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P-UM-5463C

通訊控制器 
CMC15G多功能網關 

使用說明書 

非常感謝您購買通訊控制器CMC15G。 

本書對使用上的注意事項及使用方法進行説明。 

另外，進行設定作業時需要另售的編程器(網關編輯器)。詳細的

使用方法，請參閱使用說明書CP-UM-5468C并正確使用。 

使用上的限制 

概 要
 

本機是與作為上位設備的各公司PLC及作為下位設備連接的本公
司產調節器・流量計等間進行數據交換的通訊控制器。 

要求
 

請確保把本使用說明書送到本産品使用者手中。 

禁止擅自複印和轉載本使用說明書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今後內容變更時恕不事先通知。 

本使用說明書的內容經過仔細審查校對，萬一有錯誤或遺漏，

請向本公司提出。 

對客戶的應用結果，本公司有不能承擔責任的場合，請諒解。

○c 2007 Yamatake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1. 各部份的名稱及功能 

■ 本 體 
POWER顯示燈： 

電源ON時緑燈亮 
電池電壓低時橙燈亮 

RUN顯示燈： 

運行模式時緑燈亮 
編程器模式時緑燈閃爍 

復位開關： 

按5秒鐘後本機復位 

ALM顯示燈： 
自診斷錯誤時紅燈亮 

REC顯示燈： 
項目更換時緑燈亮 

(對高性能型，趨勢記録 

時緑燈亮，有捕獲趨勢 

時，緑燈閃爍) 

 

 

CH1通訊連接接口: 

RS-232C用針接口 

(公)的D-Sub9針接口 

CH1～4顯示燈： 
表示各通道的通訊狀態 
有送收信時緑燈閃爍 
通訊異常時橙燈亮 

編程器插口： 
用溫度調節器用智能編程軟件包附
屬的専用纜線與計算機連接，對本
機進行設定 

 

USB接口： 

用通用USB2.0標準微型B纜線 
與計算機連接，對本機進行設定 

 

EV1～4顯示燈： 

表示數字信號輸入輸出總線的 
狀態 
數字輸出ON時橙燈亮 
數字輸入ON時緑燈亮 
動作電源電壓低時EV1～4全部 
橙燈閃爍 
數字信號輸入輸出總線 
用側面接口與DMC10連接並使用。 

安全注意事項 
 

此安全注意事項的目的：爲了正確安全使用本産品，防患於未然

以免給您及其他人造成人身損害或財産損失。請務必遵守安全注

意事項。另外，請認真理解所述內容後再閱讀本使用說明書。 

CH2、3通訊連接接口: 
CH2及CH3的RS-485通訊 

SG信號與端子兼用 

16

注意 當錯誤使用本産品時，可能會造成 

使用者輕傷或財産損失的危險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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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産品是在一般設備上使用的前提下開發、設計和製造的。

在有下列安全性要求的場合使用時，請在周全考慮了失效安

全設計、冗餘設計、定期維護檢查等系統和設備整體的安全

性的情況下使用。 

・以人體保護爲目的的安全裝置 

・輸送設備的直接控制（運行停止等） 

・航空設備 ・宇宙航天設備 ・原子能設備等 

請勿把本産品用在與人身安全直接相關的用途上。 

  

