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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简易运动模式

继承既有优点，进一步提升性能

三菱电机AC伺服系统
MELSEC iQ-R系列 运动模块 RD78G
简易运动模式



“Changes for the Better” 意味着三菱电机集
团「以追求更高更好为目标不断进行改革」的
企业姿态。我们集团成员的每一个人都共享
持续向改革挑战的坚强意志与热情、为开拓

『更美好的明天』做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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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 AI 及 IoT 领域的进化发展，
为包含自动化至信息系统的社会各方
面带来了新的附加价值。创造改变传
统机制的解决方案，推动全球变革，本
公司的业绩得到认可，获得全球最具
影响力的数字企业之一的评价，登上
2019年福布斯全球“数字100强”榜。

三菱电机成立于 1921 年 2 月 2 日
百年传承、持续创新
为实现充满活力、富裕繁荣的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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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简易运动模式
继承既有优点，进一步提升性能

简易运动模式，组合运动模块RD78G与伺服放大器MR-J5-G，实现现有简易运动模块 (RD77MS/QD77MS) 的易用性。可通过GX Works3设定

简易运动模式，轻松实现定位控制与同步控制。

支持简易运动模式的运动模块RD78G，可以有效利用既有MELSEC iQ-R/MELSEC-Q系列的程序、各种模块。

 易于使用的简易运动模式

 可以有效利用既有程序

［点位表方式］

 ●与简易运动的点位表相同。

 ●可以沿用既有工程。

［同步参数］

 ●仅需设定同步控制参数并启动，即可进行同步

控制。

Positioning Sync Control

M0 DX10

BUSY BUSY

MOVP K1

SET

U0\G4300

Y10

M0

DX11

RST

CPU模块

#2#1

No. 控制方式 指令速度运行模式

1 1: 连续 0: 1000 0: 1000
200000.0
μm

-200000.0
μm

20000.0
mm/min

10000.0
mm/min

0: 1000 0: 1000

0Bh: 
INC直线2

2 0: 结束
0Bh: 
INC直线2

加速时间
No.

减速时间
No.

定位地址

点位表

M100

MOVP H1F U0\G36320

M100

MOVP H0 U0\G36320

启动

停止

继承

继承

可操作性

MR-J5-G

RD78GRD77MS
QD77MS

MR-J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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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放式整合网络CC-Link IE TSN进行连接]

 ●最多连接站数: 121台 (包含主站)

 ●拓扑结构: 线型、星型、线型 + 星型

 ●可以连接伺服放大器、远程I/O

 ●可以连接支持TCP/IP设备 (传感器、视觉传感器)

 ●各模块之间的时间同步

 简易运动模式的性能

1.7倍
250 μs

444 μsRD77MS4

RD78G4

最小运算周期

可以经由CC-Link IE TSN连接高性能伺服放大器MR-J5-G，进行高速、高精度的运动控制。

 ●通过最小指令通信周期31.25 μs与速度频率响应3.5 kHz，可以

支持先进运动控制。

 ●利用本公司AI技术“Maisart”，监视滚珠丝杠、皮带、齿轮的老化

状态。

事先检测故障前兆并发出警告，可以防止设备突然发生故障而

停止。

 ●旋转型伺服电机HK系列标准配备无电池绝对位置编码器，削

减维护成本。

 ●具备多种伺服调整功能 (瞬间调谐、一键式调整等)。

 连接高性能伺服放大器MR-J5-G

无需电池

拆解也简单
保持绝对位置

无需更换
无需购买 / 库存

标配支持
故障
前兆

故障
前兆

监视机械状态，
通过伺服放大器预先检测

机械故障前兆

Maisart为Mitsubishi Electric's AI creates the State-of-the-ART in technology的简称。
三菱电机的AI技术品牌旨在使所有设备更加智能。

标准配备无电池绝对位置编码器 机械诊断 (预测性维护)

先进性

先进性

可维护性

伺服调整功能

调整时间

要求性能

调整前
指令

瞬间调谐
一键式调整

瞬间调谐

通过自动调整，

实现稳定的定位运行。
SON

一键式调整

通过一键式调整，

实现高响应定位。

抑制过冲

缩短整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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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线

与支持CC-Link IE TSN的伺服放大器组合，构建高性能伺服系统，可以提升设备的性能。

 ●定位控制通过点位表方式，同步控制通过同步参数设定，可以轻松运行。

 ●可以经由CC-Link IE TSN连接远程I/O、变频器FR-A800-GN等，并通过CPU模块参照各模块的内容。

 ●RD78G可以与安全CPU、MR-J5-G-RJ组合，进行安全通信。

 ●可以减少功能安全所需的冗余接线，从而节省接线。

 ●沿用既有简易运动模块的工程，驱动伺服放大器MR-J5-G。

运动模块RD78G的固件

支持简易运动模式需要运动模块固件版本为16以上。

请咨询营业窗口以获取固件更新文件。

FX5-40SSC-G NEW  
FX5-80SSC-G NEW

 ●最多控制轴数: FX5-40SSC-G: 4轴/模块、 

 FX5-80SSC-G: 8轴/模块

 ●最小运算周期*1: 500 [μs]

 ●最多连接台数*2: 4台/系统

 ●连接伺服放大器*3 MR-J5-G
*1. 最小运算周期根据机型以及控制轴数而异。

*2. 运动模块与FX5-CCLGN-MS (主站) 1台的合计。

*3. 预定支持MR-J5D-G4。

RD78G4 
RD78G8 
RD78G16

 ●最多控制轴数: 

RD78G16　16轴/模块

 ●最小运算周期*1: 250 [μs]

