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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Renishaw plc. 保留所有權利。 

未經 Renishaw 事先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拷貝或重

製整份或部分本文件，或轉換為任何其他媒體或語言。

出版本文件所含資料並不暗示 Renishaw 公司放棄對這些

資料擁有的專利權。

零件編號 H-6516-8508-01-A

版本: 03.2018

免責條款

RENISHAW竭力確保在發佈日期時，此份文件內容之準確

性及可靠性，但對文件內容之準確性及可靠性將不做任何

擔保。RENISHAW概不會就此文件內容之任何不正確或遺

漏所引致之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商標

RENISHAW 及 RENISHAW 標誌中的測頭符號是 

Renishaw plc 在英國、及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註冊商標。 

apply innovation 、及其他 Renishaw 產品和技術的名稱

與命名，是 Renishaw plc 或其分公司的商標。

本文件中使用的所有其他品牌名稱和產品名稱為各自所有

者的商品名稱、商標或註冊商標。

設備更改

Renishaw 保留更改產品規格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ii 在您開始之前

數控工具機

數控工具機之操作人員須受過充分的訓練，且遵守製造商

之操作指南。

介面保養

保持系統元件的清潔。

專利

NCi-6 非接觸式介面及相關產品的功能已受到以下專利及

專利申請的保護：

CN  100394139

CN  101674918

CN  103286639

CN  1202403

CN  1660541

EP  1050368

EP  1144944

EP  1502699

EP  1562020

EP  2152469

EP  2380698

JP  4520240

JP  4521094

JP  4695808

JP  5587393

TW  I473681

TW  NI-178572

US  6496273

US  6635894

US  6878953

US  7053392

US  7312433

US  8530823

US  9040899

保固

在保固期限內的設備若需要服務支援，應該將其送回您的

設備供應商來處理。

除非您與Renishaw 雙方訂定有特別的條款，否則若您向

Renishaw 公司所採購的設備其所適用之保固條款將會包

含在 Renishaw 的 “銷售條件” 中。您應該諮詢相關保

固條件已確認您的保固內容，但總體而言，設備若有下列

主要情形時，將不在保固範圍內：

 • 因疏忽、處理失當或使用不當；抑或

 • 未經事先取得Renishaw 的同意，將設備以任何方式

修改或更動。

若您的設備是採購自其他的供應商，您應該與他們取得聯

繫，以詳細了解其保固條款所包含的維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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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符合性聲明

Renishaw plc 聲明，NCi-6 非接觸式介面遵照適用的標準

及相關法規。

請聯絡 Renishaw plc 索取完整的 EC 符合性聲明或上

網：www.renishaw.com.tw/nci-6。

在您開始之前

C

WEEE 指令

在 Renishaw 產品和/或隨附文件中使用本符號，表示本產

品不可與普通家庭廢品混合棄置。最終使用者有責任在指

定的報廢電氣和電子設備 (WEEE) 收集點棄置本產品，

以實現重新利用或循環使用。正確棄置本產品有助於節省

寶貴的資源，並防止對環境的消極影響。如需更多資訊，

請與您當地的廢品棄置服務或 Renishaw 代理商聯絡。



iv 在您開始之前

安全

使用者須知

在使用工具機或 CMM 的應用程序中，建議採用眼部防

護措施。

機器製造商須知

機器供應商有責任保證使用者瞭解機器作業所包含的任何

危險，包括 Renishaw 產品說明書中述及的危險，並保證

提供充分的防護裝置和安全聯鎖裝置。

在某些情況下，測頭信號可能錯誤地指示測頭已就位之情

況。請勿依賴測頭信號來停止機器運轉。

設備安裝商須知

所有的 Renishaw 設備設計符合相關的 EC 和 FCC 法規

要求。為使產品按照這些規定進行運作，安裝商有責任保

證以下指導原則均得到遵守：

• 任何介面的安裝位置必須遠離任何可能的電氣干擾源

（即變壓器、伺服驅動裝置等）；

• 所有 0 伏／接地連接都應接至機器的「星形點」上

（「星形點」是所有設備接地和屏蔽電纜的單點回

路）。這一點非常重要，未遵守這一點會引起接地之

間有電位差。

• 所有屏蔽都必須按使用說明書中所述進行連接。

• 電纜線路不得與馬達電源電纜等高電流源並行，或靠

近高速數據網路；

• 電纜應總是保持在最短的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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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在使用控制元件或調整元件或者操作時，若不按照本出版

