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格

PLK-J6040R型号
项目

缝纫形式 单针连锁式缝纫

旋梭种类 双倍线量全回转旋梭

使用机针 DP×17 #18

缝纫范围 (X x Y) 600mm x 400mm

最高缝纫速度 (*1) 间歇:2,300rpm 连续:2,500rpm

送料方式 间歇或连续送料 (可切换)

线迹缝距 0.1 - 20.0mm(最小设定单位 0.1mm)

最大针数 20,000针/缝纫花样

最大花样储存数量 9,000 (*2)

记忆媒介 USB闪存 (非缝纫机标准配置)

上軸马达 三菱电机750W直驱式伺服电机

下軸马达 三菱电机400W直驱式伺服电机

工件固定方式 夹盘装置

中压脚方式 由步进直驱马达推动

中压脚提升量 18.0mm (最大24.0mm) 最小设定单位 0.1mm

中压脚行程 电子控制行程:0.0 - 10.0mm

電子面线张力裝置 手动 / 自动 / 花样设置等模式 (可切换)

润滑油系统 喷雾方式：喷雾时间可调节

操作面板 6.5" 彩色液晶触摸屏配上USB端口

外部输出/入  终端 I/O：16位输入 , 16位输出

连接界面 Ethernet (*3) 即将推出 , USB端口

条码读取器 可支援USB条形码阅读器

可编程控制器 独有"Step Sequence"可编程功能

外形尺寸 1,350 x 1,570 x 1,250mm (宽 x 深 x 高)

重量 440kg

电源
200 - 240V, 单相/ 三相

380 - 415V (需額外加上配件)

*1:缝纫速度将会受缝纫操作,缝纫物料及押脚重量等因素而有所影响。
*2:最大花样储存数量将收到各个花样程序里之针数数量所影响。
*3:Ethernet是富士施乐株式会社的注册商标。

FACTORY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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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K-J6040R
三菱工业用电子缝纫机



全面提升操控

告别复杂的初始设置程序, 只需一键即可调用出基本缝制参数
大大节省了设置时间, 有效增加生产效率, 令运行时间大大增加

6040RPLK-

简易设定只需一键操控
突破性的中压脚动作控制技术 
用户可根据不同的材料和厚度自由调整中压脚的动作, 
以获得最理想的线迹效果

完美的中压脚动作

能简单地将生产信息可视化, 让工厂管理变得灵活轻松 
eF@ctory将是电子缝纫机和其他三菱电机FA产品的最佳搭档

新一代的 IT 工厂管理

如此快, 如此精确

振动减少 + 噪音较小 = 功耗降低
PLK-J6040R通过减少机械振动和噪音的技术, 
在高速和大范围使用下, 能有效地降低能耗

卓越的节能技术

面线张力调整可安心留给缝纫机

通过缝制前检测材料的总厚度, 
可确保所需缝制材料层数正确无误
全新的电子润滑系统, 可通过参数设定油量和喷出间隔时间, 
有效防止漏针和油过量的情况出现

内置全新的“Pokayoke”功能, 
有效避免人为错误发生 三菱电机的综合FA-IT

解决方案eF@ctory

6.5寸彩色操作面板, 
配合简单接口, 操作更清晰方便

崭新的机头设计（设计专利申请中），
配合玻璃环氧树脂面板，

维护更简单

开盖式更换梭芯设计, 更换底线从此简单轻松

达到世界上最快的缝纫速度
可快速缝合针距较长或弯曲的花样, 完美演绎高品质
* 3.0mm针距: 2,300rpm(间歇进给)

质量保证从质量控制开始
通过控制系统强大的运算能力, 无需安装任何外部装置下, 
实现了跳针检测和断线检测功能, 缝制质量得到进一步的
保证
每针状态资料将被记录及储存到内存供日后查阅

自动调节出合适的面线张力
基本配置的电子面线张力控制系统, 可根据不同的缝制方向

Accomplishment of productivity and power consumption

PLK-G6030R

25%cut

PLK-J6040R Higher speeds and larger sewing area.
Power consumption cut by 25% compared 
to previous machines.

Car seatCar seat

AirbagAirbag

Sports shoesSports shoes

HandbagHandbag

未來的缝纫技术,由三菱带领

〈概念图〉

机械手

*连接各种设备的软件界面即将推出

显示机

一般商业用的网络
交换器

Wi-Fi
路由器

服务器

主站和从站之间的循环通信

条码读取器 视觉传感器

生产计划存储在数据库中
存储每个设施的操作信息和工作人员信息。
分析操作状态和工作信息，审查生产计划并使用它来改善改进

来自从站伺服器的数据

一般办公室用乙太网路来通信
(HTTP，FTP等)

PLK-J604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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