 ●连接伺服放大器 

MR-J5-G  MR-J5D-G4

运动模块

RD78G

FX5-SSC-G NEW

简易运动模式 Simple Motion

*运动模块RD78G可以选择简易运动模式或PLCopen®运动控制FB模式。

运动模块RD78G

固件版本16以上

简易运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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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系统配置

简易运动模式的运动模块，最小运算周期为以往的

1.7倍～3.5倍，可以高速接收来自伺服放大器的数据、

输入输出信号。有助于缩短节拍时间。

运动模块备有CC-Link IE TSN主站的功能。*1

因为能作为网络的主站使用，所以能连接伺服放大器、远程I/O、支持TCP/IP通信设备等，实现构建高灵活度的系统。*5

旋转型
伺服电机

轨迹模式

输入输出模块

变频器
FR-A800-GN

MR-J5-G

常规站*2　RD78G: 120台*6

支持TCP/IP设备*4支持TCP/IP设备*4

Ethernet开关

变频器*3

FR-E800-E
支持TCP/IP设备*4

旋转型
伺服电机

直驱电机

MR-J5W3-G MR-J5-G-RJMR-J5W2-GMR-J5-G

线性
伺服电机

RD78G可编程控制器CPU

运动管理站　RD78G: 最多16轴

USB
Ethernet

工程环境

可编程控制器工程软件

MELSOFT GX Works3

*1. 不支持副主站、本地站、多主站配置、恢复备份功能。

*2. 常规站为运动管理站以外的、连接CC-Link IE TSN的从站。

*3. 将FR-E800-E连接至RD78G时，请将CC-Link IE TSN的通信速度设定为100 Mbps。

*4. 常规站不包含支持TCP/IP设备。

*5. 同时使用认证级别B级和A级的设备时，最多可以连接8台认证级别B级的设备。 

同时使用认证级别B级和A级的设备时的注意事项，请参照手册。

*6. RD78G可以连接120台设备 (包含运动管理站和常规站)。

RD77MS4

RD78G4

最小运算周期

250 μs
1.7倍

444 μs

QD77MS4

RD78G4 250 μs
3.5倍

888 μ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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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目标位置更改功能

通过从顺控程序启动点位表方式的定位数据，可以轻松实现定位控制。

直线插补、2轴圆弧插补、定长进给及连续轨迹等丰富的控制方式适用于各种用途。

M0 DX10

BUSY BUSY

MOVP K1

SET

U0\G4300

Y10

M0

DX11

RST

CPU模块

点位表

#2#1

No. 控制方式 指令速度运行模式

1 1: 连续 0: 1000 0: 1000
200000.0
μm

-200000.0
μm

20000.0
mm/min

10000.0
mm/min

0: 1000 0: 1000

0Bh: 
INC直线2

2 0: 结束
0Bh: 
INC直线2

加速时间
No.

减速时间
No.

定位地址
100000.0
μm

200000.0 μm #1

#2

移动中 (1轴直线控制) 的目标位置在任意时机更改的功能。在向下一个生产线移动中，通过视觉系统对产品进行检查，发现是瑕疵品时

即将产品放入瑕疵品归纳中。

目标位置更改要求

目标位置更改值
(地址)

目标位置更改值
(速度)

[时间图]

3000

1000000

00

V

t

1正常时的搬运线路

瑕疵品归纳时的路线更改

品质产品工序

瑕疵品归纳

检查工序

定位控制

通过点位表方式可以简单的进行定位控制。

 ●直线插补、２轴圆弧插补、定长进给及连续轨迹等丰富的控制方式支持各种用途。

 ●通过顺控程序设置定位地址、速度等，可以简单的进行自动运行。

 ●具备Ｍ代码、跳过、速度更改、目标位置更改等充实的辅助功能。

8



同步控制

以软件替换齿轮、轴、离合器、变速机、凸轮等机械部件进行同步控制。

 ●可以启动/停止各个轴的同步控制，同步控制轴和定位控制轴可以同时使用。

 ●可以在输入轴设定指令生成轴、伺服输入轴、同步编码器轴。

 ●输出轴为凸轮动作。凸轮动作中有直线动作、往复动作和进给动作。

 ●可以经由伺服放大器MR-J5-G(-RJ)/MR-J5W2-G连接增量同步编码器*1。

指令控制轴

*1. 构建绝对位置系统时，请使用HK系列伺服电机的编码器。

启动／停止

参数设定

在每个输出轴上设定同步控制参数后，启动同步控制。

将同步控制启动信号置为ON后，同步控制参数将被分析并变为同步控制中。输出轴与输入轴的运行将会同步动作。

M100

MOVP H1F U0\G36320

M100

MOVP H0 U0\G36320

同步控制启动

同步控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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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步控制参数设定输入轴、输出轴、齿轮、离合器等参数

后，仅需将同步控制启动信号置为ON即可执行同步控制。

通过鼠标拖放凸轮数据曲线，曲线即随鼠标的位置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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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功能

虚拟伺服放大器

常规站的读出、写入

自动恢复连接

色标检测

即使不连接伺服放大器也可以进行虚拟 (视为连接) 运行。

将虚拟伺服放大器轴作为同步控制的伺服输入轴使用，可以通

过虚拟的输入指令进行同步控制。

另外，可以将伺服放大器未连接的轴用于模拟动作使用。

MR-J5-G

RD78G

虚拟伺服放大器

无需连接所有轴即可启动

 ●可将运动管理站以外的远程站作为常规站进行输入和输出。

 ●可在主站与从站之间进行一对一通信。

 ●在可编程控制器CPU通过使用远程站的信号编程。

打字机

运动控制
(运动管理站)

运动控制
(运动管理站)

