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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相功率调整器

G3PW
功能、性能大幅提升。轻松实现高精度和
多功能
• 加热器断线检测功能 （基于加热器电阻值的监测，实现更准确的断

线检测。可检测多台加热器中的单台断线）。

• 可通过数字显示监控设定值与输出量。

• 可选择控制模式 （相位控制、最佳周期控制）。

• 可通过通信端口 （RS-485）进行输出量的设定和负载电流的

监控。

• 可监控运行时间。

• 可选择4个相位控制方式。

（与位相角成正比控制/与电压成正比控制/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控制/

恒定电流控制）

• 适用于多种负载 （变压器负载、合金加热器、纯金属加热器等）。

• 获得UL以及CE认证。

请参见第8页上的“注意事项”。

关于标准认证机型的最新信息，请参见本公司网站 （www.fa.omron.com.cn）
的 “标准认证/适用”。

型号结构

■ 型号标准

G3PW-A2□□E□-□-□□□

A BC D E F G H

种类

■ 本体

■ 选装件 （另售）

相数 控制端子台 类型 输出的适用负载
加热器断线

检测
通信
功能

型号

单相

无螺钉紧固端子

标准型

20A

AC100～240V

无 ×

G3PW-A220EU-C

45A G3PW-A245EU-C

60A G3PW-A260EU-C

恒定电流型

20A

有 ○

G3PW-A220EC-C-FLK

45A G3PW-A245EC-C-FLK

60A G3PW-A260EC-C-FLK

小型负号螺钉端子

标准型

20A

无 ×

G3PW-A220EU-S

45A G3PW-A245EU-S

60A G3PW-A260EU-S

恒定电流型

20A

有 ○

G3PW-A220EC-S-FLK

45A G3PW-A245EC-S-FLK

60A G3PW-A260EC-S-FLK

A基本型号

G3PW ： 功率调整器

B保护构造

A ： 柜内安装型/封闭壁挂型

C电压等级

2 ： AC200V

D最大额定电流

20 ： 20A
45 ： 45A
60 ： 60A

E电源种类

E ： 单相电源

F电流控制功能

U ： 标准型 （无恒定电流控制）

C ： 恒定电流型

G控制端子台的形态

C ： 无螺钉紧固端子台

S ： 小型一字螺钉端子台

HRS-485通信功能

无 ： 无通信功能

FLK： 有通信功能

名称 电阻值 显示 型号

外部设定钮 2kΩ 202 G32X-V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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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PW

额定规格/性能

种类 标准型 恒定电流型

项目 型号 G3PW-A2□□EU-□ G3PW-A2□□EC-□-FLK

控制方式
模拟量输入时 ：相位控制或最佳周期控制
电压ON/OFF输入时 ：ON/OFF控制

适用负载
• 位相控制：线性度 （电阻）负载、变压器1次侧控制（磁通密度1.25T以下）

• 最佳周期控制：线性度 （电阻）负载 （不支持变压器1次侧控制）

输出模式

模拟量输入时

位相控制 与相位角成正比、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与电压成正比
与相位角成正比、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与电压成正比、
恒定电流控制