物所述的步驟進行，可能受到有害輻射的照射。

在非接觸式 (NC) 刀具設定及刀具破損檢測產品上進行維

護前，請先將連至 NCi-6 介面的電源關閉。 

小心 — 雷射安全

NCi-6 介面盒搭配 Renishaw 雷射非接觸式刀具設定與刀

具破損檢測產品。合適的 NC 刀具設定產品指南會說明雷

射安全指南及安全規則。

如果裝置使用方式與製造商要求的方式不符，則裝置提供

的保護措施可能會降低。

警告與小心警示



vi 一般資訊

NCi-6 維護

無需日常維護。

用乾布擦去外表面的灰塵。

電氣額定值

絕對最大供電電壓 11 Vdc 至 30 Vdc

最大額定電流 0,5 A

SSR 接觸額定值 ±50 mA 峰值

±30 Vdc 峰值

操作條件

外殼提供的保護 IP20

BS EN 60529:1992+A2:2013

(IEC 60529:1989+A1:1999+

A2:2013)。

海拔高度 最大 2000 m

操作溫度 +5 °C 至 +55 °C 

儲存溫度 -25 °C 至 +70 °C 

相對濕度 當溫度為 31 °C 時，最大相

對溼度為80％，當溫度到達

40 °C 時，相對溼度線性減少

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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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將 Renishaw NC4 或 NC4+ 非接觸式 (NC) 系統用

於刀具設定、或刀具破損檢測之 CNC 工具機所需

的介面單元。此 NCi-6 單元將信號從 NC 單元轉換

成用於傳送至 CNC 工具機控制之無電壓、固態繼

電器 (SSR) 輸出。

NCi-6 介面單元應安裝至電氣箱。本裝置放置的

位置應盡可能遠離變壓器和馬達控制器等潛在干

擾源。

警告：介面上的開關只能由合格的人員安裝和調

整。拆除護蓋前，先將直流電源從 NCi-6 單元拆

除。

電源

此 NCi-6 介面可由 CNC 工具機之標稱 12 Vdc 至 
24 Vdc 電源供電。這必須是一種適當的單一容錯

電源，其必須符合 
BS EN 60950-1:2006+A2:2013 
(IEC 60950-1:2005+A2:2013)。

連至 NCi-6 的電源是由 0.5 A 自復式保險絲所保

護。要復歸保險絲前，請先切斷電源，然後找出故

障原因並加以排除。

連至 NC 單元時標稱電流如下：

NC4 或 NC4+ 120 mA @ 12 Vdc， 
70 mA @ 24 Vdc

附註：  要切斷電源，應從端子上拔出電線。

輸入／輸出過電流保護

各 SSR 輸出是由 50 mA 自復式保險絲所保護。

輔助繼電器輸出是由 200 mA 自復式保險絲所保

護。

NC4 與 NC4+ 是由自復式電流保護電路所保護。

一般資訊



4 一般資訊

LED 診斷指示燈

端子台 CN1 
（10 Pin）

端子台 CN2 
（15 Pin）

可拆式外蓋

NCi-6 介面單元（頂面）

頂面介面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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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面介面標籤

NCi-6 介面單元（底面）

一般資訊



6 一般資訊

NCi-6 前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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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i-6 後標籤

一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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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in 端子台 (CN1)
端子台 CN1 是用於將非接觸式單元連接至 NCi-6 
介面。此介面自動檢測已連接的是哪個 NC 單元。