I/O控制
(常规站)

I/O控制
(常规站)

RD78G

数据传输

远程设备

(远程站)

输入模块

RX, RWr*1

输出模块

RY, RWw*1

运动模块

(主站)

可编程控制器CPU

RX, RWr

链接
更新

链接
更新

*1. 是否有RX、 RY，取决于所使用的远程设备。

RY, RWw

软元件

软元件

当因数据链接异常而中断连接的从站恢复正常时，自动地恢复

连接网络并再次开始数据链接的功能。

对于无法关闭系统电源的生产线和设备，当发生异常时可以仅

关闭对象设备电源来更换部件。

MR-J5-G

RD78G

部件更换

仅关闭发生异常部份的电源

更换部件之后的伺服放大器
自动恢复连接网络

在检测到对伺服放大器的触发输入信号时锁存任意数据的功能。

根据锁存数据计算出补偿量，并用于补偿辅助轴。

定位色标

MR-J5-G

RD78G

传感器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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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升性能外，还可将MELSEC iQ-R系列的可编程控制器、高性能伺服放大器以及远程设备经由CC-Link IE TSN连接，有效利用各模块的

优点。

伺服放大器的功能

替换为RD78G简易运动模式的优点

CC-Link IE TSN安全通信功能

 ●RD78G可以与安全CPU、MR-J5-G-RJ组合，进行安全通信。

 ●无需将安全信号直接连接至伺服放大器。

RD78G

安全信号 安全信号

MR-J5-G-RJ

光幕 安全开关

安全远程I/O

支持功能安全的
伺服电机

支持功能安全的
伺服电机

安全CPU

MR-J5-G-RJ

经由CC-Link IE TSN
的安全通信

断线检测

配备了检测伺服放大器的主电路电源缺相的输入缺相检测，与检

测伺服电机电源缺相的输出缺相的功能。

可与过载等报警相区分，缩短复位作业。驱动器模块MR-J5D-G4

仅支持输出缺相。

输入缺相
三相

输出缺相

缺相报警

既配备无电池绝对位置编码器，又实现电机小型化

标准配备无电池绝对位置编码器，比以往机型HG-KR系列更加短

小。另外，新增扁平型电机。

L

减少14.4 mm

减少9.5 mm

HG-KR13

HK-KT13WJ

HK-KT13UWJ

扁平型

伺服电机

100 W

HG-KR系列

电机长度 L: 82.4 mm

HK-KT系列

无电池
电机长度 L: 68.0 mm

HK-KT系列

无电池
电机长度 L: 58.5 mm

伺服放大器的安全监视功能

 ●MR-J5-G-RJ支持STO/SS1/SS2/SOS/SBC/SLS/SSM/SDI/SLI/SLT

的安全监视功能*1。

 ●支持功能安全的伺服电机可提供伺服放大器的安全监视功能

所需的位置、速度。安全性等级为类别4 PL e，SIL 3。
伺服放大器 MR-J5-G-RJ

伺服电机
支持功能安全

(HK-_WS)

旋转型 (HK系列)、

线性 (LM系列)、

直驱 (TM系列)
功能安全类别

(IEC/EN 61800-5-2)

Cat. 4 PL e, 

SIL 3

Cat. 3 PL d, 

SIL 2

Cat. 4 PL e, 

SIL 3

Cat. 3 PL d, 

SIL 2
STO 安全转矩取消 ● ─ ● ─
SS1-t 安全停止1、时间控制 ● ─ ● ─
SS1-r *2 安全停止1、减速监视 ● ─ ─ ●
SS2-t *2 安全停止2、时间控制 ● ─ ─ ─
SS2-r *2 安全停止2、减速监视 ● ─ ─ ─
SOS *2 安全操作停止 ● ─ ─ ─
SBC 安全制动控制 ● ─ ● ─
SLS *2 安全极限速度 ● ─ ─ ●
SSM *2 安全速度监控器 ● ─ ─ ●
SDI *2 安全方向 ● ─ ─ ●
SLI *2 安全极限增量 ● ─ ─ ─
SLT 安全极限转矩 ─ ● ─ ●

*1. 功能安全有部份限制。详细内容，请参照MELSERVO-J5产品目录 (L(NA)03180CHN) 第1章中的“安

全监视功能”部分。

*2. 全闭环控制系统不支持SS1-r、SS2、SOS、SLS、SSM、SDI以及SLI。

伺服放大器的驱动记录器

通过IP通信获取MR-J5-G的驱动记录器数据，缩短故障排除时间。

记录时间

记录信息

ALM
EM1
RD

TLC

转矩
转速

偏差脉冲

*MR Configurator2的图表波形示意

发生
报警

恢复运行 停止

驱动小容量伺服电机

可驱动容量小于伺服放大器的伺服电机，削减伺服放大器的备件

种类。

伺服放大器

400 W
伺服放大器

400 W

伺服电机

400 W

伺服电机

400 W

伺服电机

50 W
伺服电机

150 W

伺服电机

200 W

可驱动400 W以下的伺服电机

只能驱动相同
容量的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

100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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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 Works3具备更容易创建工程和进行维护作业的功能。

通过活用GX Works3、容量选择、机型选择等工程技术工具，能应对从运动模块、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的参数设定到维护保养的所有阶段。