最佳周期控制
最佳周期控制
（输出每半个周期切换为100％或0％）

电压ON/OFF
输入时

ON/OFF控制 与电压成正比

相数 单相

额定电压 AC100～240V 

电压变化范围 －15～+10%

电源频率 50/60Hz

电源频率变化 ±3Hz

消耗功率 5VA以下 （控制电源④－⑤间）

负载电流范围

-A220E□ 1～20A

-A245E□ 1～45A

-A260E□ 1～60A

浪涌ON电流耐量

-A220E□ 220A （60Hz、 1周期）

-A245E□ 440A （60Hz、 1周期）

-A260E□ 440A （60Hz、 1周期）

I2t

-A220E□ 400A2s （1周期）

-A245E□ 1,600A2s （1周期）

-A260E□ 1,600A2s （1周期）

输出电压调整范围 0～98%

控制用输入信号

模拟量输入 DC4～20mA （输入阻抗100Ω）、或DC1～5V （输入阻抗30.1kΩ）

电压ON/OFF输入 DC5V （输入阻抗30.1kΩ）

外部主设定 指定品：G32X-V2K （2kΩ、 2W）

外部斜率设定 指定品：G32X-V2K （2kΩ、 2W）

输出量设定范围

主设定 0.0～100%

BASE UP值 0.0～100% （初始值：0.0％）

上下限限位值
输出限位上限值：0.0～100% （初始值：100％）
输出限位下限值：0.0～100% （初始值：0.0％）

斜率设定值
斜率设定值＝内部斜率设定值×外部斜率设定值
内部斜率设定范围 （通过正面键或通信进行设定）：0～100% （初始值：100%）　
外部斜率设定范围 （通过外部旋钮进行设定）：0～100% （初始值：100%）

斜升/斜降时间
0.0～99.9秒 （初始值：0.5秒）
可采用相位控制或最佳周期控制。

恒定电流特性 ―― 电流变化±2％FS

负载电流上限值 ――
0.0～66.0A （初始值：0.0＝OFF）
过载电流检测时间：500ms以内

电流检测

电流检测器（CT） ―― 内置

电流检测精度 ―― 额定电流的10％FS

最小检测负载电流 ―― 1A

加热器断
线警报

检测方法 ――

视加热器电阻值而定
（含加热器电阻值示教和断线检测参数设定功能）
注：对于温度上升时电阻值会变大的加热器而言，

断线检测的精度会降低。

断线检测电阻变化率的设定范围 ―― 1～100% （初始值：100％）

断线检测精度 ――
额定电流时为10％FS以内
（不适用于电阻会变化的负载）

断线检测输出量下限 ――
在大于等于规定的输出值时检测断线
0.0～100% （初始值：0.0％）

断线检测延迟次数 ―― 0～999次 （初始值：150次）

多台加热器断线检测 ―― 可从10根中检测出1根断线 （额定电流通电时）

事件输入

事件数量

2件
1. 事件输入的功能可通过初始设定等级的参数设定来改变。

事件输入可用于下列任一功能切换

• 使主设定在自动和手动操作之间切换。

• 在相位控制和最佳周期控制之间切换。

2. 报警复位

有接点输入条件 ON：1kΩ以下/OFF：100kΩ以上

无接点输入条件 ON：残留电压 1.0V 以下/OFF：漏电流0.1mA 以下

流出电流 约1.1mA （每个输入）

端子间电压 DC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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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丝 （外部连接例）

