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传感器

F3ZNF3ZNF3ZNF3ZN
测量光幕

 完全适合客户的装置！

 最大240光轴为止、对应直列连结。

 通过设定支援软件（PC版），用可编程序的 I/O，进行任意的功能设定。

 受光量水平监视。

 扫描监控。

 对于各种各样的计测处理，

F3WN-XF3WN-XF3WN-XF3WN-X
工件检测用区域传感器

 最小光轴间距9mm。（最小检测物体的大小φ14mm）.

 最短传感器长度，187mm。（光轴数11光轴）

 最长传感器长度，1,822mm。（光轴数120光轴）

F3W-DF3W-DF3W-DF3W-D
拣选传感器

 检测距离3m。

 可选择中意的表示模式（亮灯/闪灯/反复亮灯/交替亮灯）。

 可也外接的选择指示灯相连接。

 实现了独立线路直结型上的选择系统节省配线化。

F3W-ABCF3W-ABCF3W-ABCF3W-ABC
F3W-ABC

 宽阔的区域，10mm的光轴间距。

 行业内最初用远控操作来检查的外部诊断功能。

外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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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9-L93/150/151/E39-L97/98E39-L93/150/151/E39-L97/98E39-L93/150/151/E39-L97/98E39-L93/150/151/E39-L97/98
传感器调节器/金属护罩

安装简便、调整简便、更可安心使用的牢固的传感器配件

E39-L/F39-L/E39-S/RE39-L/F39-L/E39-S/RE39-L/F39-L/E39-S/RE39-L/F39-L/E39-S/R
金属安装配件/狭缝/反射板

超级双通道光纤

E3X-MDAE3X-MDAE3X-MDAE3X-MDA
E3X-MDA

实现行业里最薄的每1通道5mm。

10mm宽的主体上凝聚着2个放大器，大约1/2惊人的省空间，也可望达到40%

的省电力。

可进行 AND/OR控制输出

1个传感器具有2中输出控制，一直以来必须有的小型 PLC或控制器已经不需

要。

双数字光纤

E3X-DA-SE3X-DA-SE3X-DA-SE3X-DA-S
E3X-DA-S

同行业首创的数字式产品，搭载“光量调整(最佳光量设定)功能”

通过采用新开发的4元素 LED+APC（Auto Power Control）回路，能实现同

行业最高级的长期稳定检测。

E3X-DA-S型继承了欧姆龙传统的省配线接插件

彻底消减含铅材料

进一步发挥光纤放大器威力的手机式控制器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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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X-ZAE3X-ZAE3X-ZAE3X-ZA
灵敏度可调式光纤放大器

简单完善的光纤放大器产品，

具有光电 IC技术的高抗干扰性

■传感距离长。

■新式光电 IC，增强抗干扰性。

■电源逆接保护、输出短路保护和输出逆接保护。

光纤放大器用通信单元

E3X-DRT21-SE3X-DRT21-SE3X-DRT21-SE3X-DRT21-S
数字型传感器用通信单元（DeviceNet型）

网络使世界更广阔

■ON/OFF信号、检测量无需编成即可传送至上位 PLC

（远程 I/O通信从站功能）。

■对临界值、各功能的设定内容可进行读取、写入，以及

示教等操作（报文通信功能）。

■可从连网的计算机下载各种设备参数进行设定

（配置器）。

E3X-DRT21/SRT21/CIF11E3X-DRT21/SRT21/CIF11E3X-DRT21/SRT21/CIF11E3X-DRT21/SRT21/CIF11
E3X-DRT21/SRT21/CIF11

实现了省配线

波道以1-16台单位，可以任意的连接。(CompoBus/S是1-14台)

具有 ON时/OFF时受光量监视机能的放大器登场。

光纤头

E32E32E32E32系列

光纤单元

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光纤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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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型 丰富的形态变化；满足需求的光纤电缆和加工服务

2、耐环境型 能够满足各种环境用途

3、特殊光束/特殊应用型 发挥出众的检测性能

数字型/2/2/2/2频道

E3X-DA21-SE3X-DA21-SE3X-DA21-SE3X-DA21-S
高功能光纤传感器

余量160倍 世界最强的稳定检测性能

检测距离达到以往产品的2倍

光纤插入时的光量偏差下降为以往产品的1/2

最小检测物体达到以往产品的1/2大小

节省能源效果达到以往产品的2倍

E3X-DA-S/MDAE3X-DA-S/MDAE3X-DA-S/MDAE3X-DA-S/MDA
光电传感器

扩展传感器技术的新世纪检测平台

1、将受光量调整到最佳值，搭载[光量调整]功能。

2、通过采用新开发的4元素 LED+APC(Auto Power Control)回路。

3、E3X-DA-S型继承了欧姆龙传统的省配线接件。

4、实现行业里最薄的每1频道5mm （MDA型）。5、可进行 AN

通用示教

E3X-SD/ZT/NAE3X-SD/ZT/NAE3X-SD/ZT/NAE3X-SD/ZT/NA
光纤传感器

采用大宽幅且易读取的动作指示灯和简易余裕度 (=受光量/动作水平) 显示。

E3X-SD取用0~999% (10倍) 的数码

显示让人用得放心, E3X-ZT/NA取用5段大型光量条显示, 可实现直观的设定

及管理。

此产品以简易操作作为设计主旨 , 达到即使无操作手册也可实施操作的简易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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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X-NM/NT/NV/NVGE3X-NM/NT/NV/NVGE3X-NM/NT/NV/NVGE3X-NM/NT/NV/NVG
光纤传感器

