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耐环境型远程终端NXR系列

支持EtherNet/IP的IO-Link主站单元 

全新的耐环境型远程终端

变革生产设备的投产准备和维护



网络
・ 内置L2交换机

可通过设定切换

・ IO-Link 8个端口

・ 数字输入输出 16点  
・数字输入 16点 或

・数字输入输出 16点

LED显示：

颜色通用设计 

7/8英寸连接器

・ I/O电源、主站单元电源

・ 可交叉配线

I/O连接器

电源连接器

IO-Link主站单元 IO-Link I/O从站

时间仅有原来的1/10
①简化设定、启动作业 ② 通信状态可视化

设定 /启动 运行 维护From 设计

To

③ 更换简单、快速恢复、缩短MTTR

消除生产设备投产准备和维护的时间浪费

耐环境型远程终端（符合IP67）

省配线系统

通过与IO-Link I/O从站的组合，可构建兼顾信息化和省配线的系统。

实现无控制柜化的安装

为了应对长期的技术人员短缺和现场信息化需求，最新网络技术的导入非常迅速，因此在生产现场经常发生不能用传统方法解决的新问题，

如MTTR增加、启动时间增加等。为此，欧姆龙根据生产现场的工作流程，对浪费的作业和低效作业进行了分析，成功开发了能有效削减工

时的“NXR系列”远程终端产品。

控制器

IO-Link主站

IO-Link主站

支持IO-Link的
传感器/执行器

不支持IO-Link的
传感器/执行器

通过IO-Link实现信息化

通过I/O从站节省配线

I/O从站

I/O从站

I/O 16点

I/O 16点



I/O电缆

检测短路异常

检测断线异常

Ethernet通信电缆

x16

第3段 第4段

x16 x16 x161 0 1 0

用硬开关进行IP地址设定

可设定至第3段

3m处发生中断
传感器

简化设定和调试的作业

通信状态可视化，实现稳定运行

更换简单、快速恢复、缩短MTTR

不仅可通过设定工具批量自动设定IO-Link参数，还可通过控制器，批量传输远程终端的设定以及IO-Link的设备设定。凭借这些功能，可大

幅缩短设定工时。（与本公司以往产品相比：时间缩短到1/10）

将Ethernet通信及IO-Link通信的通信状态数值化，可在运行前确认网络铺设问题。此外，在运行过程中，可把握通信状态的变化，以便在

发生突然停止前对设备进行检修。

只需选择设备，即可批量更新参数。简化复杂的设定，防止人为失误。

诊断I/O、通信电缆的状态 发生故障时，无需软件工具即可更换

可检测I/O电缆的断线、短路异常，以及Ethernet通信电缆发生断线、

短路时，可告知大致的异常部位。

即使不使用专用的软件工具，也可通过硬开关设定IP地址。

用控制器批量进行各种设定。无需对每个设备进行单独设定，大幅

削减设定工时。

设备
设定数据

①选择设备

用工具逐台传输 用控制器批量传输

②按“ ”完成

其他公司 欧姆龙

通信错误次数

［可视化案例］

经过时间

终端 A

终端 B

终端 C

0

14

0

Ethernet通信

累计通信错误次数

监视终端B的通信错误详情 监视整个系统的通信错误次数



Sysmac为欧姆龙株式会社在日本和其它国家用于欧姆龙工厂自动化产品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EtherNet/IPTM是ODVA的商标。记载的其他公司名称和产品名称等是各公司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本目录中使用的产品照片和图片中包含示意图，可能与实物有所差异。

屏幕截图的使用已获得微软的许可。

包括按照Shutterstock.com的许可协议使用的图像。

产品名称 项目 说明

支持EtherNet/IP的
IO-Link主站单元

EtherNet/IP通信

通信速度/Ethernet物理层 10Mbps/100Mbps/100BASE-TX/10BASE-T

交换机 二层交换机

支持功能

通信电缆诊断功能

网络统计信息获取功能

支持Quick Connect

支持DLR(Device Level Ring)、环形节点

IO-Link端口
连接器类型/端口数量 Class A  8个端口

传送速度 COM1:4.8kbps，COM2:38.4kbps，COM3:230.4kbps

数字输入
SIO(DI)模式时

输入点数 16点

短路保护功能/短路检测功能 有/有

数字输出
SIO(DI)模式时

输出点数 16点

短路保护功能/短路检测功能 有/有

产品名称 项目 说明

IO-Link I/O从站

IO-Link 传送速度 COM2:38.4kbps

数字输入
输入点数 16点（数字输入从站）、0～16点（数字输入输出可变从站）

短路保护功能/短路检测功能/断线检测功能 有/有/有

数字输出
输出点数 0～16点（数字输入输出可变从站）

短路保护功能/短路检测功能/断线检测功能 有/有/有

种类

主要功能

产品名称 IO-Link端口数量 耐环境性能 端口连接端子 型号

支持EtherNet/IP的
IO-Link主站单元

8 IP67 M12连接器
(A-cording,母) NXR-ILM08C-EIT

产品名称 输入输出点数 耐环境性能 I/O连接器 型号

IO-Link I/O从站 
16点输入

IP67 M12连接器 8个
(A-cording,母)