* 关于UL标准认定产品，请另行咨询。

■ 延时保险丝规格

种类 标准型 恒定电流型

项目 型号 G3PW-A2□□EU-□ G3PW-A2□□EC-□-FLK

报警输出

事件数量

2件
• ALARM1 （Caution）
• ALARM2 （Warning）
开路集电极输出 （独立COM）

最大使用电压 DC30V

最大负载电流 50mA

最大残留电压 1.5V

最大漏电流 0.4mA

串行通信 ――

RS-485×1个端口：CompoWay/F从站功能（注）
注：可与模块型温控器EJ1基本单元连接。参数可通过

与EJ1终端单元相连后使用CX-Thermo进行设定和
监控。

过电流保护 ―― 额定电流×120％以上、 250个周期内

SSR异常检测

SSR短路/开路故障后3秒以内

• 可检测SSR短路故障的相位角范围：0～72％
• 可检测SSR开路故障的相位角范围：28～100％ 

电源频率异常 47Hz以下、 63Hz以上

输出ON电压下降 1.6 Vrms （100%输出时）

漏电流 10mA以下（AC100/110V）、 20mA以下 （AC200/220V）

绝缘电阻 100MΩ以上 （DC500V  绝缘电阻计）

耐电压 AC2,500V  50/60Hz  1分钟 （充电部与非充电部之间）

振动 10～55～10Hz  100m/s2

冲击 300m/s2

使用环境温度 －15～＋55℃ （无结冰、结露）

使用环境湿度 5～95％RH

保存温度 －25～＋65℃ （无结冰、结露）

质量
G3PW-A220E□-□-□□□：1kg以下
G3PW-A245E□-□-□□□：1.9kg以下
G3PW-A260E□-□-□□□：1.9kg以下

适用标准

安全标准

UL508
CSA C22.2 No.14
EN60947-4-3 （污染度2、过电压类别Ⅱ）

EMC标准

EMI EN60947-1
EN60947-4-3

EMS EN60947-1
EN60947-4-3

推荐品
种类

富士电机制快速熔断保险丝座 富士电机制保险丝座

快速熔断保险丝 *

20A用 CR6L-20/UL
CMS-4

45A用 CR6L-50/UL

60A用 CR6L-75/UL CMS-5

种类 规格

延时保险丝 AC250V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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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PW

各部分名称和功能

● 等级显示LED

● 监控项目LED　

● 通信LED

● 键开关

LED 说明

■ ADJ 等级为 “调整”时亮灯

■ SET 等级为 “初始设定”时亮灯

■ EV 外部接点的RESET输入或事件输入ON时，亮灯

LED 说明

■ %(IN) 在监控等级上、 监控项目为 “输入量”时亮灯

■ %(DUTY) 在监控等级上、 监控项目为 “斜率值”时亮灯

■ %(OUT) 在监控等级上、 监控项目为 “输出量”时亮灯

■ %(PHASE) 在监控等级上、 监控项目为 “位相角”时亮灯

■ A 在监控等级上、 监控项目为 “电流值”时亮灯

LED 说明

■ COMM 串行通信时亮灯

键 名称 说明 有效条件

LVL键

【等级移动】
“监控等级” ⇔ “调整等级”
“监控等级” ⇔ “初始设定等级”
“初始设定等级” ⇔ “监控等级”
时，软件将复位。

“监控等级” ⇔ “调整等级”和
“监控等级” ⇔ “初始设定等级”异
常发生时也可执行的转换。

ENT/RST键
[设定值显示]
[设定值变更确定]
[异常复位]

在监控等级上，仅限发生异常时
作为复位键发挥作用。（未发生异常
时，作为键不发挥作用）

UP键
[设定值变更]
[监控项目/设定值No转换]

DOWN键

LED

LVL
UP

ENT/RST
LED

LED

7 LED / LED

DOWN

/

AC100 240V

11 5V 0/5V

5AC100 240V
4AC100 240V
3 /  COM
24 2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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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PW

特性数据

● 电流-温度特性

注1. 使用环境温度为－15～＋55℃。但请注意。环境温度超过40℃时须降低最大负载电流。
2. G3PW-A260E□的左右安装间隔需留20mm以上。紧密安装时，环境温度超过30℃时须降低最大负载电流。
3. 以安装间隔为20mm的条件获得安全标准认证。
4. 请确保足够的通风空间。
5. 请勿将本产品安装在发热量较高的设备 （加热器、变压器、大容量电阻等）正上方。 
6. 环境温度为55℃以上时，请设置空调降低环境温度。

● 浪涌ON电流耐量  不重复 （重复时， 请保持在虚线的冲击电流耐量以下）

G3PW-A220E□、 G3PW-A245E□ G3PW-A260E□

G3PW-A220E□ G3PW-A245E□、 G3PW-A26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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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PW

外形尺寸 （单位：mm）

■ 本体

170 146.4

50

137

120

40

100

158±0.2

2-M5
38±0.2

51

● 无螺钉紧固端子

G3PW-A220EU-C
G3PW-A220EC-C-FLK

安装孔加工尺寸

188
171.5

70

155

138

104

71

100

176±0.2

100

176±0.2

57.6±0.2
2-M5

2-M5
90

57.6±0.2

G3PW-A245EU-C
G3PW-A245EC-C-FLK

G3PW-A260EU-C
G3PW-A260EC-C-FLK

● 无螺钉紧固端子

G3PW-A245EU-C
G3PW-A260EU-C
G3PW-A245EC-C-FLK
G3PW-A260EC-C-FLK

安装孔加工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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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装件 （另售）

