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磁振动机控制器

操作说明书

【标准类型(带感应器计时功能)】

MFC-S3B

MFC-S6B

该操作说明书只对应版本 1以后的型号。

请在打开电源时，确认显示的版本信息后再

使用。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该操作说明书，然后安全地进行使用。

阅读后请保管在容易找到的地方，以备需要的时候随时查阅。

另外，该操作说明书请务必送到最终需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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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非常感谢购买我公司电磁振动机用数码控制器。

电磁振动机是以交流电磁石与板簧相互作用力进行动作的振动机。

通过与专用数码控制器的组合，无需复杂的调整，只需简单的操作就能实现高效率使用。

在进行电磁式振动机的连接或调整前，请熟读该操作说明书，然后正确操作电磁式振动机优良

机能。

2.使用前

拆开包装前的操作，请不要产生冲击或振动。

拆包装

⑴运输途中是否有破损？

⑵铭牌的规格、容量、型号与订单是否一致？

以上 2点请确认。万一有异常的地方，请联络销售方。

3.安全上的注意

制品使用前（安装、运行、保养、点检等），请务必熟读操作说明书，在熟悉所有机器知识、

安全信息、注意事项之后再进行使用。

该操作说明书，安全注意事项的等级，以[危险][注意]来区分。

危険 操作失误时，可能引发危险状况，造成死亡或者重伤。

注意
操作失误时，可能引发危险状况，造成中度、轻度的伤害，或者是部分的

损害。



3 / 27

危 险

・请不要在通电状态下作业。因为有触电危险，请务必切掉总电源之后再进行作业。

・请不要分解、改造、修理，因为会造成触电、火灾、受伤。需要修理时请联络销售公司。

・通电中，请不要拆开正面的面板，会造成触电。

・请不要往内部放物品或插入物品，会造成触电、火灾。

・请不要在有引起爆炸、燃烧的气体场地使用，会造成触电、火灾。

・请不要浇水等液体，会造成触电、火灾。

・发生冒烟、异臭、异常声音等异常时，请立即切断电源，如果继续使用会造成火灾。请马上

联系销售公司。

・长时间不运行时，请切断电源。如果一直通电，会造成火灾。

・因为有触电或火灾的危险，电源线、输出线等的接线请按照操作说明书实施。

・因为有触电的危险，请不要将电源线、输出线等强行弯曲、绷紧、插入。

・因为有触电的危险，请务必将地线用端子或地线接地指示部进行接地。

如果在高处或容易倒的台进行接地，根据状况会有落下、倒塌的危险，请采取防止落下、倒

塌的措施。

・请不要在输入端子以外的端子进行绝缘电阻测试。

注 意

・电磁方式的振动机等不能做其他用途。

・请不要频繁开关电源，会造成故障。

・请不要往输出侧放入电磁接触器等，进行振动机的运行、停止，会造成故障。

・请不要在输入电源接通状态下，在振动机侧进行焊接作业。

・请不要在振动机与控制器连接状态下，在振动机侧进行焊接作业。

・请不要将铭牌、标签取下。

・安装制品时，请进行确切的固定。

・制品的落下有造成伤害的危险，即使是捆包状态也不要吊起进行运输搬运。

・请不要放在室外、湿度高的场所、温差剧烈的场所。

・即使是捆包状态也不要堆两层。

・制品报废时，请作为一般产业废弃物进行妥善报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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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部位的名称

操作面板拆开状态

操作面板

操作面板安装、拆解时，请注

意有无断线或卡死等。

电源线

输出线

继电器输出

端子台(B)

橡胶衬垫

操作面板固定螺

丝(2 处)

料满停传感器输入用线(P3 代

码)(0.1m)

操作面板
操作面板

连接线

电源、输出

端子台

外部控制

端子台(S)

附加机能用外部控制端

子台(A)

接地

本说明书中控制器的配线均

为方便客户接线画上的虚拟

图，实物无接线导线，请客户

参照本说明书“5 项配线一

览”进行操作。



5 / 27

端子台型号

往外部信号用(无需螺丝拧紧)端子台配线

用一字螺丝刀等将端子台的手柄一边往下按一边将电线插入

电线插入孔，螺丝刀一离开电线就固定。

可以使用电线尺寸

・端子台(Ａ),(Ｓ)