注意  

・本機在安裝、拆除及配線作業時，務必在切斷供給電源後進

行。 
否則會產生故障。 

・請勿分解本機。 
否則會產生故障。 

・請在規格記載的使用條件(溫度、濕度、振動、衝撃、安裝 

方向、環境等)範圍內使用本機。 

否則有發生火災、故障的危險。 

・請勿堵塞本機的通風孔。 

否則會發生火災・故障的危險。 

・請按照本機連線的標準、指定電源及施工方法，正確配線。

否則會有觸電、發生火災・故障的危險。 

・請勿讓斷線頭、鐵粉、水等進入機箱內。 

否則會發生火災・故障的危險。 

・請按規格書中記載的扭矩擰緊端子螺釘。 

端子螺釘沒有擰緊時有觸電、發生火災的危險。 

・請勿把本機中未使用的端子作爲中繼端子使用。 
否則會發生火災・故障的危險。 

・有發生雷電湧危險的場合，請使用本公司生産的電湧放電器。

否則會發生火災・故障的危險。 

・連接的模件全體的消耗功率之和請請勿超過100W。 

・請勿對電池短路，也不要用水侵濕電池。 

發生短路時，會発熱、產生火花。 

・請勿把使用後的電池投入火中或直接廢棄。請按各地方法規

及條例處理廃舊電池 

・廃棄本機時，請按各地方法規及條例，按工業廃棄物進行恰

當處理。 

POWER 橙燈亮

RUN 緑燈亮

CH1～4 橙燈亮

EV1～4 橙燈亮

ALM 紅燈亮

REC 緑燈亮

NO 信號名

11 SDA(CH2用)

12 SDB(CH2用)

13 RDA(CH2用)

14 RDB(CH2用)

15 SG(CH2、3用)

16 DA(CH3用)

17 DB(CH3用) 
電源投入時以下內容顯示
1 秒鐘 



■ 底座 ■ 本體安裝在底座上
卡簧 

：固定本體 
卡簧 

掛住掛鈎、按壓模件直到

卡簧發出“卡塔”聲為

止。 

拆卸時，按住卡簧的同時

朝面前拉。 

底座 安裝螺絲孔 
：有2處 

M3螺絲全部固定 

電源端子 

通訊切除開關 

：左側連接的 

機器不能與RS-485 

通訊時使用 

出廠時為 

CONNECT側 

 
 

側面接口(在両側) 

 

安裝螺絲孔 

掛鈎 

3. 接 線
 

■ 使用電纜 RS-485通訊端子(CH4)
：是3線式RS-485的 

連接端子 1 2 3 

・ RS-485用輸入輸出及電源，請使用JCS4364 弱電控制用

電纜相當產品。 

(通稱、儀錶安裝用雙絞屏蔽線) 

電磁干擾比較小的場合，可使用帶屏蔽的多芯微音線

(MVVS)。 

RS-232C用輸入輸出，請使用帶屏蔽的電纜。 

推薦的雙絞屏蔽線 

6 4 5 DIN導軌固定器 

：固定在DIN導軌時使用 

・

・2. 安裝 

■ 安裝場所 
請勿安裝在以下場所。 

・超過規格範圍的高溫、低溫、高濕度、低濕度場所 

・有硫化氣等腐蝕性氣體存在的場所 

・有粉塵、油煙等的場所 

・受直射日光、風雨吹淋的場所 

・超過規格範圍的機械振動、衝撃的場所 

・高壓線下、焊機及電氣干擾源的附近 

・離鍋爐等高壓點火裝置15m以內 

・受電磁影響的場所 

・可燃性液體或蒸氣存在的場所 

■ 接線上的注意事項

端子部的接線請務必使用壓接端子。 

接線完畢後，請在通電前確認接線無錯誤。 

■ 電源的連接

■ 模件的連接 

通過本機底座左右的接口可與別的模件連接。 

請在DIN導軌安裝或螺絲安裝前，進行模件的連接。 

通過模件連接，各模件的電源及RS-485通訊(僅CH4)被連接、
可節省配線。 
RS-485通訊(僅CH4)可由底座的通訊切斷開關把通訊斷開。

 
 

■ 安裝方法 

本機有底座用螺絲安裝的方法及DIN導軌安裝的方法，可用

任一種。 

底座①、②端子的接線如下所示。 

1 2 3 

禁止使用 

＋ － 

24VDC±10%

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模件連接後電源相互連接。請對連接的模件中任一 

模件供電。 

・請選擇能充分滿足連接模件消耗功率總和的電源。 

如果電源能力不能充分滿足消耗功率的總和的要求，
則在電源投入時，EV1～4會同時閃爍。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請在垂直面上把DIN導軌固定件置於下側後再安裝本機。

● 螺絲安裝的場合 

請用M3螺絲固定底座的2處安裝螺絲孔。 ■ CH1通訊的連接(RS-232C) 
請把電纜連接在本機D-Sub9針的接口上。 單位:mm (30) 

30＋0.9 ＋0.3 M3 

SG 
ER 
SD 
RD 
CD 

CI
CS
RS
DR

● DIN導軌安裝的場合 

固定DIN導軌後，請充分拉出DIN導軌固定器，把底座掛在
導軌上。 

然後，DIN導軌固定器往上按壓直到聽到“卡塔”聲。 

*1   針編號1,4,6各自在內部已連接。 
*2   針編號7,8在內部已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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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連接的模件全體的消耗功率之和請勿超過100W。 