170 146.4

50

136.5

120

40

100

158±0.2

2-M5
38±0.2

51

● 小型负号螺钉端子

G3PW-A220EU-S
G3PW-A220EC-S-FLK

安装孔加工尺寸

188
171.5 

70

154.5 

138 

104 

71

100

176±0.2

100

176±0.2

57.6±0.2

2-M5

2-M5 90
57.6±0.2

G3PW-A245EU-S
G3PW-A245EC-S-FLK

G3PW-A260EU-S
G3PW-A260EC-S-FLK

● 小型负号螺钉端子

G3PW-A245EU-S
G3PW-A260EU-S
G3PW-A245EC-S-FLK
G3PW-A260EC-S-FLK

安装孔加工尺寸

φ2.8±0.2

1±0.1

M9P0.75

1.6±0.2
10±1

20±117

15

2.5±1

φ31±1
12±0.2

R26

30

φ6 0
0.1 3426

13.4

1.6

6.5

14

17

● 外部设定钮

G32X-V2K

12±0.2

φ3

φ9.5

安装孔加工尺寸 铭牌尺寸

48

48

旋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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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PW

注意事项

偶尔有强触电的可能性。

请不要在通电状态下拆解本产品。

可能会因触电而导致受重伤。 通电时请勿接触端子。

接线后，请务必安装端子防护盖。 

为防备信号线的断线、瞬间停电引起的异常信号导致不

安全状况，请用户实施故障安全措施。

异常动作可能导致重大事故。 

有爆炸的可能性。

因此，请勿在有易燃性、易爆性气体的场所使用。 

请使用本文指定尺寸的铜质绞线或单线。 
请使用附绝缘包皮的压接端子。 使用裸露的压接端子

时，绝缘套管覆盖。 
请使用本文指定尺寸的产品。 

如果布线有误，本机将不能正常工作。而且可能导致负

载损坏。

请注意按照负载回路端子T1和电源端子4号（N）、负载

回路端子L1和电源端子5号 （L）的相位匹配布线。

同时，请在电源线、负载输出线上设置匹配的保险丝，以保护回

路。 

安装本产品时，请在上下方留出100mm以上的间隔，

以利散热，请不要堵塞本体，特别是散热器周围的

空间。 

按照本文指定的安装方向安装本产品。

本产品运行中产生散发大量热量，需要良好的空气对流

予以冷却。如按规定以外的方向安装，会引发事故和故

障。

向电源端子台或负载端子台布线后，请勿在通电状态

下再次触碰端子部。

电源端子台或负载端子台出于警报功能的要求未进行

绝缘，可能造成触电。

由于工作时本体及散热器处于高温状态，可能会导致烫

伤。请勿在通电时及切断电源后立即触摸本产品的设定

键以外的部位。 

可能导致轻度触电、火灾、设备故障。

请勿分解、改装、修理，或者接触内部。

可能导致轻度触电、火灾、设备故障。

请勿使金属、导线或安装加工中的金属碎屑等异物进入

本产品内部

请务必将负载连接在负载端子台的T1上。同时，请将

指令输入电源端子台4号 （N）直接连接电源，而不要

通过T1的负载。连接错误时，本产品的检测功能显示

“E10”，并停止输出动作。请重新检查布线。 

本产品用于进行变压器一次电路控制时，请不要在运行

中对变压器的2次电路开路。

通电中请不要触摸连接电缆，以防止因静电而引发的误

动作。 

如果因本产品的故障而导致控制失效或无法输出报警，

偶尔有导致损坏本机上连接的设备、装置等。为了在本

机发生故障时也能确保安全，请采取通过其它系统安装

监视设备等安全措施。

设定内容与控制对象的内容不符时，可能因意外动作而

引起装置损坏或发生事故。

因此，请根据控制对象正确设定各种设定值。

螺钉松动可能导致起火及误动作。

请按本文指定扭矩紧固端子螺钉。

警告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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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长期致力于提高质量、可靠性，但G3PW使用半导体元件，