绞合线：AWG26～20

单线 ：AWG26～20

剥开长度：10～11mm

・端子台(Ｂ)

绞合线：AWG22～14

单线 ：AWG22～14

剥开长度：9～10mm

端子台（Ａ）

端子台（Ｓ）

端子台（Ｂ）

信号名

电线插入孔手柄



6 / 27

５．初次使用时

运行过程如下。

输入输出的连接

电源输入线、振动机输出线

料满停传感器

外部控制

电磁阀等

参数一览设定

in1,in2 输入逻辑

振幅调整

附加机能

延缓启动、传感器输入、电磁阀输出计时器设定

运行

外部信号以及由传感器输入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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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输入输出连接

１）与振动机的连接

确认电源切断后，将控制器的输出线与电磁振动机线连接。

连接器的电线颜色如下图所示。

※１：请不要与压电式振动机连接。

※２：请不要空运行。

※３：振动机必须接地。

２）与电源的连接

将电源线与单相电源连接。

在所有配线完成之前不可接入电源。

※１：连接的电源必须是商用电源。

※２：请将输入电压调整到振动机额定电压。

※３：控制器必须进行接地。

※４：请不要在入力电源处直接进行控制。

AC100～120V

AC200～240V

电磁振动机

ピエゾフィーダ振动机线

黒１

黒２

料满停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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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料满停传感器的连接［in2 输入］

将料满停传感器连接到料满停传感器输入用线(P3 代码)的末端。

可以连接的传感器为ＮＰＮ开放电磁阀输出传感器。

（不对应ＰＮＰ开放电磁阀输出传感器）

※１．料满停传感器输入用线(P3 代码)被连接到端子台。

※２．料满停传感器未连接时，请设定「参数一览 No.07＝Ｌｏ」。

※３．本控制器的配置电源为 DC24V 160mA。

请注意料满停传感器、电磁阀等的消耗电流合计不要超负荷。

［P3 代码的末端连接器信号名］ 内部回路

４）外部信号的连接［in1 输入］

料满停传感器以外的，请在振动机的运行、停止时连接。

使用外部信号时，请设定为「参数 No.06＝ｈｉ」。

※１．进行外部信号连接时，需要拆下操作面板。

确认电源切断后再拆下操作面板。

在接线完成后，请将操作面板安装好之后再通电。

另外，操作面板与控制器本体是用连接线接在一起的，安装、拆解时请注意有无断线或者是卡

死等之后再操作。

用外部控制信号进行控制器的运行、停止时，可以用无电压接点信号或者是电压信号(DC24V)

进行调整。

为了避免弄错使用信号和接续方法，请按照下面①或者②的方法连接外部控制端子台。配线

时请注意不要弄错正负极。

另外，[S+]－[S-]之间 DC24V 10mA 以下的电流通过。请注意连接机器的选定要使用微小电

流继电器。

传感器:黑色

传感器:蓝色

传感器:茶色

红［24V 端子 No.A0］－传感器 茶线

黑［0V 端子 No.A6］－传感器 蓝线

白［信号 端子 No.A2］－传感器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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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电压接点信号 ②电压信号(DC24V)

【in1 输入和 in2 输入的关系】

①in1 在运行条件时，in2 变成有效。

②in1 和 in2 一起成为运行条件时，振动机运行。

信号的输入状态
振动机的动作状态

设定：ｈｉ 设定：Ｌｏ

in1 输入

参数 No.06

连接①：闭 连接②：DC24V 运行条件 停止

连接①：开 连接②：0V 停止 运行条件

in2 输入

参数 No.07

传感器信号：ＯＮ 运行条件 停止

传感器信号：ＯＦＦ 停止 运行条件

□：初期设定

５）外部输出

(1)运行信号输出 OUT1［继电器接点输出 AC250V 3A］

与振动机输出信号同步。

(2) 运行信号输出 out4［电磁阀开路输出 DC24V 80mA 以下］

与振动机输出信号同步。

(3) 运行信号迟延输出 out3［电磁阀开路输出 DC24V 80mA 以下］

通过计时器设定，ON 是通过振动机输出先开始，OFF 是通过振动机输出，延迟结束。

客户回路例
内部回路内部回路

短絡

无电压接点

客户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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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警信号、异常信号输出 OUT2［继电器接点输出 AC250V 3A］

