 位

内部软元件 D1
内部标签

(VAR)
m_Cnt 字 [ 带符号 ]

:输入软元件
 (设置为输入标签的软元件)

:输出软元件
 (设置为输出标签的软元件)

:内部软元件
 (设置为内部标签的软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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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鼠标双击添加的 FB 的 “ 局部标签 ”，显示功能 /FB 标签设置画面。
 

2. 显示功能 /FB 标签设置画面。

3. 按下述方式设置标签。

可以使用 Microsoft® Excel® 等预先作为设计数据创建标准使用内部标签，通过导出导入的

输入方法，可以减少程序开发工时。

鼠标双击“局部标签”

输入标签
输出标签
内部标签
42



创建 FB 程序

使用设置的标签创建 FB 内部的顺控程序。

操作步骤

1. 导航窗口 → [FB/FUN] → [FBFILE] → [Count_Num] → 鼠标双击[程序本体]

2. 将显示 “Count_Num[FB][LD]” 窗口。

3. 创建 FB 的顺控程序。

创建的 FB 的顺控程序如下所示。

双击［程序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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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转换 /全部转换

使 FB运行时需要进行转换 / 全部转换。

以下介绍进行全部转换的步骤。

操作步骤

1. 选择菜单 [ 转换 ] → [ 全部转换 ]

2. 将显示以下信息。

3. 所有程序被转换，结果显示于输出窗口。

点击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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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粘贴创建的 FB 所创建的顺控程序如下所示。

至此，FB 的新建完毕。

关于创建FB的使用步骤，请参阅“ 使用FB库”的“③模块FB的使用方法”

以后的内容。

输入(X1)12次ON时 输出(Y12)将变为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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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创建的 FB

操作步骤

1. 选择导航窗口的 [FB/FUN] → [FBFILE] → [Count_Num]
 

通过对创建的 FB 进行块口令设置，可以保护

FB。

通过口令使得 FB 内的程序无法阅读，可以防

止技术诀窍的泄露。

在此，介绍创建的 FB 的块口令的设置方法。

忘记了口令的情况下，将无法阅读 FB 内的程序。

用户应妥善保管好口令。

①鼠标右击创建的FB“Count_Num”

②选择块口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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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显示 “快口令设置 ” 对话框。

3. 将显示 “口令登录 ” 对话框。
 

4. 块口令将被设置到“Count_Num” 中。

■通过块口令对 FB 的锁定是在重新打开工程时生效。

■设置了块口令的 FB 在工程视窗上将按下述方式显示。

■通过再次设置口令，可以更改块口令。在这种情况下，在更改之前应预先进行块口令的锁

定解除。

点击　        按钮

①设置[口令]、[确认口令]

②点击　　　  按钮

点击　　　  按钮

FB图标上将被附加钥匙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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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库的使用方法

在其它工程中可以引用 FB。

在其它工程中引用 FB 时，需要在用户库中登录。

下面以本指南中创建的 FB“Count_Num” 为例介绍将 FB 引用到其它工程中的方法。

操作步骤

1. 在想要登录到库的文件中，选择工具栏的［工程］→ ［库操作］→
［导出库］

 

2. 显示确认画面。

点击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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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另存为保存。

4. 启动要使用已保存用户库的工程，登录用户库。

此处命名为“MyLibrary”。

④点击        按钮

①右击［用户库］
  →点击［登录至库一览］
  →［用户库］

③选择通过3.创建的库文件

②点击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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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unt_Num” 登录到用户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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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FB 时的技巧

以下介绍创建 FB 的顺控程序时的技巧。

1. 将多个位传送到字标签中的方法

通过使用 BSET、BRST 指令，设置对于对象字的各个位的 ON/OFF 信息，可以将多个位传送到字标签

中。
 

2. 在 FB 内使用变址寄存器的方法

在 FB内使用变址寄存器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变址寄存器，应添加变址寄存器的保存梯形图及还原梯

形图。

[ 创建示例 ]

在执行 FB 内的程序之前将变址寄存器 Z7、Z8、Z9 进行保存，在程序结束时将保存的变址寄存器还原

的程序示例如下所示。

 

标签名 类型 用途

int_Z_tmp ［0］ 字 变址寄存器 Z9 保存用

int_Z_tmp ［1］ 字 变址寄存器 Z8 保存用

int_Z_tmp ［2］ 字 变址寄存器 Z7 保存用

···
FB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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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Microsoft Access, Excel, SQL Server, Visual Basic, Visual C++, Visual Studio, 
Windows, Windows NT, Windows Server, Windows Vista, and Windows XP are eithe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Microsoft Corpo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Ethernet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Fuji Xerox Co., Ltd. in Japan.

The company names, system names and product names mentioned in this manual are eithe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companies.

In some cases, trademark symbols such as ‘TM’ or ‘®’ are not specified in this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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