半导体特性导致发生误动作、故障。特别是超出额定值范围使用

时，不能保证安全，因此请务必在额定范围内使用。使用G3PW
时，必须考虑到安全性，请注意系统的冗余设计、阻燃设计、误动

作防止设计等安全设计，以避免G3PW故障导致的人身事故、火灾

事故、社会性损害。

1.请勿在G3PW的各端子部施加超出额定的电压、电流。

否则可能会导致G3PW的故障及烧损。

2.请勿在端子螺钉松动的状态下使用。

否则，本体会因端子异常发热而烧损。

3.请勿阻碍G3PW本体、散热器周围的空气对流。

否则，可能会因本体异常发热而导致输出元件短路、烧损。

4.接线及螺钉紧固请按照 “使用上的注意”正确操作。

若在接线或紧固螺钉不到位的状态下使用，则会因通电时的

异常发热导致烧损。

● 设置环境

• 请在规格范围内的环境温度及湿度条件下使用及保存本产品。

• 多台密集安装本产品、或予以上下并联安装，就会因发热而导致

内部温度上升，缩短使用寿命。在这种情况下，请采取设置风扇

予以强制冷却等措施。

• 本产品为室内专用设备，请务必在室内使用。请勿在下述环境中

使用本产品。

• 有水、油、化学品等飞散物的场所

• 阳光直射的场所

• 有尘埃、腐蚀性气体 （尤其是含硫气体、氨气等）的场所

• 温度变化剧烈的场所

• 可能会结冰、结露的场所

• 振动、冲击影响严重的场所

• 直接受到加热设备辐射热的场所

● 安装、配线

• 在安装本产品时，请务必先紧固固定本体上方的安装螺钉。在拆

卸本产品时，请务必先拆卸主机下方的安装螺钉。

• 工作时，请采取穿着安全鞋、防止产品掉落等的安全措施。

• 接触本产品前请先采取触摸接地金属等除静电措施。

• 对本产品务必请实施D种接地（第3种接地）。本产品无专用接地

端子，请利用散热器的安装螺钉做接地端子使用。

• 请确认端子的编号和极性并进行正确的接线。

• 请使用本文指定尺寸的铜质绞线。

• 压接端子，请使用附绝缘包皮的压接端子。使用裸露的压接端子

时，请使用本文指定尺寸的绝缘套管覆盖。同时，请使用本文记

载的尺寸的产品。

• 向负载端子接线时请务必使用压接端子。

• 插入连接器时，请确保完全插入且无松动。

• 未使用的端子请勿进行任何连接。

● 安全措施和确认

• 为了使作业人员能够立即关闭电源，请设置开关或断路器，并进

行恰当的标识。

• 如果慢慢施压，可能会发生电源没有复位或输出不确定动作等情

况。请通过开关、继电器等的接点施加电源额定电压，以使电源

电压在2秒内达到额定值。

• 请使用最大输出时的电流为本产品的额定电流范围内的负载。

• 请使用本产品的规格及额定值范围内的电源电压、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及负载。如超越额定范围使用，就会引起故障或火灾。

• 内部零件可能会因机械压力而损坏。使用前请务必安装负载端子

台的防护盖。

● 为了防止感应干扰

• 设置本产品时，请尽量远离产生强高频的设备（高频焊机、高频

缝纫机等）或产生浪涌的设备。

• 接线应与高电压、大电流的动力线隔开。并且，请避免与动力线

平行布线或在同一管道布线。使用不同的电线管或走线槽，或者

使用屏蔽线等方法可有效降低干扰。

• 在产生干扰的周围设备，尤其是电机、变压器、螺线管、电磁线

圈等带电感成分的设备处，请安装浪涌吸收器或噪声滤波器。

• 电源处使用噪声滤波器时，请确认电压和电流，然后尽量安装在

距离本产品较近的位置。

● 关于清扫

• 请不要使用稀释剂类的有机溶剂。请使用市售酒精。

● 关于保管

• 请在规格范围内的环境温度及湿度条件下使用及保存本产品。

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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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方向

