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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IP) 本印刷品是2019年7月发行。今后规格有变更的情况，请予以谅解。



Feature

AutomotiveAutomotive

Bag & ShoesBag & Shoes

Safety BeltSafety Belt

一切为了提高使用便捷度

稳定漂亮的针迹稳定漂亮的针迹

美化设计针迹美化设计针迹

从品质管理向品质保证转变从品质管理向品质保证转变

从起针点开始，针迹都很漂亮从起针点开始，针迹都很漂亮

防止针迹差异防止针迹差异

角部针迹也很漂亮角部针迹也很漂亮

轻松应对硬布料的穿透力轻松应对硬布料的穿透力

兼顾外观与强度兼顾外观与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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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从薄料到厚料，各种各样的布料都可压住。

　直接影响缝制的中压脚，因为可以创建自由的动作模式，可

以获得更加漂亮、稳定的针迹。

　用面板调整，可顺利进入正式缝制。

●压紧布料的时间与时机，可用数字调整。

　通过在最佳的时机压紧布料，防止布料皱起。

　可以提高落针的稳定性，减少跳针。

绷线棒

布料

中压脚

缝针在缝入布料前，
把布料压紧

缝针一直到从布料中拔出，
都把布料紧紧压住

中压脚独立功能最适合各缝制方向的线的松紧程度 数字张力

从第1针开始实现稳定的线的缠结

谁都可以简单地缝制出漂亮角部 缝制补正功能（FF-stitch）

从起针开始，具有防止跳针功能（e-stitch）

BeforeBefore
不同的料

子针迹也有差异

●安装数字张力装置

　缝纫机根据缝制样板选择最佳的张力。根据缝制方向降低线

的松紧的差异，可提高缝制质量。

　在令人大伤脑筋的圆形缝制、折返方向的缝制方面发挥特有

的功能。

●通过数字，可多次再现熟练工的感觉。

　基本的调整与以前相同。无需花功夫重新学习操作方法。

　保留以前的捏手，同时通过数字也可管理。

●在缝制安全带时，布料从起针到收针逐渐变硬，因此，要通过

缓慢加大张力，实现每针都很稳定的针迹。

100% 110%110%

120%120%

180%180%

190%190%

130%140%

160%170%

200%

布料

曲线缝制时的张力

开始点

BeforeBefore
因为我不是熟练工，

不会调整！

●缩短角缝、起针、收针的调整时间。

　因为是通过操作面板微调，操作工自己也可以凭感觉进行调

整。

　可以根据每个缝制品的角部形状及针数，简单地进行微调。

　可以简单地进行缝制的往返（落针位置）。

●即使在高速缝制过程中缝制角部时发生问题，也可以调整。

　没有必要为了缝制出漂亮的角部而降低速度，可以提高生产

效率。

※仅适用PLK-J2516-YU/J2516R-YU

●即使是起针位置线的缠结也很顺畅。

　通过尽可能减少在起针时产生的布料未缝合，解决“缝线不

缠结”的问题。

　减少在起针时布料反面产生的“缠结”。

●可进一步减少以前无法坚持下去的锁边。

　即使是柔软的、缝线很难缝合的布料，因为用压脚压紧，可以

减少跳针。

　在锁边困难的缝制产品方面发挥威力，提高缝制质量。

　不需要锁边，依靠漂亮的缝制外观，在装饰缝制方面发挥威

力。

HELP!HELP!

BeforeBefore
又叫我，忙死啦！

通过宽幅的调整功能，
实现漂亮的针迹

有跳针 无跳针

100%

200%

200%

100%

100%

150%

200%

100%

100%

200%

可应对整个一款产品的缝制 缝制范围扩大的超厚布料缝纫机

●缝制范围扩大。

　可以进行全浮纹安全带、捆包带多工序一起缝制。

　另外，与以前的对应超厚产品缝纫机相比，速度提高1.5倍。

通过扩大缝制范围、提高速度，交货周期大幅缩短。

※仅适用PLK-J4040RH

BeforeBefore

AfterAfter

布片需要

一片一片定位，

太麻烦了⋯⋯

一次可以同时

缝6块布片，太爽了！
一次性缝制，

工作效率

大幅提高！

让缝制外观更美！

让缝制外观
更美！

让缝制外观
更美！

让缝制外观
更美！

让缝制外观
更美！

让缝制外观
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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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调整感觉数字化 旋梭、中压脚、断线的数字调整（上下分别驱动）