用参数 No.08 设定、可以切换工件不足信号和异常输出的机能。

1 AL＝工件不足信号：in2 输入，设定时间 (参数 No.0n)继续和输出

2 Er＝异常信号 ：过电流报警等的报警停止时输出（显示）

※１．本控制器的配置电源为 DC24V 160mA。

请注意料满停传感器、电磁阀等的消耗电流合计不要超负荷。

６）速度切换机能

用运行模式（Ａ模式）通过外部信号[in3 输入]的ＯＮ、ＯＦＦ，可以切换运行方式

。

运行模式 Ａ模式 ｎ模式

運転方式 方式１ 方式２ 方式１ 方式２

外部信号时表示 ｏｕｔ１ ｏｕｔ２ ｏｕｔ１ ｏｕｔ２

面板设定时表示 无效 无效 Ｐ１ Ｐ２

in3 输入状态 ＯＦＦ ＯＮ ＯＦＦ ＯＮ

※面板设定时，有Ｐ３和Ｐ４两种但是不能用外部信号切换。

ａ）各运行模式的运行方式的切换方法

(1)Ａ模式

利用外部信号[in3 输入]控制起、停。

(2)ｎ模式

①利用外部信号[in3 输入]控制起、停。

②用面板的设定对Ｐ１、Ｐ２进行切换。

ｂ）各运行方式的振幅调整方法

①在ｎ模式下进行。

②按 Func 键 3 次，PAT 灯灭，显示「out1」。

③按 Freq▲键，显示顺序按照「P1」→「P2」→「P3」→「P4」→「out1」的顺序变化。

按 Freq▼键时是按照倒过来的顺序变化。

内部回路 客户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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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当「P2」显示时，按 Set 键。

（在运行方式２的情况下调整振幅）

⑤PAT 灯闪烁，显示电压％。

⑥用「８.运行・振幅调整的方法」进行振幅调整。

⑦方式１，２全部调整完了，即为用Ａ模式进行运行了。

用Ａ模式，可以强制性切换外部信号的设定。

７－１．操作面板的说明

1）显示灯的说明

No 名称 内容

① 数据显示部 7seg 4 位的 LED

显示电压･频率･各设定･错误代码

② 频率显示灯 数据显示部显示频率时亮灯

③ 电压％显示灯 数据显示部电压显示时亮灯

④ 运行显示灯 控制器的输出状态

亮灯:用外部控制运行中

闪灯:用 ON/OFF 钥匙强制运行中

长时间熄灯闪灯:用 ON/OFF 按键强制停止中

⑤ 参数模式显示灯 亮灯:参数设定中

⑥ 运行模式显示灯 亮灯:Ａ模式（运行模式）

灭灯:ｎ模式（调整模式）

闪灯:功能设定选择中

⑦ 定振幅控制显示灯 ※本机型不使用

⑧ 频率锁显示灯 亮灯:频率锁定中（只有 n模式时）

灭灯:频率锁解除

⑨ 运行模式设定时显示

灯

亮灯:面板设定（只限用 n模式设定）

灭灯:外部信号设定

闪灯:选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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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操作键的说明

No 名 称 内 容

A ON/OFF 键 进行强制运行･强制停止操作。

B Func 键 短按:功能设定切换

长按:参数模式、通常模式的切换

C Set 键 短按:数据变更、决定

长按:数据保存(电压･频率保存)｡

D Vol ▲键 通常模式:频率显示时，若短按切换成电压显示。

A模式时；电压的变更不能。

N模式时；调整输出电压。

参数模式:参数 No.的选择

E Vol ▼键

F Freq ▲键 通常模式:电压显示时，若短按短切换成频率显

示｡

A 模式时；频率的变更不能。

N模式时；调整频率。

功能设定显示中:各功能设定变更

参数模式:变更各参数的数据

G Freq ▼键

*长按：持续连按 2秒

７－２．关于显示模式

１）通常模式

数据显示部出力电压、周波数、功能设定的表示、设定

电源接入后的表示

A模式⇒出力电压、周波数的表示。功能设定的标识、设定

N模式⇒出力电压、周波数的表示、设定・数据保存

功能设定的表示、设定

２）参数模式（表示灯⑤FUNC 亮灯）

数据显示部参数的表示、设定（详细参照⇒P-21）

根据运行模式设定不同的可能参数

A模式⇒运行中变更必要参数的表示、设定

n模式⇒全部参数的表示、设定

显示模式的切换，长按 Func 键 2 秒。

无论何种显示模式，可通过面板及外部控制运行・停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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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功能设定