G3PW散发极大的热量，须良好的空气对流予以冷却。因此，不按规

定的方向安装，有可能发生故障或意外事故。

为了提高冷却效果，请遵守安装方向。

● 电源/负载回路的配线

如果配线有误，本机将不能正常工作。本产品的故障检测功能会停

止输出动作。

请将AC电源连接至指令输入电源端子台的4 （N）、 5 （L）。

请将负载以及电源连接至负载回路端子台的T1侧。

请将快速熔断保险丝连接电源至负载端子L1侧。

AC电源的接地/非接地的极性与G3PW的端子台的极性无关，但对指

令输入/电源端子台的4(N)和负载端子台的T1,以及指令输入/电源端

子台的5(L)与负载端子台的L1，要按各自的同相的电源配线。

请务必将负载连接在负载端子台的T1侧。

● 负载端子台的接线

推荐电线规格

请遵守规定的各型号的电线尺寸，使用负载端子的配线材料。

* 务必请使用符合UL、 CSA规定的压接端子。

压接端子

• 请使用附有绝缘包皮的压接端子，或在使用裸露的压接端子时套

上绝缘套管。

• 向负载端子接线时请务必使用下列压接端子。

• 同一处请勿连接2个以上的压接端子。

保险丝推荐品

* 关于UL标准认定产品，请另行咨询。

延时保险丝规格

● 指令输入/电源端子台的配线

电压输入时 （DC1～5V）
在输入电压上使用时，请在各自的端子1-3上连接＋、－信号线。

电流输入时 （DC4～20mA）

在输入电流上使用时，请在各自的端子2-3上连接＋、－信号线。

注：在电流输入连接数台时， G3PW的事件输入/复位输入的负端子(L/N)与电
流输入端子-3不能做负公用端子。第2代以后的G3PW可能会发生不工作的
情况。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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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推荐电线规格 紧固扭矩 端子螺钉

G3PW-A220　 AWG18～10 1.8N·m M4

G3PW-A245　
AWG6 * 2.8N·m M5

G3PW-A260　

推荐品
种类

富士电机制快速熔断保险丝
富士电机制 
保险丝座

快速熔断保险丝 *

20A用 CR6L-20/UL　
CMS-4　

45A用 CR6L-50/UL　

60A用 CR6L-75/UL　 CMS-5　

种类 规格

延时保险丝 AC250V 2A　

A 

型号 A （mm）

G3PW-A220　 9.5以下

G3PW-A245/A260　 12以下

1 5V

54
LN

1 2 3

4 20mA

6 600Ω

54
LN

1 2 3 54
LN

1 2 3 54
LN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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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FF电压输入时 （DC0/5V）
在ON/OFF输入电压上使用时，请在各自的端子1-3上连接＋、－信

号线，请使用0/5V的指令电压。

如果对指令电压外加5V以上的电压，可能会导致本产品的故障。
使用5V以上的电压时，请按下图所示在1号端子侧插入电阻，向
1－3号端子施加5V，以分压使用。 1－3号端子间的内部阻抗为
30.1kΩ。

指令输入/电源端子的电线规格

推荐压接端子

向指令输入/电源端子接线时，请务必使用下列压接端子（M3.5用）。

● 控制端子台的接线

推荐电线规格和连接方法

G3PW-A2□□E□-S （小型一字型螺钉端子型）

G3PW-A2□□E□-C （无螺钉固定端子型）

控制端子 （小型一字型螺钉/无螺钉固定通用）的电线规格

• 关于裸线连接的配线材，请使用本文指定尺寸的铜质 AWG26-16
的绞线。

• 关于电线包皮的剥离长度，请根据各连接器型号，按下列规定
配线。
• 小型一字螺钉端子型号：7mm
• 无螺钉紧固端子型号：9mm

• 电线为绞线时，建议在带绝缘包皮的棒形端子 （符合DIN46228-4
标准的型号）上，实施终端处理后连接。

• 关于RS-485通信电线，请使用带屏蔽的双绞线。同时配线最长不
超过500m。

● 异常检测的配线

在系统的安全设计上，请考虑使用G3PW检出异常时的报警输出切
断负载回路的功能。

端子名称

外部设定输入的接线

报警输出

● 使用外接抗干扰滤波器时的配线

请务必按以下所示向G3PW的电源侧插入抗干扰滤波。

● 关于接地

对G3PW本体，务必请实施D种接地（第3种接地）。
本产品无设置接地端子，请利用散热器的安装螺钉做接地端子使
用。

型号 推荐电线规格 紧固扭矩 端子螺钉

所有型号共通 AWG18～14 0.8～1.0N·m M3.5

型号 推荐电线规格 紧固扭矩 端子螺钉

所有型号共通 AWG26～16 0.22N·m M2

PLC

0/5V

54
LN

1 2 3

5V  
+ 

 