●缩短调整时间。

通过在操作面板上输入，可以大幅缩短“使用工具进行微调

的时间”。

●机械调整部分实现数字化，调整更加简单。 

通过数字化，可以再现以前无法做到的、机械调整再现。

●通过数字化可多次再现熟练工的感觉。

对于以前需要熟练工进行调整的部分，仅通过面板操作，就

可以通过数字进行调整。

※PLK-J2516-YU/J2516R-YU只需中压脚的数字调整

BeforeBefore
每次更换布料，

都要调整⋯⋯

更换梭芯用开闭窗口
与以前那种需要操作人员钻入滑板下、更

换梭芯的大型机型相比，J系列只需从滑板

的开闭窗口就可简单地更换梭芯，减轻了

操作人员的负担。

※PLK-J2516-YU/J2516R-YU除外

准确检测针迹异常 安装针迹报警系统

除了检测不良之外，还可帮助判定是否合格、确保合格

●事先发现针迹异常。

通过探测施加在旋梭上的张力，检测到缝制时发生的针迹异

常（跳针、断线）。

可停下机器，尽快发现不良品。

※仅适用PLK-J4040RH

玻璃环氧树脂制滑板
与以前的不锈钢材质相比，不容易脏，可防

止生锈。

喷雾式数字加油
数字管理给旋梭、上轴加油，实现最小加油

量。

可防止忘加油、漏油。

针迹异常检测
不仅可以目视检测针迹异常（跳针、断线），还可以通过在机器侧正确检测，防止不良品流出。

另外，因为可以检测到在第几针中发生了针迹异常，可以分析各布料、在样板的哪个部分容易发生

跳针。

※PLK-J2516-YU/J2516R-YU可选对应

※PLK-J4040RH除外

不判定为针迹异常时（OK）

判定为针迹异常时（Alert）

●检测布料厚度，在缝制前发现定位错误。

因为压脚在缝制样板上移动，确认厚度，不会浪费昂贵的布

料。

●可检测布厚0.01mm的薄料子。 

以前依靠人进行的定位，用缝纫机可以进行双重检查。

缝纫机发现定位错误 厚度检测

不良品也就这么发货

检测到
异常！

BeforeBefore

AfterAfter

糟糕！

差一片布料⋯

谢谢你告诉

我定位错误！

彻底防止不良品流出！ 维修更加简单！

更快、更美

兼顾品质与节能

优秀的节能效果

通过安装新摇臂基础结构与新XY送料控制装置，实现低振动+低噪音

=节能。尽管缝制速度变快、缝制范围扩大，但是与旧机型相比，消耗

电力进一步降低。

即使在布料厚度变化等各种条件下，也可最大限度地实现速度性能。

与以前机型的缝制速度相比，最大可提升30%。

＜兼顾生产效率与节能＞

PLK-G6030R
25%cut

PLK-J6040R 尽管速度快、缝制范围扩大，
与旧机型相比想，消耗电力降低25%

0 2 4 6 8 10
针迹长度（mm）

与实际缝制速度比较

PLK-J6040RPLK-J6040R

PLK-G6030RPLK-G6030R

缝
制
速
度（
rp
m
）

彻底防止
不良品流出！

彻底防止
不良品流出！

彻底防止
不良品流出！

维修更加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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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公司指定条件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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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ware