通常模式（输出电压或频率）显示中，操作可能。若按 Func 键⑥～⑨的显示灯依次变成闪

灯状态，各功能设定项目显示在数据显示部。

通过运行模式，按 Func 键时，显示的功能设定不一样。

(a)Ａ模式

电压(频率) → ⑥AUTO →⑨PAT →电压

(b)ｎ模式

电压(频率) → ⑥AUTO → ⑧FLOCK → ⑨PAT → 电压

设定的选择 Freq▲键或者 Freq▼键，设定变更的进行用 Set 键来进行。

若设定变更完了，变为电压显示。

设定变更中，不按 Set 键，用 Func 键移到下个项目，设定不能变更。

※无操作 5分钟以上时，变为电压显示。

(1)AUTO ：运行模式选择

数据显示部 模 式 机 能

Ａ
Ａ模式

（运行模式）

用各运行方式设定，振动机运行。

ｎ模式设定 用ＶＶＶＦ振动机动作。

不能变更电压・频率。

ｎ
ｎ模式

（调整模式）

用各运行方式设定或面部设定，振动机运行。

用ＶＶＶＦ振动机动作。

设定电压・频率，进行振幅调整。

(2)F-LOCK ：频率固定设定

ｎ模式时，锁定频率设定。

(3)PAT ：运行方式切换

Ｐx(x=1～2) ：显示面板设定（仅ｎ模式设定可能）

outx(x=1～2) ：显示外部信号 in3 的状态的运行方式

７－４．运行准备

接入电源前，请再次确认控制器的型号・规格・电源电压・振动机的额定电压有无错误，还

有要再次确认连接有无错误。特别是使用外部信号时，要确认正负极有无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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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运行・振幅调整的方法

①电源 ON

依下记顺序显示（各 2 秒）

操作面板

显示程序版本

显示 io 模式

初期显示画面

画面输出% 灯的状态
闪灯 灭灯亮灯

②从运行模式

切换到调整模式

①数据显示部

②频率显示灯 (A)ON/OFF 键

③电压%显示灯 (B)Func 键

④运行显示灯 (C)Set 键

③电压%显示灯 (D)Vol▲键

④运行显示灯 (E)Vol▼键

⑤参数显示灯 (F)Freq▲键

⑥运行模式显示灯 (G)Freq▼键

⑦※本机不使用

⑧频率锁显示灯

⑧频率锁显示灯

⑨运行模式设定

Func
键

▲▼Freq键

Set键
<调整模式>

→可以频率、输出%的调整，

可以全部参数的设定、变更的模式

※接下来进入<③振幅的调整AUTO 灯灭灯

变为调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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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振幅的调整

※以下的操作是

用强制运行，运

行状态进行

ON/OFF键

▲▼Freq键

※强制运行

按 ON/OFF开关，

能强制性停止运行

全波时 180Hz

(工厂出货初期)

半波时 90Hz

<RUN 灯状态的意思>

亮灯：外部控制运行中

灭灯：停止（外部控制 OFF 时）

短闪灯：用强制运行运行

长闪灯：用强制运行停止

※调整到振动机最振动的频率

▲▼Freq
键

▲▼Freq
键

※电压过大过小时，

变更电压%

※转下页

Vol▲▼键

半波测试时、用▲▼Ｆｒｅｑ键调整到９０Hz

※全波・半波区別

振动机的型式等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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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将输出%调整

到需要的速度

长按 Set 键

2 秒

④从调整模式切换到运行模式

SAVE 是往控制器本体保存频率和

输出%的作业，[SAVE]显示灭灯为保

存完了

不 SAVE 若切断本体电源，不会被保

存，SAVE 作业务必在运行状态下进

行

Vol▲▼键

Func 键

▲▼Freq

键

Set 键

运行模式

用调整模式将 SAVE 的值运行

AUTO 灯亮灯

变为运行模式

※振动的调整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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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附加机能