One Software, Many Possibilities　1个软件具备多种可能性

GX Works3 简易运动模块设定

支持可编程控制器的设计和维护保养的综合性软件。 支持运动模块从参数设定到调试、维护保养的软件。

伺服设置软件 MR Configurator2 驱动系统容量选择软件 Motorizer

通过个人电脑可轻松进行调整、监视显示、诊断、参数写入/读取

及试运行等操作。

通过该功能辅助工具，可充分发挥设备性能，例如: 可实现设备

调整、最优控制、缩短启动时间等。

只需设定机器的构造和运行模式，即可选择出最合适的伺服电

机、伺服放大器、再生选件。

机型选择工具

在机型选择工具选择控制器、伺服电机、伺服放大器和再生选

件后，可以选出配套使用的选件 (如编码器电缆等)。

可编程控制器工程软件

GX Works3

12



工程环境

通过活用GX Works3、容量选择、机型选择等工程技术工具，能应对从运动模块、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的参数设定到维护保养的所有阶段。

系统设计設計 System DesignSystem DesignSystem Design

编程 (同步控制) ProgrammingProgrammingProgramming

编程 (定位) ProgrammingProgrammingProgramming

调试/维护 DebugDebugDebug  MaintenanceMaintenanceMaintenance

 ●模块配置

 ●网络配置

 ●伺服放大器的数据设定

 ●远程I/O的设定

 ●同步控制参数

 ●创建凸轮数据、凸轮数据一览

 ●以梯形图、SFC、FBD/LD语言编程

 ●定位数据设定

 ●离线模拟、自动计算指令速度

 ●事件履历

 ●当前值履历、启动履历、轴监视

 ●伺服监视

 ●数字示波器

模块配置

同步参数 轴监视

网络配置

创建凸轮数据 数字示波器

定位数据设定

离线模拟

自动计算指令速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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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模块 (简易运动模式)

控制规格

项目
规格

RD78G

最多控制轴数 4轴、8轴、16轴

运算周期 (运算周期设定) [μs] 250, 500, 1000, 2000, 4000

插补功能 直线插补 (最多4轴)、2轴圆弧插补、螺旋插补

控制方式 定位控制、轨迹控制 (直线、圆弧、螺旋插补皆可设定)、速度控制、速度和转矩控制、同步控制、推压控制

加减速处理 梯形加减速、S形曲线加减速 

补偿功能 齿隙补偿、电子齿轮、近旁通过

同步控制 同步编码器输入、指令生成轴、凸轮、相位补偿、凸轮自动生成

凸轮控制

凸轮登录数 最多256个 (根据储存器容量、凸轮分辨率、坐标数而不同)

凸轮数据形式 行程比数据形式、坐标数据形式

凸轮自动生成 旋切设备用凸轮自动生成

定位控制方式 点位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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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MELSOFT GX Works3上、顺控程序上设定No. 1〜600)

备份 参数、定位数据、块启动数据可以通过闪存ROM保存 (无需电池)

原点复位 驱动器原点复位式 (注1)

定位控制

直线插补控制 (最多4轴 (注2)、(合成速度、标准轴速度))、定长进给控制 (最多4轴)、
2轴圆弧插补控制 (辅助点指定、中心点指定)、螺旋插补控制、速度控制 (最多4轴)、
速度/位置切换控制 (INC模式、ABS模式)、位置/速度切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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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JUMP命令 (附带条件、无条件)、LOOP、L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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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动运行、手动脉冲器运行 (可以连接1台 (增量式)、
单位倍数: 1〜10000倍、经由CPU (缓冲储存器))

速度和转矩控制 不含位置环的速度控制、转矩控制、推压控制

绝对位置系统 有

同步编码器运行功能 伺服放大器的控制轴数份 (经由伺服放大器、经由CPU)

速度限制 速度限制值、JOG速度限制值

转矩限制功能 转矩限制值同一指定、转矩限制值个别指定

紧急停止 经由缓冲储存器、具有有效/无效的切换功能

软件行程限位功能 进给当前值的可动范围检测、进给机械值的可动范围检测

硬件行程限位功能 有

速度更改 有

超驰功能 0〜300 %

加减速时间更改 有

转矩限制值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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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M代码输出功能 WITH模式/AFTER模式

其他功能
步进功能 减速单位步进、数据No. 单位步进

跳过功能 经由CPU、经由外部指令信号

参数初始化功能 有

外部输入信号设定功能 经由CPU、经由伺服放大器

色标检测功能 常时检测模式、指定次数模式、环形缓冲模式

色标检测信号 伺服放大器的控制轴数份

色标检测设定 16

任意数据监视功能 最多4点/轴

自动恢复连接 有

数字示波器功能 位数据16CH、字数据16CH (注3)

注)   1. 使用驱动器 (伺服放大器) 中设定的原点复位方式。
2. 4轴直线插补控制只有标准轴速度有效。
3. 至字8CH，位8CH的数据可以通过实时波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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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运动模块的规格 (RD77MS、QD77MS)

项目
规格

RD77MS QD77MS

最多控制轴数 2轴 、4轴、8轴、16轴
2轴 、4轴、16轴
(QD77MS2和QD77MS4使用4轴的缓冲储存器分配)

运算周期 (运算周期设定) [μs] 444, 888, 1777, 3555 888, 1777

插补功能 直线插补 (最多4轴)、2轴圆弧插补、螺旋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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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插补皆可设定)、速度控制、速度和转矩控制、同步控制、推压控制

加减速处理 梯形加减速、S形曲线加减速 

补偿功能 齿隙补偿、电子齿轮、近旁通过

同步控制 同步编码器输入、 凸轮、相位补偿、凸轮自动生成
同步编码器输入、指令生成轴、凸轮、相位补偿、
凸轮自动生成

凸轮控制

凸轮登录数 最多256个 (根据储存器容量、凸轮分辨率、坐标数而不同 )

凸轮数据形式 行程比数据形式、坐标数据形式

凸轮自动生成 旋切设备用凸轮自动生成

定位控制方式 点位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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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MELSOFT GX Works3上、顺控程序上 (No. 1〜
100)设定)