PTN-JX
缝制样板制作、修改

DXF
Converter
CAD数据变换、修改

PLKJ-VIEW
各种数据管理

PLKJ-STEP
简易定序制作、编辑

PLKJ-SET
设置数据编辑

在电脑画面上制作、修改缝制样板

　 马上试缝

②点击同步按钮
　转发修改数据到缝纫机

①在电脑的大画面上修改 ③通过USB连接，马上可以试缝

PC

收费版PTN-JX

把CAD数据转换为缝制数据

　 直观操作，转换简单

收费版

从块列表中拖放缝制样板

选择部分缝制样板，均布针迹长度 缝制样板的尺寸变更也很简单

拖&放
顺序变更

每个料片（块）的缝制顺序的变更也很简单

使J系列更方便使用的软件

DXF
Converter

通过缝纫机的操作面板进行的设置

作业，在电脑上可以更简单地操作。

可对缝纫机、

外部设备的动作进行编程。

可以在电脑画面下

制作缝制样板。

可以简单地进行

缝制样板的修改。

↓

↓

↓

缝纫机用数据，通过树显示、缩略图

显示，可以简单地进行管理。

●控制缝制品质

　对缝制数据，可设置送料动作、中压脚动作、数字动作。

●对三菱电子缝纫机，可进行读入、修改、写入。

　（对应机型：PLK-J、G、E、B系列）

●同步模式

PTN-JX DXF
Converter PLKJ-VIEWPLKJ-STEP PLKJ-SET

免费版可以从下面URL下载。
http://www.mtco-web.co.jp/
sewing_machine/download/software.html

CD套装

收费版PTN-JX 免费版

反复
试缝

样板A缝制

上升导线器

5秒钟停止

样板B缝制

7 8



Software

PTN-JX
缝制样板制作、修改

DXF
Converter
CAD数据变换、修改

PLKJ-VIEW
各种数据管理

PLKJ-STEP
简易定序制作、编辑

PLKJ-SET
设置数据编辑

在电脑画面上制作、修改缝制样板

　 马上试缝

②点击同步按钮
　转发修改数据到缝纫机

①在电脑的大画面上修改 ③通过USB连接，马上可以试缝

PC

收费版PTN-JX

把CAD数据转换为缝制数据

　 直观操作，转换简单

收费版

从块列表中拖放缝制样板

选择部分缝制样板，均布针迹长度 缝制样板的尺寸变更也很简单

拖&放
顺序变更

每个料片（块）的缝制顺序的变更也很简单

使J系列更方便使用的软件

DXF
Converter

通过缝纫机的操作面板进行的设置

作业，在电脑上可以更简单地操作。

可对缝纫机、

外部设备的动作进行编程。

可以在电脑画面下

制作缝制样板。

可以简单地进行

缝制样板的修改。

↓

↓

↓

缝纫机用数据，通过树显示、缩略图

显示，可以简单地进行管理。

●控制缝制品质

　对缝制数据，可设置送料动作、中压脚动作、数字动作。

●对三菱电子缝纫机，可进行读入、修改、写入。

　（对应机型：PLK-J、G、E、B系列）

●同步模式

PTN-JX DXF
Converter PLKJ-VIEWPLKJ-STEP PLKJ-SET

免费版可以从下面URL下载。
http://www.mtco-web.co.jp/
sewing_machine/download/software.html

CD套装

收费版PTN-JX 免费版

反复
试缝

样板A缝制

上升导线器

5秒钟停止

样板B缝制

7 8



6040/6040RPLK- 4040/4040RPLK-

Lineup

尽最大努力对应各种缝制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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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up

尽最大努力对应各种缝制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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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项目 PLK-J6040 PLK-J6040R

