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X-501-C2
电缆型数字光纤传感器

符合EMC指令

2014.12 http://device.panasonic.cn/ac

●高速响应25μs

配备防干扰功能

内置各种控制功能无需控制器

基本性能优良

●配备实现长距离传感的HYPR模式

以往

FX-500
HYPR模式

5.7倍!

 

最多

FX-301(LONG模式)

FD-41

FD-NFM2

强韧

在使用极细光纤的小型工件检测时，都可检测出大于以
往的应答与距离。

最多可采用12台，通过光通信进行干涉防止。
并且，通过不同频率干涉防止功能，即使不连接放大器也
可紧密安装最多3台光纤。

·有效节省配线，降低成本
·配备逻辑运算功能（AND，OR，XOR）
·配备5种定时器功能

最大为以往产品的5.7倍。特别是使用超高精度检测的小径
光纤，实现了长距离检测。

紧密安装最多 台 纤。

通信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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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１工作状态指示灯(橙色)
数字显示部(绿色/红色)

设定开关
MODE开关

输出选择指示灯(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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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35mm宽DIN导轨

φ3.7电缆线
芯数：3芯
长度：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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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标准型

项目

电缆型

型
号NPN输出 FX-501-C2

电源电压 12～24V DC
+10
-15％　脉动P-P10％以下

功耗
通常时 ：960mW以下(电源电压24V时，消耗电流40mA以下)

ECO模式时 ：680mW以下(电源电压24V时，消耗电流28mA以下)

输出
输出点数 1点

输出动作 可用L/D模式切换入光时ON或或非入光时ON

短路保护 配备

响应时间 H-SP ：25μs以下、FAST ：60μs以下、STD ：250μs以下、LONG ：2ms以下、U-LG ：4ms以下、HYPR ：24ms以下　切换式

监控电流输出

输出电流 ：约4～20mA 〔H-SP、FAST、STD ：显示0～4,000、LONG ：显示0～8,000(注2)〕、

响应时间 ：2ms以下，零点 ：4mA±1％F.S.以内，跨距 ：16mA±5％F.S.以内，直线性 ：±3％F.S.以内，

负载电阻 ：0～250Ω

灵敏度设定方法 2点教导//限定教导//全自动教导//手动调节

入光量显示范围 H-SP//FAST//STD ：0～4,000、LONG ：0～8,000、U-LG//HYPR ：0～9,999

定时器功能
OFF延迟定时器//ON延迟定时器//单触式定时器//ON·OFF延迟定时器//ON延迟·单触式定时器

有效//无效切换式　定时器时间可变

定时器时间
定时器范围“ms”：约0.5ms、约1～9,999ms、约1ms为单位//定时器范围“sec.”：约0.5s、约1～32s、约1s为单位//

定时器范围“1//10ms”：约0.05ms、约0.1～999.9ms、约0.1ms为单位　各输出分别设定

投光量可变功能 配备　3级(各级为25～100％)+自动设定 〔H-SP为1级(25～100％)〕

防干扰功能 配备(注3)　自动//异频　切换式

各种设定
滞后设定//转移设定//投光量设定//显示反转设定//ECO设定//数据库加载·保存设定//

复制设定//代码设定//复位设定//逻辑运算设定//基准值追踪周期设定等

保护构造 IP40(IEC)

使用环境温度
-10～+55℃ 〔4～7台紧贴时 ：-10～+50℃、8～12台紧贴时 ：-10～+45℃〕

(注意不可结露、结冰)，存储时 ：-20～＋70℃

投光二极管(调制式) 红色LED(投光波峰波长 ：643nm)

材质 外壳、外罩 ：聚碳酸酯、开关 ：聚酯类弹性体

电缆 0.2mm2  3芯橡皮电缆，长2m

电缆延长 0.3mm2以上的电缆，全长可延长至100m

重量 本体重量 ：约60g，包装重量 ：约65g

附件 FX-MB1(放大器保护封条) ：1套

NPN开路集电极晶体管

·最大流入电流 ：100mA

·外加电压 ：30V DC以下(输出和0V之间)

·剩余电压 ：2V以下(最大流入电流的条件下)

(注1) ：无指定时的测量条件为使用环境温度＝＋23℃。

(注2) ：进行显示调整设定后不适用。

(注3) ：如下表所示，使用自动防干涉功能时，光纤头的可紧贴安装数量因响应时间而异。使用异频防干扰功能时的光纤头可紧贴安装

           数量最多为3个。

             ● 光纤头可紧贴安装数量(单位 ：套)

响应时间 H-SP FAST STD LONG U-LG HYPR

IP-1 0 2 4 8 8 12

(注4) ：检测距离与FX-501相同，具体数据请查阅综合样本或松下网站。

Panasonic数字光纤传感器说明书 NAVI光纤放大器FX-501 日本松下SUNX进口光纤pdf样本资料

Panasonic代理商官网松下电器代理商全国统一热线 4006-022-002 北京 上海 深圳 天津 shunto@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