端子 1 – 2

用於監控來自 NC4 或 NC4+ 的信號。電壓範

圍：0 Vdc 至 9 Vdc。

15 Pin 端子台 (CN2)
端子台 CN2 是用於將 NCi-6 介面連接至 CNC 工
具機。

端子 1

用於選擇符合開關 SW2-4 之脈衝寬度。

端子 3 – 6

這是可用於控制外部裝置之輔助輸出。裝置可包括 
LED、蜂鳴器或刀刃吹屑裝置。

此輸出亦可與硬體接線 NC4 或 NC4+ 系統用於

開／關發射器單元，讓接收器單獨使用。 

或者，其可作為跳躍(Skip)共用模組，用以在非接

觸式刀具設定裝置與主軸測頭介面盒之間切換。此

輸出有 200 mA 保險絲。

端子 7 – 8

這是一種可設為常開 (N.O.) 或常閉 (N.C.)之 SSR 
輸出。此輸出有 50 mA 保險絲。

端子 9 – 10

這是一種可設為常開 (N.O.) 或常閉 (N.C.)，並且提

供脈衝(Pulse)、位準(Level)或振盪輸出之 SSR 輸
出。此輸出有 50 mA  保險絲。

端子 11 – 12

這用來選擇操作模式。

端子 13 – 15

這是用在介面盒電源供應。

端子台 CN1 與 CN2



9介面盒 LED 指示燈

介面盒 LED 指示燈狀態
NCi-6 介面盒之正前方設有七個 LED 指示燈。這些

指示燈為操作者提供了系統狀態的視覺指示。

狀態 LED 指示燈

狀態 LED 指示燈向操作者指示 NC 系統的狀態。

第 11 與 12 頁的表格中說明顏色及相關狀態。

當系統處於設定模式時，LED 指示燈隨著光束電壓

增加而從紅色變為琥珀色再變為綠色。

LED 指示燈在離開設定模式後若為綠色，表示設定

成功。LED 指示燈若非綠色，表示設定不成功而必

須重新設定。

脈衝(Pulse) LED 指示燈

綠色 20毫秒

未點亮 100毫秒

輔助繼電器狀態指示燈

綠色 輔助繼電器已通電

未點亮 輔助繼電器未通電



10 介面盒 LED 指示燈

模式 LED 指示燈：（刀具設定 1、刀具
破損、栓鎖及刀具設定 2）

綠色 模式已選擇

未點亮 模式未選擇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見第 18 頁的「操作模式」。

附註：若無模式 LED 指示燈亮起，表示 NCi-6 介
面盒處於設定模式。



11介面盒 LED – 狀態指示燈

LED 指示燈顏色 刀具設定模式 1 刀具設定模式 2

綠色／琥珀色 以 1 Hz 閃爍。

系統操作電壓過高。

系統將繼續運行，但是為了最佳性能，

請重新設置及調整水平的步驟。

測頭未觸發。

以 1 Hz 閃爍。

系統操作電壓過高。

系統將繼續運行，但是為了最佳性能，

請重新設置及調整水平的步驟。

測頭訊號已觸發。

綠色 光束暢通無阻。

測頭訊號未觸發。

光束暢通無阻。

測頭訊號已觸發。

琥珀色 光束部分被遮蔽。*
測頭訊號未觸發。

光束部分被遮蔽。*
測頭訊號已觸發。

紅色 光束被遮蔽。

測頭訊號已觸發。

光束被遮蔽。

測頭訊號未觸發。

未點亮 裝置未通電

* 若雷射光束暢通無阻且 LED 指示燈為琥珀色，表

示系統持續作用，但需要維護才能達到最佳效能。

欲知所需可能動作的詳細內容，請參閱適用的安

裝與使用指南（針對 NC4，Renishaw 零件訂貨

號 H-2000-5230 或 NC4+，Renishaw 零件訂貨號 
H-6270-8511）。



12 介面盒 LED – 狀態指示燈

LED 指示燈顏色 高速刀具破損檢測模式 栓鎖(Latch)模式

綠色／琥珀色 不適用。 以 1 Hz 閃爍。 
輸出未鎖定。
系統操作電壓過高。
系統將繼續運行，但是為了最佳性能，
請重新設置及調整水平的步驟。

綠色 不適用。 光束暢通無阻。
輸出未栓鎖。

琥珀色 輸出未栓鎖。
光束被遮蔽。

輸出未栓鎖。

光束被遮蔽。*

紅色 輸出遭栓鎖。
刀具已破損。

輸出遭栓鎖。

未點亮

* 若雷射光束暢通無阻且 LED 指示燈為琥珀色，表

示系統持續作用，但需要維護才能達到最佳效能。

欲知所需可能動作的詳細內容，請參閱適用的安

裝與使用指南（針對 NC4，Renishaw 零件訂貨

號 H-2000-5230 或 NC4+，Renishaw 零件訂貨號 
H-6270-8501）。



13指撥開關

指撥開關 SW2
指撥開關 SW1

（在安裝和正常操作時使用）

指撥開關 SW3

可拆式外蓋
（用於調整指撥開關 SW2 與 SW3。
只在安裝時才需要接觸這些開關）

外蓋壓扣－壓下可移除外蓋

指撥開關位置



14 指撥開關

指撥開關 SW1

重要事項：設定指撥開關

將指撥開關設定為“開＂或“關＂時，請用力按下指撥開關，

確保指撥開關完全到位。

指撥開關 On Off

1 未使用 On Off 未使用。

2 NC 設定 On Off 設定 NC4 或 NC4+ 系統時使用。將這個指撥開關設定

為“開＂，使水平電壓達到最大值。電壓達到最大值

後，將指撥開關設定為“關＂，使自動增益電路能夠對

操作電壓進行微調。

3 排除切削液影響 On Off 當排除切削液影響模式設定為“開＂時，可以過濾掉個

別數滴切削液對量測的影響。

附註： 為了操作安全，請按下文所述設定主軸轉速和主

軸轉速控制旋鈕。

