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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區營業處

三菱電機人機介面

三菱圖形操作終端

FREQROL變頻器符合各種需求，是您的

最佳選擇。此變頻器是可自由改變三相

感應電動機轉速的變頻電源裝置。高性

能且重環保，並可因應世界各種規範。

產品陣容齊全，可讓您依用途進行選擇。

驅動定位

控制

在設計上充分考慮使用者對於製作

的熱情、精確技術和可靠性的期望，

以及未來導入和實用性的要求等等。

標準配備多樣化的I/O功能。具備

「簡單」、「容易使用」和「多樣化操控」

等特色，可大幅提高現場的工作效率。

致力於裝置製造、提升生產設備的總體系統化能力的

三菱伺服系統。從旋轉式伺服馬達、線性伺服馬達到

直接驅動馬達等，對應

範圍廣泛，可大幅提升

裝置的效能。

GOT SIMPLE功能一覽

與FA機器的相容性
三菱FA機器相容性解決方案

與三菱FA機器系列的相容性可讓您增添各種內建功能以及直接連接，進而提升產能並且降低成本。

 ■ 圖形／物件功能

  圖形

  標誌文字 

  觸控開關 

  指示燈

  數值顯示／輸入 

  字串顯示／輸入 

  日期顯示／時間顯示 

  註解顯示 

  組件顯示 

  組件移動 

  歷史資料清單顯示 

  簡潔警示顯示 

  警示顯示（使用者）  

  層級 

  面板儀錶 

  折線圖 

  趨勢圖表 

  直線圖表 

  統計矩形圖 

  統計圓形圖 

  散佈圖 

  歷史趨勢圖表 

 ■ 在背景中執行的功能

  記錄 

  配方 

  元件資料轉移 

  觸發動作 

  時間動作 

  硬拷貝

  　（檔案輸出／序列印表機輸出） 
  工程／畫面指令檔

 ■ 使用週邊設備的功能

  條碼功能 

  RFID 功能 

  報表功能（序列印表機輸出）　

  基本畫面 

  重疊視窗 

  疊加視窗 

  對話方塊視窗 

  按鍵視窗 

  語言切換 

  系統資訊 

  安全 

  啟動標誌 

  FA 透明傳輸 

  多通道功能 

  站號切換 

  備份／還原 

 
  元件監視 

  FX 清單編輯 
保全功能

本體功能畫面設計

＊ : 很快即可支援與GOT SIMPLE的連接。

即將支援

即將支援

即將支援

即將支援

*

*

人機介面

使用者介面

10吋 WVGA 800×480 點

GOT SIMPLE

RS-422

標準配備

乙太網路

SD 記憶卡插槽

RS-232

7吋 WVGA 800×480 點

GS2110-WTBDGS2107-WTBD

新產品新聞

■功能規格

項目
規格

GS2110-WTBD GS2107-WTBD

顯示螢幕

顯示螢幕類型 TFT彩色液晶

畫面尺寸 10吋 7吋

解析度 800 × 480［點］

顯示尺寸
222（寬） × 132.5（高）[公釐] 
（橫向顯示時）

154（寬） × 85.9（高）[公釐] 
（橫向顯示時）

顯示字元數 16點字型時：50個字 × 30行（全形）（橫向顯示時）

顯示色彩 65,536色

背光燈
LED方式（不可交換）
背光OFF ／可設定螢幕保護時間

觸控面板

方式 類比電阻膜式

按鍵大小 最小2 × 2［點］（1個按鍵）

同時按壓點數 不可同時按壓（僅可觸控1點）

壽命 100萬次（操控力為0.98N以下）

記憶體 C磁碟機
內建快閃記憶體9MB（容納工程資料用、容納作業系統用）

壽命（寫入次數）10萬次

內建介面

RS-422

RS-422，1個通道
傳輸速度：115200/57600/38400/19200/9600/4800bps
連接器形狀：D-Sub 9針（母接頭）
用途：連接機器通訊用
終端電阻：330Ω固定

RS-232

RS-232，1個通道
傳輸速度：115200/57600/38400/19200/9600/4800bps
連接器形狀：D-Sub 9針（公接頭）
用途：連接機器通訊用，條碼閱讀器
連接個人電腦用（封裝資料讀取／寫入，FA透明傳輸功能）

乙太網路

資料傳輸方式：100BASE-TX、10BASE-T，1個通道
連接器形狀：RJ-45（模組式插孔）
用途：連接機器通訊用
連接個人電腦用（封裝資料讀取／寫入，FA透明傳輸功能）

USB
USB（全速12Mbps），裝置1個通道
連接器形狀：Mini-B
用途：連接個人電腦用（封裝資料讀取／寫入，FA透明傳輸功能）

SD記憶卡
SD規格標準1個通道
支援的記憶卡：SDHC記憶卡、SD記憶卡
用途：封裝資料讀取／寫入，儲存記錄資料

蜂鳴器輸出 單音（可調整為長音／短音／無聲音）

保護構造 IP65F（僅限面板前面部分）

外形尺寸 272（寬） × 214（高） × 56（深）[公釐] 206（寬） × 155（高） × 50（深）[公釐]