600个数据 (定位数据No. 1〜600) /轴
(可在MELSOFT GX Work s2上、顺控程序上
(QD77MS16: No. 1〜100、QD77MS2/QD77MS4: 
No. 1〜600) 设定)

备份 参数、定位数据、块启动数据可以通过闪存ROM保存 (无需电池)

原点复位
近点狗式、计数式1、计数式2、数据设置式、
栅尺原点信号检测式、驱动器原点复位式 (注1)

近点狗式、计数式1、计数式2、数据设置式、
栅尺原点信号检测式

定位控制

直线插补控制 (最多4轴 (注2)、(合成速度、标准轴速度))、定长进给控制 (最多4轴)、
2轴圆弧插补控制 (辅助点指定、中心点指定)、螺旋插补控制、速度控制 (最多4轴)、
速度/位置切换控制 (INC模式、ABS模式)、位置/速度切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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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JUMP命令 (附带条件、无条件)、LOOP、L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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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动运行、
手动脉冲器运行 (可以连接1台 (增量式)、单位倍数: 1〜10000倍、内置接口 )

速度和转矩控制 不含位置环的速度控制、转矩控制、推压控制

绝对位置系统 通过伺服放大器中安装电池来支持

同步编码器运行功能
最大4CH
内置接口 、经由CPU (缓冲储存器)、经由伺服放大器

速度限制 速度限制值、JOG速度限制值

转矩限制功能 转矩限制值同一指定、转矩限制值个别指定

紧急停止 内置接口 、经由缓冲储存器、具有有效/无效的切换功能

软件行程限位功能 进给当前值的可动范围检测、进给机械值的可动范围检测

硬件行程限位功能 有

速度更改 有

超驰功能 0〜300 % 1〜300 %

加减速时间更改 有

转矩限制值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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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M代码输出功能 WITH模式/AFTER模式

其他功能
步进功能 减速单位步进、数据No. 单位步进

跳过功能 经由CPU、经由外部指令信号

参数初始化功能 有

外部输入信号设定功能 内置接口 、经由CPU (缓冲储存器)、经由伺服放大器

色标检测功能 常时检测模式、指定次数模式、环形缓冲模式

色标检测信号 20 4 (QD77MS2: 2点)

色标检测设定 16 16 (QD77MS4/QD77MS2: 4设定)

任意数据监视功能 最多4点/轴

自动恢复连接 SSCNET通信的切断/再启动功能

数字示波器功能 位数据16CH、字数据16CH (注3)
位数据16CH、字数据16CH (注3)

(QD77MS4, QD77MS2: 位数据8CH、字数据4CH)

注)   1. 使用驱动器 (伺服放大器) 中设定的原点复位方式。
2. 4轴直线插补控制只有标准轴速度有效。
3. 至字8CH，位8CH的数据可以通过实时波形显示。

 : 与RD78G不同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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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控制规格様

同步控制

项目
可设定数

RD78G4 RD78G8 RD78G16

伺服输入轴 [轴/模块] 4 8 16

同步编码器输入轴 [轴/模块] 4 8 16

指令生成轴 [轴/模块] 4 8 16

主轴合成齿轮 [个/输出轴] 1

主轴核心输入轴 [个/输出轴] 1

主轴辅助输入轴 [个/输出轴] 1

主轴齿轮 [个/输出轴] 1

主轴离合器 [个/输出轴] 1

辅助轴 [个/输出轴] 1

辅助轴齿轮 [个/输出轴] 1

辅助轴离合器 [个/输出轴] 1

辅助轴合成齿轮 [个/输出轴] 1

变速器 [个/输出轴] 1

输出轴 (凸轮轴) [轴/模块] 4 8 16

凸轮控制

项目
规格

RD78G4 RD78G8 RD78G16

储存器 
容量

凸轮保存范围 256 k字节

凸轮展开范围 1 M字节

最多登录数 256个

注释 各凸轮数据最多32个字 (半角)

凸轮数据

行程比
数据形式

最多凸轮
登录数

凸轮分辨率 256 512 1024 2048 4096 8192 16384 32768

RD78G 256 128 64 32 16 8 4 2

行程比 -214.7483648 〜 214.7483647 [%]

坐标
数据形式

最多凸轮
登录数

凸轮分辨率 128 256 512 1024 2048 4096 8192 16384 32768 65535

RD78G 256 128 64 32 16 8 4 2 - -

坐标数据 输入值: 0 〜 2147483647　输出值: -2147483648 〜 2147483647

凸轮自动生成 旋切设备用凸轮

■介绍品

手动脉冲发生器

本公司实施运作确认的手动脉冲发生器。详细请咨询各厂商。

产品名称 型号 内容 厂商

手动脉冲发生器 (注1) RE46A2CO2B １次旋转的脉冲数: 25 pulses/rev (4倍频后100 pulses/rev)
Tokyo Sokuteikizai Co., 
Ltd.