4 主軸轉速／分 500 1000 與排除切削液影響功能搭配使用。為了操作安全，主軸

轉速必須固定在整數倍，例如 1000、2000 或 3000；或 
500、1000 或 1500，並且必須停用主軸轉速控制旋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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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撥開關 SW2

警告：

SSR 輸出開關如斷開，即常開 (N.O.)，若電源中斷及／或與 SSR 連接不良， 

各別輸出將維持非觸發狀態。

若將 SSR2 當作振盪或脈衝(Pulse)輸出用於觸發信號進行控制， 

則位準(Level)輸出 SSR1 必須用於確保測頭狀態檢查的可靠性。

指撥開關

指撥開關 On Off

1 SSR1 N.C. N.O. 將 SSR 輸出設定為常閉 (N.C.) 或常開 (N.O.)。

2 SSR2 N.C. N.O. 同上。

3 SSR2
類型 1

位準 
(Level)

脈衝 
(Pulse)

將 SSR2 輸出設定為位準(Level)或脈衝(Pulse)。
請參閱第 17 頁。

4 脈衝寬度 20 ms 100 ms 將脈衝寬度設為 20 ms 或 100 ms（有關詳細資訊，請

參見第 18 至 23 頁的「操作模式」）。
M 碼 3 可用於反相指撥開關設定。

附註：要使循環能夠正常工作，所選脈衝寬度值必須和
刀具量測軟體中設定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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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撥開關 SW3

指撥開關

附註：

若 M 碼未連接至端子 11，SW3-1 必須設為High。

若 M 碼未連接至端子 12，SW3-2 必須設為High。

指撥開關 On Off

1 M 碼 1
啟動方式

Low High 判斷輸入是否對高準位啟動、或低準位啟動信號作出回

應。

2 M 碼 2
啟動方式

Low High 同上。

3 未使用 – – 未使用。

4 SSR2
類型 2

振盪 如 
SW2-3

將 SSR2 輸出設定為振盪，或依據 SW2-3 設定。

請參閱第 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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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R2 類型 1 與 SSR2 類型 2

警告：  若將 SSR2 當作振盪或脈衝(Pulse)輸出用

於觸發信號進行控制，則位準(Level)輸出 SSR1 必

須用於確保測頭狀態檢查的可靠性。 

SSR2 輸出有三種不同類型可設定：脈衝(Pulse)、

位準(Level)或振盪。

SSR2 類型是依據 SW2-3 與 SW3-4 這兩個指撥開

關的位置選擇。

這個邏輯的表格如下：

SW2-3 SSR2 
類型 1

SW3-4 SSR2 
類型 2

輸出類型

Off Off 脈衝 (Pulse)

On Off 位準 (Level)

Off On 振盪

On On 振盪

附註：  在某些機台控制器上，開始量測移動與機

台控制器對觸發狀態做出回應二者之間有一個延

遲。在這種情況下應使用振盪輸出，以確保在機台

控制器有回應時能夠檢測到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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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設定模式 1
這種操作模式允許多種功能，例如系統水平調整、

刀具校正、刀具長度和直徑量測以及熱補償追蹤。

刀具進入雷射光束時進行量測。不需要 M 碼。排

除切削液影響功能一般會啟動。

刀具設定模式 2
此操作模式容許刀具之長度與直徑量測、量測偏

擺、以及允許切削刀刃檢查。其使用「雙重量測」

技術。刀具離開雷射光束時進行量測提供更短的

循環時間，並且在潮溼環境更堅固時進行量測。

需要 M 碼才能啟動此模式。不使用排除切削液影

響功能。

操作模式

高速刀具破損檢測

這種操作模式可以快速檢測到實心刀具的破損，例

如鑽頭和攻牙刀。

栓鎖(Latch)模式
這個操作模式具有檢查刀具上的刀片是否缺損以及

輪廓檢查等功能。

若想針對這些循環瞭解更多關於本軟體的資訊，請

瀏覽 www.renishaw.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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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碼 1（刀具破損）