1

 

30.1kΩ

PLC

2 3 N L 
输出电压 电阻

0/5V  不需要

0/12V 42kΩ 
1/5W 以上

0/24V 120kΩ 
1/5W 以上

7.2mm

7.2mm

1RS-485  

2RS-485  

3  

4  COM 

5  

6  COM 

7 1

8 1  

9 2

0 2  

A  

B  

C

D

1 2  

* 
31

* RS-485  
54Ω  

 EJ1
SYSMAC CS/CJ

 

2

3

1
3  

4  COM

5  

6  COM

2

3

1

• 在外部主设定上使用时

外部主设定，请使用旋钮

型G32X-V2K。

• 在外部斜率设定上使用时

外部斜率设定，请使用旋钮型

G32X-V2K。

1

2

3

4

55

6

1  

2

0 2  

A

B

C

D

输出形态 集电极开路

输出点数 2点

最大使用电压 DC30V

最大负载电流 50mA

最大残留电压 1.5V

最大漏电流 0.4mA

T1

L1

T1 L1

LN
1 2 3

3

4

1

2

4 5

/
 

 

RSMN-2030/2060
TDK LAMBDA 

AC100 240V
50/60Hz



购买欧姆龙产品的客户须知 

购买时的注意事项 
 承蒙对欧姆龙株式会社（ 以下简称“本公司”） 产品的一贯厚爱和支持， 藉此机会再次深表谢意。 

在购买“本公司产品”之际， 如果没有其他特别约定， 无论客户从哪个经销商购买， 都将适用本注意事项中记载的条件。 

请在充分了解这些注意事项基础上订购。 

1. 定义 

本注意事项中的术语定义如下。 

（ 1）  “本公司产品”： “本公司”的FA系统机器、通用控制器、传感器、电子/结构部件 

（ 2）  “产品目录等”： 与“本公司产品”有关的欧姆龙综合产品目录、FA系统设备综合产品目录、安全组件综合产品目录、电子/机构部件综合产品目录以及其他产品目录、规格书、

使用说明书、操作指南等， 包括以电子数据方式提供的资料。 

（ 3）  “使用条件等”： 在“产品目录等”资料中记载的“本公司产品”的使用条件、额定值、性能、动作环境、操作使用方法、使用时的注意事项、禁止事项以及其他事项 

（ 4）  “客户用途”： 是指“本公司产品”的客户使用本产品的方法， 包括将“本公司产品”组装或运用到客户生产的部件、电子电路板、机器、设备或系统等产品中。 

（ 5）  “适用性等”： 在“客户用途”中“本公司产品”的（ a） 适用性、（ b） 动作、（ c） 不侵害第三方知识产权、（ d） 法规法令的遵守以及（ e） 满足各种规格标准 

2. 关于记载事项的注意事项 

对“产品目录等”中的记载内容， 请理解如下要点。 

（ 1）  额定值及性能值是在单项试验中分别在各条件下获得的值， 并非保证在各额定值及性能值的综合条件下获得的值。 

（ 2）  所提供的参考数据仅作为参考， 并非保证可在该范围内一直正常动作。 

（ 3）  应用示例仅作参考， “本公司”就“适用性等”不做保证。 

（ 4）  如果因改进或本公司原因等， 本公司可能会停止“本公司产品”的生产或变更“本公司产品”的规格。 

3.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选用及使用本公司产品时请理解如下要点。 

（ 1）  除了额定值、性能指标外， 使用时还必须遵守“使用条件等”。 

（ 2）  客户必须自己负责确认“适用性等”， 然后判断是否选用“本公司产品”。“本公司”对“适用性等”不做任何保证。 

（ 3）  对于“本公司产品”在客户的整个系统中的设计用途， 必须由客户自己负责对是否已进行了适当配电、安装等进行事先确认。 

（ 4）  使用“本公司产品”时， 客户必须采取如下措施： （ i） 相对额定值及性能指标， 必须在留有余量的前提下使用“本公司产品”， 并采用冗余设计等安全设计（ ii） 所采用的安全