注)   1. 手动脉冲发生器连接CPU模块、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详细内容请参照用户手册，以及各产品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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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模块

CC-Link IE TSN网络

项目

运动模块

简易运动模式

RD78G

通信速度 [bps] 1G/100M (注1)

一个网络的最多连接站数 121站 (包含主站)

连接电缆
Ethernet电缆 
(5e类以上，带双层屏蔽、STP) 
直通电缆

最长站间距离 [m] 100

最多网络数 239

拓扑结构 (注2) 线型、星型、线型 + 星型

通信方式 时间分割方式

最大瞬时传送容量 1920字节

每个网络的最大链接点数

RX/RY 16K点

RWr/RWw 8K点

每个站的最大链接点数

RX/RY 16K点

RWr/RWw 8K点

安全通信

每个网络的最大安全连接数 1814个连接

每台的最大安全连接数 120个连接

每个安全连接的最大安全链接点数
8字
(输入8字，输出8字)

注)   1. 1Gbps设备与100Mbps设备无法混合连接。
2. 星型结构请使用认证级别为B级的交换集线器。

[连接时的注意事项]

请在B级的远程站之后连接A级的远程站。

认证级别

CC-Link IE TSN根据设备 (节点) 以及开关的功能和性能设置了认证级别。认证级别中有A和B两种。B为上位级别。关于各产品的认证级别，
请通过CC-Link协会的主页，或各产品的样本以及手册等进行确认。此外，根据使用产品的认证级别，可使用的功能和系统配置有所不同。例
如: 构建高速的运动控制系统时，就需要对应认证级别B的产品。但要注意，同时使用B级和A级的设备等时，关于系统构建的详情，请通过主
站产品的手册等进行确认。

系统配置

B级

B级

A级 A级 A级 A级

B级

远程站 远程站远程站远程站

以太网
开关

远程站 远程站

A级

同步精度±1μs以下的
系统范围

同步精度±1μs以上的
系统范围

主站 本地站 远程站

B级 B级

 ●根据连接设备和开关的认证级别的不同组合，系统的同步精度会有不同
 ●实现高精度同步±1μs以下的系统时，请选择B级的设备
 ●在对B级的设备进行星型配线时，请使用对应B级的以太网开关
 ●在高精度同步±1μs以下的系统中使用A级时，请将A级的设备连接于从B级的设备开始分支的位置。关于系统构建的详情，请通过主站产品
的手册等进行确认



18

工程软件

MELSOFT GX Works3运行环境 (注1)

项目 内容

OS
Microsoft® Windows® 10 (Home, Pro, Enterprise, Education, IoT Enterprise 2016 LTSB (注2)) (64位/32位)
Microsoft® Windows® 8.1 (64位/32位), Microsoft® Windows® 8.1 (Enterprise, Pro) (64位/32位)
Microsoft® Windows® 7 (Enterprise, Ultimate, Professional, Home Premium) (64位/32位)

个人电脑本体 可运行Windows®的个人电脑

CPU 推荐Intel® Core™ 2 Duo处理器2 GHz以上

必要的存储器
推荐2 GB以上 (64位版) 
推荐1 GB以上 (32位版)

硬盘可用空间
安装时: HD的可用空间17 GB以上
运行时: 虚拟存储器的可用空间512 MB以上

磁盘驱动器 支持DVD-ROM磁盘驱动器

显示器 分辨率1024 × 768 点以上

注)   1. 运行环境的注意事项和限制条件，请参照安装步骤说明书。
2. 不支持32位。

工程软件一览

项目 型号 内容

MELSOFT GX Works3 SW1DND-GXW3-C
・   可编程控制器工程软件 

[MELSOFT GX Works3 (注2、3)、GX Works2、GX Developer、PX Developer]
・   MITSUBISHI ELECTRIC FA Library

DVD-ROM版

MELSOFT iQ Works SW2DND-IQWK-C

FA工程软件 (注1)

・   系统管理软件 [MELSOFT Navigator]
・   可编程控制器工程软件 

[MELSOFT GX Works3 (注2、3)、GX Works2、GX Developer、PX Developer]
・   运动控制器工程软件 [MELSOFT MT Works2]
・   显示器画面创建软件 [MELSOFT GT Works3]
・   机器人编程软件 [MELSOFT RT ToolBox3 (注4)]
・   变频器安装软件 [MELSOFT FR Configurator2]
・   MITSUBISHI ELECTRIC FA Library

DVD-ROM版

注)   1. 各软件的对应机型，请参照各产品手册。
2. MELSOFT GX Works3中，菜单等显示语言支持日语、英语、简体中文，可以切换使用。
3. 要求MELSOFT GX Works3为版本1.075D以后，MR Configurator2为版本1.100E以后。
4. 使用iQ Works的产品ID时，已安装RT ToolBox3 mini (简易版)。若需要使用RT ToolBox3 (附带模拟功能) 时，请购入RT ToolBox3的产品ID。

运动模块

模块规格　RD78G

项目 RD78G

最多控制轴数
RD78G4: 4轴
RD78G8: 8轴
RD78G16: 16轴

最多连接站数 121站 (包含主站)

伺服放大器连接方式 CC-Link IE TSN

CC-Link IE TSN认证级别 B

最长站间距离 [m] 100

外围设备接口 经由CPU模块 (USB, Ethernet)

扩展存储器 SD存储卡

CC-Link IE TSN端口数 1个端口

输入输出占有点数 32点

模块占用插槽数 1个插槽

DC5 V内部消耗电流 [A] 1.93

质量 [kg] 0.26

外形尺寸 [mm] 106.0 (H) × 27.8 (W) × 110.0 (D)

外形尺寸图　RD78G4/RD78G8/RD78G16

9
8

4

110

1
0
6

27.8

[单位: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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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伺服系统控制器
产品名称 型号 用途 适用规格

运动模块 (注1)