重量 約1.3公斤（不含安裝用支架） 約0.9公斤（不含安裝用支架）

支援的軟體封裝
（GT Designer3版本）

Version 1.104J或以上*

＊：必須安裝 GS Installer（安裝程式）。

■GS Installer（安裝程式）的安裝程序

1. 按兩下GT Works3版1.104J或以上的資料夾內的GS Installer.exe，啟動GS Installer（安裝程式）。依照畫面的
指示操作。

2. 顯示完成畫面時，按下[結束]按鈕，GS Installer 的安裝程序即完成。  

詳細請參閱隨附的手冊

【儲存位置】
CD-ROM:<根目錄>\TOOL\GS\GS Installer.exe
DVD-ROM:<根目錄>\Disk1\TOOL\GS\GS Installer.exe

•  Ethernet是美國Xerox Corporation的商標。

• SD標誌、SDHC標誌是SD-3C,LLC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  本目錄中提及的其他公司名稱、產品名稱均為各公司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有關商標、註冊商標安全注意事項

•  為正確使用本目錄上的產品，請在使用前詳閱使用手冊。

• 本產品的維修服務與其他三菱產品不同，敬請特別留意。

L(NA)08285CHT

■外形尺寸

本目錄的畫面係圖像合成，可能與實際的顯示色彩有所不同。

單位：公釐

■電源規格

項目
規格

GS2110-WTBD GS2107-WTBD

輸入電源電壓 DC24V(+10%、 -15%) 漣波電壓200mV以下

耗電量 7.6W以下（317mA/24V） 6.5W以下（271mA/24V）

背光燈熄滅時 3.8W以下（158mA/24V） 3.8W以下（158mA/24V）

衝擊電流 17A以下（6ms、25℃、最大負載時）

容許瞬停時間 5毫秒以內

抗噪強度 IEC61000-4-4標準 2kV（電源線） 

耐電壓 AC350V　1分鐘（電源端子批次⇔接地間） 

絕緣電阻 DC500V絕緣電阻計10MΩ以上（電源端子批次⇔接地間）

A +2
-0

10公釐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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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2107-WTBD     191  137

A B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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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以下尺寸在面板上鑽洞供安裝用。
並且，上下必須為安裝支架各預留10公釐空間。

以上

10公釐
以上

面板厚度1.6～4公釐

・此為橫向視圖（縱向視圖則以90度旋轉後的尺寸為準。）

■面板切割尺寸

面板厚度為1.6～4公釐以下

面板厚度為1.6～4公釐以下



7吋 GS2107-WTBD

WVGA 800×480點  

10吋 GS2110-WTBD

WVGA 800×480點   

GOT SIMPLE
可直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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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員名稱

密碼

操作員認證功能

全新登場
三菱最新寬螢幕顯示器 7 吋10 吋

可容納

大量資料

的SDHC

SD記憶卡插槽

精簡的

Mini-B連接器

USB device

簡單但效能高。具備可靠性和易用性。

使用GOT SIMPLE畫面編輯

可搭配GT Works 3版1.104J或以上。

・可以圖形顯示記錄功能所收集的資料。

・可透過捲動和指定時間輕鬆確認資料。

歷史趨勢圖表記錄功能

多通道功能

FX 清單編輯

裝置量產時

在辦公室將資料
複製到SD記憶卡

從記憶卡進行啟動

FA 透明傳輸功能

配方功能

RS-422、
RS-232
通訊埠

集中管理連接GOT SIMPLE的FA機器的

資料，定期或不定期收集資料，進行

資料的分析和反饋等。

GOT SIMPLE 可收集多台機器的資料！ GOT SIMPLE 在進行更換和維修時相當便利

為了可控制最多2通道的FA機器，只要設定

GT Works3的畫面編輯軟體，用一台GOT SIMPLE

就能夠接收和傳送所連接機器的資料。

利用GOT SIMPLE控制連接的FA機器！

只要有GOT SIMPLE，就能夠在現場變更程式。FX系列

的順控程式可以清單形式進行編輯。

在現場只是稍加變更程式，也非常便利

利用密碼進行管理的安全性

只要使用GOT SIMPLE即可編輯FX的程式

多通道連接

各種機器

乙太網路埠

為了操作畫面資料和GOT SIMPLE，

只要事先將必要的系統都傳輸到

記憶卡，再將記憶卡安裝到GOT 

SIMPLE，就能使用GOT SIMPLE。

可輕鬆在現場修正順控程式和參數等等

可透過GOT SIMPLE進行三菱FA機器的程式設計、

啟動和調整作業等。

無需費事地更換電纜。

對於頻繁的流程轉換非常便利

可將材料的調配條件和加工條件等資料儲存在

GOT SIMPLE內，再從GOT SIMPLE將必要的資料寫入

PLC可程式控制器的功能。

還可以讀取調整過的資料然後進行儲存。

即使是細長型裝置也能輕鬆收納！

將GOT SIMPLE直立，就能針對細長型裝置進行

設置，直書文字也能漂亮呈現。

可依操作員的操作，設定顯示

等級（權限），以「加強安全性」

和「預防操作錯誤」。

在現場即使沒有
專業知識也能啟動

USB 或
乙太網路 序列通訊等

三菱 FA機器

主要功能

內建RS-422、
RS-232 內建乙太網路

配備SD記憶卡插槽

內建USB device

直立顯示
IP65F

具備環境保護構造

TFT彩色液晶，65,536色記憶體9MB
解析度WVGA
800×480點

FX 清單
編輯畫面

GOT SIMPLE

產品 A 的配方

D1000------200

D1001------100

D1002------  50

D1003------ 180-------

-------

QCPU

GOT SIMPLE

RS-422
或
RS-232

GOT SIMPLE

GOT SIMPLE

寫入 讀取

FX3GA

FX3GA

FX3G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