NXR-ID166C-IL2

16点输入输出可变 NXR-CD166C-IL2

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上海印刷

本样本主要记载了选择机型时

所需的内容，未记载使用注意

事项等内容。

有关注意事项等使用时必须

了解的内容，请务必阅读用户

手册。

本样本所记述的应用实例仅供参考，实际使用时请在确认设备、装置的功能和安全性的基础上使用。

在本样本未记述的条件、环境下使用及用于原子能控制、铁路、航空、车辆、燃烧装置、医疗器械、娱乐器材、安全设备

及其它可能对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等，尤其是要求安全性的用途时，除用于本公司希望的特定产品用途及有特别

许可的情况外，本公司对于本公司产品不作任何保证。

出口(或向非居住者提供)本产品中符合外汇及外国贸易法规定的出口许可、批准对象货物(或技术)要求的产品时，须依照该

法获得出口许可、批准(或劳务交易许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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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店
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网　址：http://www.fa.omron.com.cn

技术咨询

 
上海事务所 021-60230333
北京事务所 010-57395399
青岛事务所 0532-66775819
重庆事务所 023-68796406
南京事务所 025-83240556
广州事务所 020-87557798
天津事务所 022-83191580
贵阳事务所 0851-84812320
福州事务所 0591-88088551
香港事务所 00852-23753827
沈阳事务所 024-22815132
南宁事务所 0771-5531371
温州事务所 0577-88919195
苏州事务所 021-36021888
徐州事务所 0516-83736516
东莞事务所 0769-22423200
无锡事务所 0510-85169303
宁波事务所 0574-27888220
厦门事务所 0592-2686709
太原事务所 0351-5229870

长春事务所 0431-81928311
郑州事务所 0371-65585192
武汉事务所 027-82282145
石家庄事务所 0311-86906790
济南事务所 0531-82929795
长沙事务所 0731-84585551
合肥事务所 0551-63639629
昆明事务所 0871-63527224
西安事务所 029-88851505
昆山事务所 0512-50110866
烟台事务所 0535-6865018
汕头事务所 0754-88706001
大连事务所 0411-39948181
成都事务所 028-86765345
唐山事务所 0315-4795118
杭州事务所 0571-87652855
南昌事务所 0791-86304711
深圳事务所 0755-26948238
中山事务所 0760-88224545
佛山事务所 0757-83305298

苹果/安卓客户端 微信服务号 微信资讯号



购买欧姆龙产品的客户须知 

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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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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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未特别约定，无论贵司从何处购买的产品，都将适用本承诺事项中记载的事项。

请在充分了解这些注意事项基础上订购。

1. 定义

本承诺事项中的术语定义如下。

(1) “本公司产品”：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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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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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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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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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客户使用“本公司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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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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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构成对各额定值及性能值的综合条件下获得值的承诺。

(2) 提供的参考数据仅作为参考，并非可在该范围内一直正常运行的保证。

(3) 应用示例仅作参考，不构成对“适用性等”的保证。

(4) 如果因技术改进等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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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应事先确认“适用性等”，进而再判断是否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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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应负责事先确认是否已进行了适当配电、安装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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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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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DDoS 攻击（分布式 DoS 攻击）、计算机病毒以及其他技术性有害程序、非法侵入，即使导致“本公司产品”、所安装软件、或者所有的计算机器材、计算机程序、网络、数据库受到感染，对

于由此而引起的直接或间接损失、损害以及其他费用，“本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对于 (i) 杀毒保护、(ii) 数据输入输出、(iii) 丢失数据的恢复、(iv) 防止“本公司产品”或者所安装软件感染计算机病毒、(v) 防止对“本公司产品”的非法侵入，请客户自行负责采

取充分措施。

(6) “本公司产品”是作为应用于一般工业产品的通用产品而设计生产的。除“本公司”已表明可用于特殊用途的，或已经与客户有特殊约定的情形外，若客户将“本公司产品”直接用于

以下用途的，“本公司”无法作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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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除了不适用于上述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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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购买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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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并可选择以下其中之一方式进行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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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故障因以下任何一种情形引起时，不属于保修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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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因“本公司”进行的改装、修理导致故障时

 (e) 非因“本公司”出品的软件导致故障时

 (f) “本公司”生产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无法预见的原因

 (g) 除上述情形外的其它原因，如“本公司”或“本公司产品”以外的原因 (包括天灾等不可抗力 )

5. 责任限制

本承诺事项中记载的保修是关于“本公司产品”的全部保证。对于因“本公司产品”而发生的其他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产品”的经销商不负任何责任。

6. 出口管理

客户若将“本公司产品”或技术资料出口或向境外提供时，请遵守中国及各国关于安全保障进出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否则，“本公司”有权不予提供“本公

司产品”或技术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