RD78G4 最多控制轴数4轴　CC-Link IE TSN 主站 CE, UL, KC

RD78G8 最多控制轴数8轴　CC-Link IE TSN 主站 CE, UL, KC

RD78G16 最多控制轴数16轴　CC-Link IE TSN 主站 CE, UL, KC

注)   1. 支持简易运动模式需要运动模块固件版本为16以上。 
请咨询营业窗口以获取固件更新文件。

 ●工程软件
产品名称 型号 用途

MELSOFT iQ Works SW2DND-IQWK-C FA工程软件

MELSOFT GX Works3 SW1DND-GXW3-C 可编程控制器工程软件



SMART FACTORY
提高生产力 灵活性 提高可维护性提高质量

■ 融合IT系统

■ 开放性

■ 高速、时间同步

■ 整合网络

MITSUBISHIELECTRIC
CNC C80

iOS版 Android™版Windows®版

e-F@ctory  解决方案

三菱电机解决方案

FA整合解决方案“e-F@ctory”，通过工厂整体的无缝信息连接，提高生产力，实现维护和运营成本的削减。通过活用FA技术和IT技术，支持

工厂生产的改善，优化供应链，提供削减总成本的解决方案。

在当今的生产现场，为了实现新一代的智能工厂，需要有一个高速且大容量的网络，该网络在能够进行生产设备和预防性维护所需数据

等的信息通信的同时，还需能够进行高实时性要求的控制通信。e-F@ctory，通过活用CC-Link IE TSN，可整合FA系统和IT系统， 为削减开

发、生产和维护各阶段的总成本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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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FACTORY
提高生产力 灵活性 提高可维护性提高质量

■ 融合IT系统

■ 开放性

■ 高速、时间同步

■ 整合网络

MITSUBISHIELECTRIC
CNC C80

iOS版 Android™版Windows®版

三菱电机FA全球网站

Worldwide

"三菱电机FA全球网站"全面登载了产品信息、FA设备相关的各种信息，全力支持全球所有三菱FA设备用户。

快速、准确地获取所需信息, e-Manual Viewer

全球网站与支持各国家语言的网站

e-Manual Viewer，对于与FA相关的用户，是可阅览三菱电机FA产品手册等最优化了的文档的电子书籍。可迅速搜索所需信息，消减产品

引进以及故障排除所耗的时间。

三菱电机FA全球网站

www.MitsubishiElectric.com/fa

支持各国家语言的网站 全球网站

■ 特点

 ●一次性轻松下载全部手册

 ●包含GX Works3工程软件

 ●也可使用平板电脑版本

 ●将所有需要的手册作为一个数据库来使用

 ●通过文档共享功能，可供多人共享最新手册以及专门技术等

 ●可将手册中记载的程序示例直接复制至工程设计工具中

 ●可离线使用下载后的e-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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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SOLUTION PARTNER

自动化解决方案

自1870年创立以来，“三菱”的名字就被金融、
商业、工业领域大约45家企业作为公司名称
的一部分使用。

时至今日，“三菱”这个品牌作为高品质的象
征驰名世界。

三菱电机株式会社在宇宙开发、运输、半导体、
能源系统、信息通信处理、AV设备和家电、建
筑、能源管理、自动化系统领域开展业务，在
14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83家工厂和研究所。

为什么说“三菱电机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可以
信赖”呢？这正是因为可靠、高效、易用的自
动化设备和控制装置，首先都在我们自己的
工厂里使用并经过验证。

作为一个销售额4兆日元（400亿美元以上）、
拥有146,000多名员工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之
一，三菱电机不仅可以提供高品质的产品，
而且还可以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和技术支持。

可信赖的品牌

三菱电机可提供从控制、驱动产品到数控、加工机、工业机器人等广泛的自动化设备。

※向各国提供的产品不同。

高压配电控制设备 ：VCB、VCC

电力监控、能源管理

可编程控制器

变频器、伺服系统

人机界面（HMI）

数控系统 （CNC）

低压配电控制设备 ：MCCB、MCB、ACB

工业和协作机器人

加工机 ：放电加工机、激光加工机、激光打孔机

变压器、空调、太阳能发电系统

伺服系统控制器

质保

1. 免费质保期限和免费质保范围

如果产品在免费质保期限内发生了因本公司责任而导致的故障或瑕

疵 (以下统称“故障”) 时，本公司将通过销售商或本公司的售后服务公

司免费对产品进行修理。但如果需要在国内或海外出差维修时，则要收

取派遣技术人员的实际费用。此外，因故障部件的更换而发生的现场再

调试、试运行不属于本公司责任范围。

[免费质保期限]

关于产品的免费质保期限，请向您的三菱产品销售商进行咨询。

[免费质保范围]