９－１．延缓启动、延缓停止机能

需要调整振动机启动时间、停止时间时，请变更延缓启动、延缓停止的设定。

用参数的设定变更。

参数 No.0C：延缓启动 ＝运行开始后、到达设定输出的时间

参数 No.0d：延缓停止 ＝停止条件后、从设定输出到停止的时间

设定时间为 0.2～9.9 秒。（初期值 0.2 秒）

９－２．料满停传感器计时机能

料满停传感器［in2 入力］的计时设定，用参数设定进行。

参数 No.0A：ON 迟延 ＝停止中传感器信号ＯＮ状态，到持续运行的时间

参数 No.0b：OFF 迟延 ＝运行中传感器信号ＯＦＦ状态，到持续停止的时间

９－３．运行信号迟延输出计时机能

运行信号迟延输出 OUT3 的动作与振动机输出的时间，可以调整。

参数 No.0E：启动迟延 ＝振动机输出，成为运行条件时，输出 OUT3，到振动机的输出开

始的时间

参数 No.0F：停止迟延 ＝振动机输出停止后， OUT3 持续ＯＮ时间

９－４．输出电压限制设定

输出电压的最大值（１００％）可以变更。

用参数 No.00 设定，可以设定１～９９％的范围。

持续按 Vol▲键，不能设定，设定值以上的值。

设定为「参数 No.00=50」时，最大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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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ｉｏ模式设定机能

本机通过料满停传感器输入 [in2 入力]，控制输出的动作组合，有 2种。

用ｉｏ模式设定，可以的机能

1 io 模式的变更

2 设定数据的初期化【回到工厂出货时的状态】

机能

ｉｏ０１ 振动机输出用ｉｎ２输入动作（工厂出货状态）

ｉｏ０２ 振动机输出用ｉｎ２输出，不动作

９９ 设定数据的初始化【回到工厂出货时的状态】

１）ｉｏ模式的切换方法

(1)在电源 OFF 状态，同时按 Vol▲键和 Freq▼键，接入电源。

(2)数据显示部，显示为「ｉｏ０１」起动。

※通常起动了时，请再次进行。

(3)按 Freq▲键，选择使用ｉｏ模式。

依照「io01」→「io02」→「99」→「io01」的顺序显示。

Freq▼键时，变成逆顺序。

(4)长按 Setｷｰ2 秒，用选择ｉｏ模式通常起动。

比如选择「io02」时，电源ＯＮ时，显示ｉｏ模式时，

显示「io02」。

※各ｉｏ模式时的动作，变成以下的时间图的动作。

①ｉｏ０１の時 ②ｉｏ０２の時

io02时，参数 No.｢0E｣,｢0F｣变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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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设定数据的初始化【回到工厂出货时的状态】

(1) 在电源 OFF 状态，同时按 Vol▲键和 Freq▼键，接入电源。

(2) 数据显示部，显示为「ｉｏ０１」起动。

※通常起动了时，请再次进行。

(3)若按 Freq▲键 2回，数据显示部「９９」闪烁。

(4)若同时长按 Func 键和 Set3 秒，全部复位。

(5)全部复位完了，数据显示部「９９」变成闪烁状态。

(5)长按 Func 键２秒，在工厂出货时状态通常起动。

在此状态一旦把電源 OFF，再次投入电源时同样的

※若执行该操作，参数・频率・电压设定数据全部消除。

１１．关于遥控单元（RCU-3A）

连接遥控单元，从外部能操作电磁控制器的输出电压。

※频率变成控制器本体的设定频率。

关于详细使用方法，请参照另外的遥控单元（RCU-3A）的操作说明书。

１）机能

电压可变输入 ：３点（选择各自可变电阻或者模拟 DC0～5V 输入）

电压可变输入的切换输入：３点（无电压接点输入）

２）连接

连接ＭＦＣ－Ｓ本体的端子台（Ｓ）

３）使用方法

(1)将遥控单元设定（参数 No.0L）设为有效。

(2)用「８．运行・振幅调整的方法」进行。

※这里进行的振动，在遥控单元变成能操作的最大值。

(3)用Ａ模式运行。

运行・停止，请用遥控单元侧的控制信号进行。

用ＭＦＣ－Ｓ本体的 ON/OFF 键，进行时，遥控单元侧的输入变为无效。

Ａ模式，遥控单元设定有效时，数据显示部显示的电压％时的小数点部分变成下面这

样。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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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参数的设定