缝纫形式 单针平缝

旋梭种类 半旋转 2 倍旋梭 全旋转 2 倍旋梭

使用机针 DP×17 #18

缝纫范围 (X x Y) 600mm x 400mm

最高缝制速度（注 1） 间隙 2,000rpm

连续 2,000rpm

间歇 2,300rpm

连续 2,500rpm

送料方式 间歇、连续送料（切换方式）

针迹长度 0.1-20.0mm（最小分辨率 0.1mm）

最大针数 20,000 针 / 样板数

最大样板数 9,000（注 2）

记忆媒体 USB 闪存

上轴马达 三菱 750W 直接伺服电机

下轴马达 三菱 400W 直接伺服电机

外压方式 夹盘方式

中压脚驱动方式 独立驱动方式（步进马达驱动）

中压脚提升量 18.0mm（最大 24.0mm  最小设置单位 0.1mm）

中压脚行程 数字调整方式  行程 ：0.0-10.0mm

上线调节器

手动 / 数字切换方式

带有输入数据保存功能

带有对应缝制方向自动调整功能

加油方式 喷雾方式  喷雾时间调整方式

操作面板
6.5 英寸  彩色液晶触摸屏

装备 USB 连接器

外部输出入 端子台 I/O 输入 16 点输出 16 点

接口
Ethernet（注 3）（对应 CC-Link IE Field Basic）

USB 通信

条码读取器 对应 USB 条码读取器（HID）

断线检测、跳针检测（注 4） 标准装备

针迹报警（注 4） ー

定序功能 双原始步序功能

外形尺寸 宽 1,350× 深 1,570× 高 1,205mm

质量 440kg

电源 200-240V 单相 / 三相

型号
项目 PLK-J4040 PLK-J4040R

缝纫形式 单针平缝

旋梭种类 半旋转 2 倍旋梭 全旋转 2 倍旋梭

使用机针 DP×17 #18

缝纫范围 (X x Y) 400mm x 400mm

最高缝制速度（注 1） 间隙 2,000rpm

连续 2,000rpm

间歇 2,300rpm

连续 2,500rpm

送料方式 间歇、连续送料（切换方式）

针迹长度 0.1-20.0mm（最小分辨率 0.1mm）

最大针数 20,000 针 / 样板数

最大样板数 9,000（注 2）

记忆媒体 USB 闪存

上轴马达 三菱 750W 直接伺服电机

下轴马达 三菱 400W 直接伺服电机

外压方式 夹盘方式

中压脚驱动方式 独立驱动方式（步进马达驱动）

中压脚提升量 18.0mm（最大 24.0mm  最小设置单位 0.1mm）

中压脚行程 数字调整方式  行程 ：0.0-10.0mm

上线调节器

手动 / 数字切换方式

带有输入数据保存功能

带有对应缝制方向自动调整功能

加油方式 喷雾方式  喷雾时间调整方式

操作面板
6.5 英寸  彩色液晶触摸屏

装备 USB 连接器

外部输出入 端子台 I/O 输入 16 点输出 16 点

接口
Ethernet（注 3）（对应 CC-Link IE Field Basic）

USB 通信

条码读取器 对应 USB 条码读取器（HID）

断线检测、跳针检测（注 4） 标准装备

针迹报警（注 4） ー

定序功能 双原始步序功能

外形尺寸 宽 1,350× 深 1,570× 高 1,205mm

质量 440kg

电源 200-240V 单相 / 三相

( 注 1)	根据缝制品的种类、压脚的质量、针迹长度等，有时达不到最高速度。
( 注 2)	根据缝制样板的针数等，有时最大样板数会受到限制。
( 注 3)	Ethernet、以太网是富士施乐株式会社的注册商标。
( 注 4)	不能保证检测所有针迹异常。请务必根据缝制条件进行调整后使用。



Lineup

2516-YU/2516R-YUPLK- 4040RHPLK- PTN-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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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项目 PLK-J2516-YU PLK-J2516R-YU