M 碼 2（栓鎖模式）

隔離

0 Vdc 電源

11 Vdc 至 30 Vdc

3 kΩ 
0.5 W

3 kΩ 
0.5 W

操作模式

模式選擇

這些模式可使用 M 碼啟動，其供應介於 11 Vdc 與 
30 Vdc 之間的恆定電壓，並且連接至 CN2-11  
及／或 CN2-12 （請看下表）。這些選擇項目可分

別使用指撥開關 SW3-1 與 SW3-2 反相，以將 0 
Vdc 用於啟動此模式，並且將 11 Vdc 至 30 Vdc 用
於 M碼停用。如果 M 碼電壓在停用時浮動，則需

要電阻器才能將電壓上拉到供電電壓 
（請參閱圖示）。

模式 M 碼 1 

(CN2-11)

M 碼 2  

(CN2-12)

刀具設定 1 關閉 關閉

刀具設定 2 啟動 啟動

刀具破損 啟動 關閉

栓鎖 關閉 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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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衝寬度設定

脈衝寬度設定有以下功能：

• 將 SSR2 脈衝(Pulse)輸出寬度設為 20 ms 或 
100 ms。其亦將 SSR1 的最小脈衝寬度設為 
20 ms 或 100 ms。

• 若將脈衝寬度設為 20 ms，栓鎖模式功能的

循環時間得以縮短，並且主軸轉速快五倍。

在一些循環下，要確保勿超出刀具的最大轉

速／分。

操作模式

• 在刀具設定模式 1 中（無排除切削液影響功

能）及刀具設定模式 2 中，設定刀具的最小

轉速／分。

• 開關 SW2-4 將脈衝寬度設為 20 ms 或 
100 ms。M 碼 3 可用於反相指撥開關設定，

如下表所示。

最小轉
速／分

脈衝寬度 ms 指撥開關 
2-4

M 碼 3

600 100
Off Low

On High

3000 20
On Low

Off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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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設定模式 1（無排除切削液影響功能）

Open

Closed

刀具設定（無排除切削液影響功能）

位準 (Level)

脈衝 (Pulse)

振盪

Open

Closed

Open

Closed

光束暢通無阻 光束被遮蔽 光束暢通無阻 光束暢通無阻

遮蔽 暢通無阻 遮蔽 暢通無阻

脈衝寬度

20 ms

20 ms

脈衝寬度 = 20 ms 或 100 ms，藉由 SW2-4 來設定

圖中所示用於常閉，反相用於常開

> 脈衝寬度

脈衝寬度 脈衝寬度

< 脈衝寬度

光束被遮蔽

雷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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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設定模式 1（有排除切削液影響功能）

Open

Closed

刀具設定（有排除切削液影響功能）

位準 (Level)

脈衝 (Pulse)

振盪

Open

Closed

Open

Closed

光束暢通無阻 光束被遮蔽 光束暢通無阻 光束遭受切削

液遮蔽
遮蔽

過濾切削液影響功能 過濾切削液影響功能

暢通無阻 遮蔽 暢通無阻

脈衝寬度

20 ms

20 ms
過濾切削液影響功能 = 60 ms（1000 轉／分）或 120 ms（500 轉／分），藉由 SW1-4 來設定

脈衝寬度 = 20 ms 或 100 ms，藉由 SW2-4 來設定

圖中所示用於常閉，反相用於常開

脈寬

雷射狀態

光束暢通無阻

< 過濾切削液影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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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Closed

刀具設定（排除切削液影響功能不適用）

位準 (Level)

脈衝 (Pulse)

振盪

Open

Closed

Open

Closed

光束被遮蔽

暢通無阻

光束暢通無阻 遮蔽 暢通無阻

< 脈衝寬度

脈衝寬度 = 20 ms 或 100 ms，藉由 SW2-4 來設定

圖中所示用於常閉，反相用於常開

雷射狀態

操作模式

刀具設定模式 2

遮蔽

脈衝寬度 脈衝寬度

20 ms

20 ms

脈衝寬度

> 脈衝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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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4.6

98.0

24 尺寸和安裝方式

標準 DIN 軌道安裝

其他安裝方式

M4 (×2)

尺寸以 mm 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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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配線