 

 

 

 
 

1 24VDC(＋) 

2 24VDC(－) 

3 禁止使用 

编号 信號名 

編號 信號名 

4 DA 

5 DB 

6 SG 

針編號 信號名 內容 
1 *1 CD 未使用 

RD 收信數據 
(對方機器→CMC15G) 

3 SD 送信數據 
(CMC15G→對方機器) 

4 *1 ER 未使用 
5 SG 信號用地 
6 *1 DR 未使用 
7 *2 RS 未使用 
8 *2 CS 未使用 
9 CI 未使用 

2芯 IPEV-S-0.9mm2×1P (株)富倉

3芯 ITEV-S-0.9mm2×1T 
2芯 KPEV-S-0.9mm2×1P 日立電線 
3芯 KTEV-S-0.9mm2×1T 



■ CH2通訊的連接(RS-485) 

本通道是RS-485的5線式通訊。(也可3線連接)該接口與本
機同包裝。 

請連接終端電阻(150Ω、1/2W)。 
11 12 13 14 15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USB與編程器插口不能同時使用。請勿同時連接。 
・使用USB的場合，需要把與接口編輯器同包裝的専用
設備驅動程序安裝到計算機中。 

・請勿對USB接口・編程器插口施加額外的力，否則會
產生故障。 

終端電阻 

DA        DB SG 

5. 維 護

例:與3線式儀錶的連接方法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請務必連接SG。如果不連接，通訊可能会不穩定。
 

■ CH3通訊的連接(RS-485) 

本通道是RS-485的3線式通訊。 

接口與CH2兼用。 
 

16 
DA 

17 
DB 

15 
SG 

■ 電池更換

SDA    SDB    RDA    RDB SG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更換電池的場合，請注意以下要點。 
・電源OFF前，請通電10分鐘以上。 

・更換作業請在15分鐘內完成。 

未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更換作業時，時鐘數據、備份

區域、通訊異常履歴、操作履歴、記録表*會變為

不定狀態。 

・請用本公司更換用電池。（型號81446431-001） 
*：僅高性能型CMC15GD01 

例:與5線式儀錶的連接方法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外部請勿連接終端電阻。CH3中，內置有與終端電阻 

相當的電阻，即使與本機組合使用的其它機器要求用

終端電阻，也不要連接。 
 

・請務必連接SG。如果不連接，通訊可能會不穩定。 

■ CH4通訊的連接(RS-485) 

本通道是RS-485 3線式通訊。 

底座部的端子螺絲配線。 
● 更換順序

①請使用網關編輯器上傳本機的所有數據。 

另外，高性能型CMC15GD01的場合，請進行數據的備份

並使用記錄查看器上傳記録表。 

②本機經過10分鐘以上通電後，請置電源為OFF。 

③請把本體從底座上拆下。 

④請把固定件具按圖的箭頭方向移動，取下電池接線。

4  
DA 

5  
DB 

6  
SG 

SDA    SDB    RDA    RDB SG 

例:與5線式儀錶的連接方法 

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外部請勿連接終端電阻。CH4中，內置有與終端電阻 

相當的電阻，即使與本機組合使用的其它機器要求用

終端電阻，也不要連接。 
 

・請務必連接SG。如果不連接，通訊可能會不穩定。 

從底座安裝部看 
接頭 

印刷基板A 

電池 

印刷基板B 

4. 設 定  
 

■  網關編輯器 

設定本機需要用另售的網關編辑器(型号:SLP-G15J50)。

電池接線 固定件 

⑤請從印刷基板A取下電池接線的接頭。 

⑥請把更換用電池的接頭安裝在印刷基板A的接頭上。 

⑦用固定件夾住電池接線，按壓固定件，安裝在印刷基

板B上直到聽到“卡塔”。請儘量把接線放到固定件

的裏面，便於按壓操作。 

⑧請把本體安裝在底座上。 

⑨使用接口編輯器，請確認時刻數據是否符合。如果不 

符合，請修正時刻數據，按步驟①，把計算機中的備 

份數據傳到本機中。 

■  與計算機的連接 
 

與計算機(網關編輯器)連接有2種方法。 
使用USB接口(Mini B)或編程器插口。 
用USB接口連接時，請使用USB2.0基準的網關編輯器附屬的 
Mini B接口的纜線。 
使用編程器插口連接時，請使用本公司溫度調節器用智能編 
程器附屬的専用纜線。 