１）参数数据的设定方法

通常模式画面

参数模式

画面

长按 Func

键 2 秒

※用参数模式若按 Vol▲▼键格子内显示的参

数项目可以移动

Vol▲键：0A、0b、0c~~~的顺序移动

Vol▼键：0A、io01、u100~~~的顺序移动

※A模式只有打[*]参数可以变更

n 模式可以变更所有参数

详细请参照[参数设定一览]

※在想设定参数，若按 Set

键项目闪灯，能变更数值，

这里以参数 No.0A 为例

Set键

▲▼Freq键

Set键

长按 Func

键 2 秒
回到通常模式

画面

※数值设定后，若按 Set 键设定值被保存

※变更中不按 set 键若按 Vol▲▼键，变更不

会被保存，被取消

另外无操作 5 分钟以上强制回到通常模式（显

示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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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参数设定一览

若按 Vol▲像下表方向顺序显示。Vol▼以逆顺序显示。

No. 机能名 说 明 设定范围
初期值

方式 1 方式 2 ｎ Ａ

0A ON delay timer in2 输入接通延迟计时 0.0-9.9 0.0 〇 〇 〇

0b OFF delay timer in2 输入接通延迟计时 0.0-9.9 0.0 〇 〇 〇

0C Soft start 输出延缓启动计时 0.2-9.9

--:无效
0.2 〇 〇 〇

0d Soft stop 输出延缓停止计时 0.2-9.9

--:无效
-- 〇 〇 〇

0E 起动迟延计时 输出起动迟延计时 0.0-9.9 0.0 〇 〇 〇

0F 停止迟延计时 out4 输出停止迟延计时 0.0-9.9 0.0 〇 〇 〇

0n 工件不足计时 in2 输入工件不足检知 0-99 30 〇 〇 〇

0L 遥控单元设定 Of:遥控单元无效

on :遥控单元有效
oF/on oF 〇 〇 －

06 in1 设定 in1 输入的逻辑 hi:接点｢

闭｣运行

Lo:接点｢

开｣运行

Lo 〇 〇 －

07 in2 设定 in2 输入的逻辑
hi 〇 〇 －

08 out2 设定 out2 输出的机能设定 AL/ER AL 〇 〇 －

00 电压限制设定 限制输出电压的最大值出力 1-99

--:无效
-- × 〇 －

显示方式 No. 备份显示的方式 No. PAt1 PAt2 〇 －

%显示 输出电压备份显示 0.0 0.0 〇 －

Hz 显示 频率备份显示 180.0 180.0 〇 －

版本信息 程序版本 V100 〇 －

Io 模式 No.显示 io01:过载停止有

io02:过载停止无
io01/io02 io01 〇 －

运行中变更 ：〇･･･变更可能 ， ×･･･変更不可 ， ･･･变更对象外

各模式显示 ：〇･･･显示 ， －･･･不显示

运
行
中
变
更

运行模式ﾞ

别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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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保护、警报

１）保护机能（错误显示）

错误发生时，错误代码显示在数据显示部，强制输出停止。

错误接错请按照下记 (1)～(2)的方法进行。

另外，错误解除时，请显解决异常后再进行。

另外外部信号在运行条件时解除后立即成为运行状态，请注意。

(1) 通过电源ＯＦＦ解除

(2) Vol▼键和 Freq▼键同时长按 3秒解除。

错误代码 错误名称 内 容

E-01 过电流错误 输出超出了最大输出电流。

E-02 过电源错误 输入电压超定额。

E-04 温度异常 控制器的内部温度过高。

E-10 参数错误 起动时储存器异常

E-11 运行数据错误 起动时储存器异常

E-12 系统数据错误 起动时储存器异常

２）警报显示

通常模式显示中，若按 Set 键显示警报。

即使运行中输出也不会停止。

若继续使用可能还会变成错误，请重新设定。

警报代码 警报名称 内 容

E-83 低电压警告 输入电压 90V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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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异常的时候