* 若將雷射光束獨立開啟及關閉，讓接收器獨立使

用時，請勿將此紅色電線連接到針腳 8。連接發射

器，如第 27 頁所示。

數位電壓表-設定用

數位電壓表-設定用

輔助 11 Vdc 至 30 Vdc

類比輸出 1

設定

類比輸出 2

0 Vdc

13 Vdc 至 14 Vdc

隔離

測頭狀態

*

白色

紫色

藍色

黑色

紅色

隔離 †

灰色

黑色

紅色

隔離 †

灰色

† 若 NC4 或 NC4+ 外殼

連接至機台接地參考點

（即 R ≤ 1Ω），請勿連接
隔離網連接線。

NC4 或 NC4+

接收

發射

數位電壓表 

（只在 NC4 或 

NC4+  

設定期間使用）

NCi-6 端子台 CN1

NC4 或 NC4+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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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配線

警告：若將 SSR2 當作振盪或脈衝(Pulse)輸出用於觸發信號進行控制，則位準(Level)輸出 SSR1 必須用

於確報測頭狀態檢查的可靠性。

CNC

機台

控制器

電源供應器

0 Vdc

+ve

機台

電源

供應器

M 碼 3（反相指撥開關 SW2-4）

未使用（輔助 0 V）

常開

Common

常閉

通電（11 Vdc 至 30 Vdc）

SSR1 無電壓

SSR1 無電壓

SSR2 無電壓

SSR2 無電壓

M 碼 1（刀具破損）

M 碼 2（栓鎖模式）

隔離

0 Vdc 電源

11 Vdc 至 30 Vdc 電源

輔助繼

電器

NCi-6 端子台 CN2

針對刀具設

定模式 2 將

兩者都啟動

連接至 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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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配置容許將 NC4 或 NC4+ 系統之發射器開啟及

關閉，讓接收器單獨使用。

配線

激活，例如使用 M 碼*

* High（11 Vdc 至 30 Vdc）開啟雷射。

Low (0 Vdc) 或浮接，關閉雷射。

NCi-6 端子台 CN1

NCi-6 端子台 CN2

常開

Common

通電 
(11 Vdc 至 30 Vdc}

0 Vdc 電源

11 Vdc 至 30 Vdc 
電源

NC4 或 NC4+

接收

發射

電源供應器

類比輸出 1

設定

類比輸出 2

0 Vdc
13 Vdc 至
14 Vdc
隔離

測頭狀態

白色

紫色

藍色

黑色

紅色

隔離

灰色

黑色

隔離

紅色

灰色

控制 NC4 或 NC4+ 系統之雷射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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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配線

CNC  

工具機控制器

機台電源供應器

常開

Common

常閉

通電（11 Vdc 至 30 Vdc）

SSR1 無電壓

SSR1 無電壓

隔離

0 Vdc 電源

11 Vdc 至 30 Vdc 電源

外部測頭輸出

使用 M 碼*

輸出（測頭狀態）

機台跳躍(Skip)輸入 

* High（11 Vdc 至 30 Vdc）選擇外部測頭（並且亦可發送啟動碼）。

 Low (0 Vdc) 或浮接選擇 NC 測頭。

NCi-6 端子台 CN2

跳躍(Skip)供電電壓

輔助繼電器

與輔助測頭共用此跳躍(Sk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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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配線

常開

Common

常閉

通電（11 Vdc 至 30 Vdc）

隔離

0 Vdc 電源

11 Vdc 至 30 Vdc 電源

機台電源
氣源

電磁線圈
激活，例如使用 M 碼* 

* High（11 Vdc 至 30 Vdc）開啟氣源。

 Low (0 Vdc) 或浮接，關閉氣源。

NC4 或 NC4+

接收 發射

電磁線圈供電電壓 
+Vdc

Imax = 200 mA

Vmax = 30 Vdc

NCi-6 端子台 CN2

輔助繼電器

氣源

控制連至 NC4 或 NC4+ 系統之氣源



30 零件清單

類型 零件訂貨號 描述

NCi-6 介面盒 A-6516-2000 NCi-6 介面盒及箱子，附 DIN 軌道安裝及兩個端子台。

NCi-6 端子台（10 Pin） P-CN25-1053 用於 NCi-6 介面盒之 10 Pin插座端子。

NCi-6 端子台（15 Pin） P-CN25-0009 用於 NCi-6 介面盒之 15 Pin插座端子。



有關全球聯繫之相關資訊，請上網站 
www.renishaw.com.tw/contact。

Renishaw Taiwan Inc.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七路

2 號 2 樓
臺灣 

T +886 4 2460 3799 
F +886 4 2460 3798 
E taiwan@renishaw.com 
www.renishaw.com.tw

*H-6516-85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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