C3

④ 

   

  
 

注意  

・請勿把使用後的電池投入火中或直接廢棄。請按各地方法規

及條例處理廃舊電池。 

・請勿對電池短路，也不要用水侵濕電池。 

發生短路時，會發熱、產生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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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規 格

■ 規 格

單位:mm

■ 型号構成 ■ 外形尺寸圖

10 105 

DIN導軌的安裝、

拆卸必要的尺寸

本體的安裝拆卸時必要的尺寸

(9
) 5
 

1
0
0
 

(4
0
) 

8 30

CH1   RS-232C

POWER ALM 

RUN REC 

CH 
3 

4 

LOADER RS-485 

USB  

CMC15G 

1 

2 

3 

4 

RESET

1 

2 

EV

CH3

CH2
11

12 

13 

14 

15 

16 

17 

C4

項 目 規  格

CH1 RS-232C、全雙工(協議是半雙工)、15m以下、D-Sub9針、最大通訊速度115.2kbps

CH2 RS-485、5線式、全雙工(協議是半雙工)、500m以下、接口(7針中的5針)、最大通訊速度115.2kbps

CH3 RS-485、3線式、半雙工、500m以下、接口(7針中的3針)、最大通訊速度19.2kbps

CH4 RS-485、3線式、半雙工、500m以下、螺絲端子(底座部)、最大通訊速度38.4kbps

通 訊

USB USB2.0基準全速度(12Mbps)微型B 5針

點數 4點數字信號輸

入輸出總線 功能 輸出各DMC10的同一總線事件輸出的邏輯和

額定電源電壓 24VDC

使用電源電壓 21.6～26.4VDC

消耗功率 3.0W以下

絶縁電阻 500VDC兆歐表 20MΩ以上(各I/O與24V電源端子間)

耐電壓 500VAC 1min(外殼與24V電源端子間)

隔離 全通訊CH與電源間隔離 通訊CH間未隔離 事件總線EV1～4與全通訊CH間隔離 事件總線間未隔離

內置時鐘精度 月差±13s(環境溫度25℃)

電池壽命 5年(非通電、環境溫度:25℃)

動作條件 環境溫度:0～50℃、環境濕度:30～90%RH

運輸保管條件 環境溫度:－20～＋70℃、環境濕度:10～95%RH 

振動：4.9m/s2以下 

衝撃  螺絲安裝狀態：392m/s2

DIN導軌安裝狀態：196m/s2

螺絲緊固扭矩 底座部的螺絲:0.8～1.0N･m

安裝 螺絲安裝或DIN導軌安裝

材質 面板:聚碳酸脂、外殼:聚碳酸脂、底座:聚碳酸脂 

顏色 面板:海軍藍、外殼: 淺灰、底座:淺灰

質 量 約200g

一般規格

適合規格 EN61326

使用說明書(No.CP-UM-5463C) 1本(本書)附屬品

CH2、3通訊用接口 1個

維護部品 電池 型號:81446431-001

軟件 智能編程軟件包(網關編輯器) 型號：SLP-G15J50 
智能編程軟件包(記錄監視)型號：SLP-G15JLGV

本資料所記內容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基本型號 功能 模件 追加處理 規  格 

CMC15G  

S01 標準型 

D01 高性能型 

A 底座帶8針微型插口

000 無 

D00 帶檢查報告書 

2008 年 3 月 中文初版(07)   日文第 3 版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4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4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Unknown

  /Description <<
    /JPN <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9ad889e350cf5ea6753b50cf3092542b3080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537052376642306e753b8cea3092670059279650306b4fdd3064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
    /ENU <FEFF005500730065002000740068006500730065002000730065007400740069006e0067007300200074006f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77006900740068002000680069006700680065007200200069006d0061006700650020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740069006f006e00200066006f007200200069006d00700072006f0076006500640020007000720069006e00740069006e0067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79002e002000540068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630061006e0020006200650020006f00700065006e006500640020007700690074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6e006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6e00640020006c0061007400650072002e>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