缝纫形式 单针平缝

旋梭种类 半旋转 2 倍旋梭 全旋转 2 倍旋梭

使用机针 DP×17 #18

缝纫范围 (X x Y) 300mm x 200mm

最高缝制速度（注 1） 间隙 2,300rpm    连续 2,300rpm（注 1）

送料方式 间歇、连续送料（切换方式）

针迹长度 0.1-20.0mm（最小分辨率 0.1mm）

最大针数 20,000 针 / 样板数

最大样板数 9,000（注 2）

记忆媒体 USB 闪存

上轴马达 三菱 750W 直接伺服电机

下轴马达 ー

外压方式 气缸驱动

中压脚驱动方式 独立驱动方式（步进马达驱动）

中压脚提升量 18.0mm（最大 24.0mm  最小设置单位 0.1mm）

中压脚行程 数字调整方式  行程 ：0.0-10.0mm

上线调节器

手动 / 数字切换方式

带有输入数据保存功能

带有对应缝制方向自动调整功能

加油方式 仅缝纫机头部内……喷雾方式 ：喷雾时间调整方式

操作面板
6.5 英寸  彩色液晶触摸屏

装备 USB 连接器

外部输出入 端子台 I/O 输入 16 点输出 16 点

接口
Ethernet（注 3）（对应 CC-Link IE Field Basic）

USB 通信

条码读取器 对应 USB 条码读取器（HID）

断线检测、跳针检测（注 4） 可选对应

针迹报警（注 4） ー

定序功能 双原始步序功能

外形尺寸 宽 1,200× 深 1,144× 高 1,230mm

质量 187kg

电源 200-240V 单相 / 三相

型号
项目 PLK-J4040RH

缝纫形式 单针平缝

旋梭种类 全旋转 6 倍旋梭

使用机针 DP×1 #26

缝纫范围 (X x Y) 400mm x 400mm

最高缝制速度（注 1） 间歇送料 1,000rpm   连续送料 1,000rpm（注 1）

送料方式 间歇、连续送料（切换方式）

针迹长度 0.1-20.0mm（最小分辨率 0.1mm）

最大针数 20,000 针 / 样板数

最大样板数 9,000（注 2）

记忆媒体 USB 闪存

上轴马达 三菱 750W 直接伺服电机

下轴马达 三菱 400W 直接伺服电机

外压方式 夹盘方式

中压脚驱动方式 独立驱动方式（步进马达驱动）

中压脚提升量 15.0mm（最大 30.0mm  最小设置单位 0.1mm）

中压脚行程 数字调整方式  行程 ：最大 10mm

上线调节器

手动 / 数字切换方式

带有输入数据保存功能

带有对应缝制方向自动调整功能

加油方式 喷雾方式  喷雾时间调整方式

操作面板
6.5 英寸  彩色液晶触摸屏

装备 USB 连接器

外部输出入 端子台 I/O 输入 16 点输出 16 点

接口
Ethernet（注 3）（对应 CC-Link IE Field Basic）

USB 通信

条码读取器 对应 USB 条码读取器（HID）

断线检测、跳针检测（注 4） ー

针迹报警（注 4） 标准装备

定序功能 双原始步序功能

外形尺寸 宽 1,350× 深 1,570× 高 1,250mm

质量 450kg

电源 200-240V 单相 / 三相

( 注 1)	根据缝制品的种类、压脚的质量、针迹长度等，有时达不到最高速度。
( 注 2)	根据缝制样板的针数等，有时最大样板数会受到限制。
( 注 3)	Ethernet、以太网是富士施乐株式会社的注册商标。
( 注 4)	不能保证检测所有针迹异常。请务必根据缝制条件进行调整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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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项目 PTN-JX

推荐的动作环境

CPU
1.5GHz 以上的 32bit(x86) 

或者 64bit(x64) 处理器

OS
Windows®7 SP1(32bit/64bit)/Windows®8/8.1(32bit/64bit)/

Windows®10(32bit/64bit)

RAM 32bit : 1GB 以上、64bit : 2GB 以上

HDD

Windows®7 SP1、Windows®8/8.1、 

Windows®10 : 32bit(16GB 以上的可用空间 )、 

Windows®7 SP1、Windows®8/8.1、 

Windows®10 : 64bit(20GB 以上的可用空间 )

显示器分辨率 可显示 1024×768 以上

显示器颜色数量设置 Full Color（32bit）以上

周边装置

CD-ROM 驱动器 ( 用于安装 )、 USB 存储器 ( 电子缝纫机与样板数据的媒

介 )、 USB 端口 ×2(USB 存储器或者 USB 通信用、保护钥匙用 ) RS-232C

端口 ( 在 PTN-GX 中，与缝纫机发送接收缝制数据时 )

主要规格

保护装置类型 USB

输入种类
直线、圆弧、圆、曲线、折线、点、多重・胶板 

Z 字形、结扣（与三菱电子缝纫机 PLK-J 系列的输入功能相同）

修改种类

删除、插入、变更、移动、变换、编码

（可以进行三菱缝纫机 PLK-J 系列的修改功能 + 以块为单位的

删除、插入、移动）

显示倍率 20-5000%

网格线间距 0.1-100mm 及隐藏

输入方法 电脑鼠标、坐标数值输入（绝对坐标、相对坐标）

对应数据种类

三菱电子缝纫机 PLK 系列数据（J、G 数据）※1

DXF 数据 ※2（R12、R13、R14）

刺绣数据（仅对应部分数据）

※1	处理的数据量不同，CPU、存储器、硬盘的规格也不同。
※2	如果希望使用舒适，要求有较高的 PC能力。

※1	G 数据时，仅对应读入。
※2	使用数据变换功能时，有限制事项，请参照操作说明书使用。

Windows 是美国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商标或者注册商标。



通过e-F@ctory，构建连接下一代的工厂
FA整合解决方案“e-F@ctory”，

通过运用FA技术与IT技术，削减开发、生产、维保全过程的全成本，持续支援客户的改进活动，为客户提供领先一步的产品

制造解决方案。

削减能源成本

在当今要求削减工厂使用的能源的背景下，运用三菱电机的节能技

术，使能源完全“可视化”，可实现削减能源消费量、提高生产效率的

目的。

节能解决方案

FA-IT整合，降低成本

通过运用边缘计算，使FA-IT协作，轻松实现生产现场的数据收集与解

析，帮助优化整体产品制造，提高生产效率及质量水平。

另外，可以轻松实现FA系统中的IoT化。

边缘计算（FA-IT信息协作）

降低从开发到生产、维保的成本

“iQ Platform”，整合、互联控制生产系统的控制器&HMI、工程环境、网

络，在客户的设计、起动、运用、维保全过程，实现降低成本。

iQ Platform

降低传感器的设置、维保成本

用One tool实现生产线中的各种传感器的设置、维保。可以整体设置、

管理对应MELSENSOR、iQSS的合作伙伴产传感器，降低系统的设计、

起动、维保成本。

iQ Sensor Solution

无人搬运机

服务器

可编程控制器

边缘计算机

条码读取器

表示器

安灯

机器人

视觉传感器

设备
运转率

不良率
延迟
因素

库存
情况

13 14

e-F@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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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Y AUTOMATION

PLK-J系列〈综合样本〉
三菱 工业用 电子缝纫机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com/

1907 (IP) 本印刷品是2019年7月发行。今后规格有变更的情况，请予以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