异常 推定原因 対 処

振动机不振动 电源未连接 请连接电源

电压(%)0.0 请设定电压(%)

频率设定不对 请调整到共振频率

输出连接器与振动机未连接 请连接振动机

RUN 灯泡不亮 外部控制，确认料满停传感器，确

认参数的设定

RUN 灯泡闪灯 请按 ON/OFF 按键

不能电压(%)设定 AUTO 灯泡在亮灯(变成了Ａ模式) 请变成ｎ模式

不能频率调整 AUTO 灯泡在亮灯(变成了Ａ模式) 请变成ｎ模式

F-LOCK 灯泡亮灯 请解锁

一关电压、频率设定就消失 没有做数据 SAVE 请进行数据 SAVE

出现过流电错误(E-01) 振动机异常？ 请联络销售公司

控制器输出线、振动机的电线绝缘层，

因伤等接地

更换电线

频率偏移 请调整到共振频率

起动时储存器出现异常

(E-10~12)

电源ＯＮ时储存器出现异常 请将电源复位

出现重复现象时，请联络销售公司

１５．配件一览

名 称 使用电线 长(mm) 末 端 备 注

电源线(3A 用) RVV 0.75x3 1200 Nichifu 针端子公 PC-2005M

标准装配

电源线(6A 用) RVV 1.25x3 1200 nichifu 针端子公 PC-2005M

输出线(3A 用) RVV 0.75x2 1200
Molex 终端 1189ATL

Molex 外壳 4P 1490R1

输出线(6A 用) RVV 1.25x3 1200
Molex 终端 1189ATL

Molex 外壳 4P 1490R1

料满停传感器输

入用线 (P3 代码)
AVVR 0.3x3 320

Molex 终端 1381ATL

Molex 外壳 3P 1396R1



24 / 27

１６．规 格

型 号 ＭＦＣ－Ｓ３Ｂ ＭＦＣ－Ｓ６Ｂ

输入

电压 AC100～120V±10%

AC200～240V±10%

频率 50/60Hz

相数 单相

输出

控制方式 正弦波 PWM 方式

最大电流 3A 6A

电压 AC0～95V(AC100V 時)

AC0～190V(AC200V 時)

频率 40～400Hz

付加

機能

运行停止 通过外部信号，可以运行、停止（接点或者 DC24V）

料满停传感器输入 NPN 开放式电磁阀输出传感器连接

运行信号输出 无电压接点以及 NPN 开放式电磁阀

速度切换 通过外部信号切换运行方式 (2 方式)

其他 延缓启动､延缓停止､输出电压限制设定、短路保护

等

附带电源 DC24V 160mA

使用温度范围 0～40℃

使用湿度范围 30～90%（但是不能有结露)

使用场所 室内（无腐蚀性气体、无灰尘场所）

耐噪音 1000Vp 以上

重量 1.1kg 1.3kg

适用

振动

机

圆形振动机 JA-C230,JA-C300,

CA-150,CA-190,CA-230

CA-300

JA-C390(H),JA-C460(H)

JA-C610H,JA-C700H,

CA-390,CA-460

直进振动机 CS-0,CS-1,CS-2

CS-L350AG,CA-L75AG,

CA-L150AG,CA-L200AG

＊(１)．根据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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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外形尺寸图

【ＭＦＣ－Ｓ３Ｂ】

※输入输出线省略。

【ＭＦＣ－Ｓ６Ｂ】

※输入输出线省略。



26 / 27

１８．保修

保修期为从制品出货日开始的 1年。

（但是，是以 1日 8小时运行换算来的。）

〔保修条件〕

1. 保修期内，按照操作说明书、制品贴附标签等的注意事项状态下，发生的因设计、材质、

制作上的缺陷引起的故障或者是破损，免费进行修理或者更换零件。

2. 以下情况，即使在保修期内也不能免费维修。

①发生火灾、地震、水灾时候，因指定外的电源（电压、频率）引起的故障或者损伤。

②因制品的操作或者操作上的失误引起的故障。

③违反操作说明书中记载的使用条件、规格方法、注意事项引起的故障。

④未经我司同意进行改造或者分解引起的故障或破损。

为提升机能，本操作说明书可能会无事先预告进行变更。

2017 年 2 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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