(1) 首次故障诊断原则上由贵公司负责实施。  

但应贵公司要求，本公司或者本公司维修网点可有偿提供该项业

务。  

此时，如果故障是由于本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则该项业务免费。

(2) 仅限于使用状态·使用方法及使用环境等均遵照使用说明书、用户

手册、产品本体注意标签等规定的条件·注意事项等，并在正常状

态下使用的情况。

(3) 即使在免费质保期限内，以下情况也要收取维修费用。

① 因客户保管或使用不当、疏忽、过失等引起的故障，以及因客户的

硬件或软件设计内容引起的故障。

② 因客户未经本公司允许对产品进行改造等而引起的故障。

③ 将本公司产品组合安装到用户的机器中时，如果用户的机器上安

装了法规规定的安全装置或业界标准要求配备的功能和结构后即

可避免的故障。

④ 如果正常维护、更换使用说明书中指定的消耗品即可避免的故障。

⑤ 耗材 (电池、风扇、平滑电容等) 的更换。

⑥ 由于火灾、异常电压等不可抗力引起的外部因素以及因地震、雷电、

风灾水灾等自然灾害引起的故障。

⑦ 根据从本公司出货时的科技标准还无法预知的原因而导致的故障。

⑧ 其他任何非本公司责任或客户认为非本公司责任的故障。

2. 产品停产后的有偿维修期限

(1) 本公司在本产品停产后的7年内受理该产品的有偿维修。关于停产

的消息将通过本公司销售和售后服务人员进行通告。

(2) 产品停产后，将不再提供产品 (包括维修零件) 。

3. 海外服务

在海外，由本公司在当地的海外FA中心受理维修业务。但是，请注意

各个FA中心的维修条件等可能会有所不同。

4. 机会损失和间接损失等不在质保责任范围内

无论是否在免费质保期内，本公司对于以下内容都不承担责任。

(1) 非本公司责任的原因而导致的损失。

(2) 因本公司产品故障而引起的用户机会损失、利润损失。

(3) 无论本公司能否预测的特殊事件引起的损失和间接损失、事故赔偿、

对本公司产品以外的损伤。

(4) 用户更换设备、现场机械设备的再调试、运行测试及其他作业的赔偿。

5. 产品规格的更改

样本、手册或技术资料等所记载的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6. 关于产品的适用范围

(1) 在使用本公司运动模块时，应该符合以下条件 : 即使在运动模块出

现问题或故障时也不会导致重大事故，并且应在设备外部系统地配

备能应付任何问题或故障的备用设备及失效安全功能。

(2) 本公司运动模块是以一般工业用途等为对象设计和制造的通用产品。  

因此，运动模块不适用于面向各电力公司的核电站以及其他发电厂

等对公众有较大影响的用途、及面向各铁路公司或行政机关等要求

构建特殊质量保证体系的用途。  

此外，运动模块也不适用于航空航天、医疗、铁路、焚烧·燃料装置、

载人运输装置、娱乐设备、安全设备等预计对人身财产有较大影响

的用途。  

但是，对于上述用途，在用户同意限定用途且无特殊质量要求的条

件下，可对其适用性进行研究讨论，请与本公司服务窗口联系。

Android 与 Google Play 是 Google Inc. 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Apple、iPad、iPad Air、iPad mini、App Store 是在美国及其它国家 Apple Inc. 的注册商标。

Microsoft、Windows 是美国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另外，本文中的公司名称、商品名称为各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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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SOLUTION PARTNER

自动化解决方案

自1870年创立以来，“三菱”的名字就被金融、
商业、工业领域大约45家企业作为公司名称
的一部分使用。

时至今日，“三菱”这个品牌作为高品质的象
征驰名世界。

三菱电机株式会社在宇宙开发、运输、半导体、
能源系统、信息通信处理、AV设备和家电、建
筑、能源管理、自动化系统领域开展业务，在
14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83家工厂和研究所。

为什么说“三菱电机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可以
信赖”呢？这正是因为可靠、高效、易用的自
动化设备和控制装置，首先都在我们自己的
工厂里使用并经过验证。

作为一个销售额4兆日元（400亿美元以上）、
拥有146,000多名员工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之
一，三菱电机不仅可以提供高品质的产品，
而且还可以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和技术支持。

可信赖的品牌

三菱电机可提供从控制、驱动产品到数控、加工机、工业机器人等广泛的自动化设备。

※向各国提供的产品不同。

高压配电控制设备 ：VCB、VCC

电力监控、能源管理

可编程控制器

变频器、伺服系统

人机界面（HMI）

数控系统 （CNC）

低压配电控制设备 ：MCCB、MCB、ACB

工业和协作机器人

加工机 ：放电加工机、激光加工机、激光打孔机

变压器、空调、太阳能发电系统



销售服务

华东区

华北区

东北区

华南区

西南区

上海

上海市虹桥路1386号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心
200336
电话: 86-21-2322-3030
传真: 86-21-2322-3000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0号颐堤港一座
第5层504-506号  100016
电话: 86-10-6518-8830
传真: 86-10-6518-8030

沈阳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总统大厦
C座  110013
电话: 86-24-2259-8830
传真: 86-24-2259-8030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雅宝路1号星河WORLD B栋
大厦8层  518129
电话: 86-755-2399-8272
传真: 86-755-8218-4776

成都

成都市滨江东路9号B座成都香格里拉中心
办公楼4层401A，407B，408单元  610016
电话: 86-28-8446-8030
传真: 86-28-8446-8630

广州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汉溪大道东276-282号
时代E-PARK A1栋1006  510030
电话: 86-20-8923-6730
传真: 86-20-8923-6715

厦门

厦门市集美区英瑶路122-126号2层
361021
电话: 86-592-6150-301

长沙

长沙市岳麓区环湖路1177号金茂广场南塔
1718室 410205
电话: 86-731-8229-0957

大连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北三街5号(三菱电机大连

机器有限公司内) 116600
电话: 86-411-8765-5951
传真: 86-411-8765-5952

重庆

重庆市九龙坡区 (县) 石杨路18号江夏星光汇1幢

8-办公4

电话: 86-23-6816-2680

天津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35号城市大厦3203室
300061
电话: 86-22-2813-1015
传真: 86-22-2813-1017

西安

西安市二环南路88号老三届世纪星大厦
24层DE室  710061
电话: 86-29-8730-5236
传真: 86-29-8730-5235

武汉

湖北武汉云霞路187号泛海民生金融中心
9层04B单元
电话: 86-27-8555-8043
传真: 86-27-8555-7883

苏州

苏州市苏州工业园苏州中心C座6层601-608室
215021
电话: 86-512-6258-8830

合肥

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888号合肥百利商务中心

1号楼1408室 230000
电话: 86-551-6515-1300

本印刷品于　 年　月发行。内容如有变动，怒不另行通知。L(NA)03199CHN-A 2106oIPp 2021 6

三菱电机AC伺服系统 MELSEC iQ-R系列 运动模块

简易运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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