设计必须确保即使“本公司产品”发生故障时也可将“客户用途”中的危险降到最小程度、（ iii） 构建随时提示使用者危险的完整安全体系、（ iv） 针对“本公司产品”及“客户

用途”定期实施各项维护保养。 

（ 5）  “本公司产品”是作为用于一般工业产品的通用产品而设计生产的。因此， 不是为如下用途而设计生产的。如果客户将“本公司产品”用于这些用途， “本公司”关于“本公司

产品”不做任何保证。 

（ a）  必须具备很高安全性的用途（ 例： 核能控制设备、燃烧设备、航空/宇宙设备、铁路设备、升降设备、娱乐设备、 

医疗设备、安全装置、其他可能危及生命及人身安全的用途）  

（ b）  必须具备很高可靠性的用途（ 例： 燃气、自来水、电力等供应系统、24小时连续运行系统、结算系统、以及其他处 

理权利、财产的用途等）  

（ c）  具有苛刻条件或严酷环境的用途（ 例： 安装在室外的设备、会受到化学污染的设备、会受到电磁波影响的设备、会 

受到振动或冲击的设备等）  

（ d）  “产品目录等”资料中未记载的条件或环境下的用途 

（ 6）  除了不适用于上述3.（ 5） （ a） 至（ d） 中记载的用途外， “本产品目录等资料中记载的产品”也不适用于汽车（ 含二轮车， 以下同） 。请勿配置到汽车上使用。关于汽车配置用

产品， 请咨询本公司销售人员。 

4. 保修条件 

“本公司产品”的保修条件如下。 

（ 1）  保修期限 自购买起1年。（ 但是， “产品目录等”资料中有明确说明时除外。）  

（ 2）  保修内容 对于发生故障的“本公司产品”， 由“本公司”判断实施其中任一种保修方式。 

（ a）  在本公司的维修保养服务点对发生故障的“本公司产品”进行免费修理（ 但是对于电子、结构部件不提供修理服务。）  

（ b）  对发生故障的“本公司产品”免费提供同等数量的替代品 

（ 3）  非保修对象 当故障原因为如下任何一种情况时， 不提供保修。 

（ a）  将“本公司产品”用于原本设计用途以外的用途 

（ b）  超过“使用条件等”范围的使用 

（ c）  违反本注意事项“3.使用时的注意事项”的使用 

（ d）  因非“本公司”进行的改装、修理导致故障时 

（ e）  因非“本公司”出品的软件导致故障时 

（ f）  按照从“本公司”出货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无法预见的原因 

（ g）  上述以外， “本公司”或“本公司产品”以外的原因（ 包括天灾等不可抗力）  

5. 责任限度 

本注意事项中记载的保修是关于“本公司产品”的全部保证。对于产生的与“本公司产品”有关的损害， “本公司”及“本公司产品”的经销商不负任何责任。 

本书的信息已仔细核对并认为是准确的， 但是对于文字， 印刷和核对错误或疏忽不承担任何责任。 

6. 出口管理 

将“本公司产品”或技术资料出口或向国外提供时， 遵守中国及有关各国关于安全保障进出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同时， 理解防止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和防止过度储备常规武器之宗旨的基础上， 为不被用于上述用途而请恰当地管理。若客户涉嫌违反上述法律、法规或将“本公司产品”用于上述用途时， 有可

能无法提供“本公司产品”或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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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规格如有变更， 恕不另行通知。请以最新产品说明书为准。 

欧姆龙自动化（ 中国） 有限公司 
 
http://www.fa.omron.com.cn/    咨询热线：400-820-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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