 实现了4个“省”的4CH型（同行业 NO.1） 即便4根光纤单元紧密安装也

不会产生相互干扰（同行首创） 只需按一次按纽即可轻轻松松进行示教。

 超薄、仅为10㎜的1CH型，对机器的省空间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即使

遇到水也可以

旋钮((((手动调节))))

E3X-A/H/F/VGE3X-A/H/F/VGE3X-A/H/F/VGE3X-A/H/F/VG
E3X-A/H/F/VG

用8回转调整旋纽即可进行微调整的通用型。

是传统产品检测距离的2位。

带有应差可变旋纽。

使用脉冲亮灯进行20μs的超高速应答。

以绿色光源可检测微妙的色差。

数字((((自动协调))))

E3X-ZD2E3X-ZD2E3X-ZD2E3X-ZD2
双数显光纤放大器

延续单数显光纤放大器 E3X-ZD系列操作简便的特点，新加入常用功能选项。

主要特点：

· 新增 MODE按钮 → 实用菜单

· “1”键示教 → 示教的同时完成光量调整+门槛值设定

· APC(Auto Power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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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X-ZDE3X-ZDE3X-ZDE3X-ZD
单数显光纤放大器

最简便的数字光纤传感器 E3X-ZD

无说明书也能简单设定

主要特点：

1. 独立示教按钮：

只需2次按键，示教和感度调整同时完成—省时

2. 超大微调按钮，门槛值调整更方便—省力

3. 大屏幕显示和状态指示灯，状态一目了然—省心

E3X-DAC-SE3X-DAC-SE3X-DAC-SE3X-DAC-S
数字式光纤传感器

1、搭载彩色传感引擎，通过 RGB三原色处理工件本身的色彩信息来达到检

测工件目的。

2、增强对抗工件检测现场实物产生抖动等偏差能力，减少由距离变化造成的

误动作判定的影响。

3、采用白色 LED，应对各种检测工件都无需更换光源，能够更简单、安心、

E3X-DA11-NE3X-DA11-NE3X-DA11-NE3X-DA11-N
E3X-DA-N

用新型的接插件可以省配线省空间，提高保养性能。

采用自动电源控制（APC）电路的超级数字显示。

消耗电力最多可省70%。

可以在运行中把数字显示关掉或变暗

移动电话大小的新时代的手机式控制器，全力发掘光纤放大器的功能

凹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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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Z-GE3Z-GE3Z-GE3Z-G
放大器内置型凹槽型光电开关（凹槽型）

无需光轴调整的凹槽型光电传感器 1、按用途选择有1光轴型和2光轴型。 2、

防止相互干扰功能、EN标准规格。

放大器内置型光电开关

E3ZME3ZME3ZME3ZM
放大器内置型光电开关（小型）

不锈钢外壳

1、食品行业 标准品质。

2、卫生、牢固、耐冲洗。

3、小型不锈钢外壳中凝聚着的是放心。

长距离型

E3Z-LE3Z-LE3Z-LE3Z-L
放大器内置型光电开关（细小光束型）

φ2.5mm的小光点，

最适合于小工件检测

■由于是φ2.5mm的小光点，最小可以检测到φ0.1mm

的微小工件。

■由于是细小光束，可以检测缝隙或小孔。

■实现了可视光的小光点，可以用肉眼确认检测点的

位置。

■保护结构(IP67)、防止相互干扰功能、EN记号等

是标准装备。

E3GE3GE3GE3G
放大器内置光电开关（长距离）

长距离光电传感器实现回归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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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10m距离设定型2m

■小型机可检测10m长距离。若将传统的对射型

换成回归反射型则可省布线、省空间。

■距离设定型带有示教式功能。

■带有稳定状态一目了然的稳定显示灯。

■输出可选择晶体管输出(NPN/PNP转换)

或继电器输出。

■按用途有导线/接

超小型****薄型

E3TE3TE3TE3T
放大器内置光电（微型·薄型）

通用微型·放大器内置可实现1m的长距

离检测。

■按用途选择有4种类型：透过型/扩散反射型/限定

反射型/回归反射型。

■φ0.8mm的微小光束(E3T-SL1□)能进行微小工件检测。

■采用单片光电 IC （集成电极）可信度高。

■装载 OMRON公司独有的 FAO本机器是世界上最早

采用

圆柱型

E3F3E3F3E3F3E3F3
光电传感器

螺纹柱关光电传感器，放大器内藏，具备接近传感器外观的光电传感器具有

光电-IC技术的高抗干扰性

·新式光电-IC，以增加抗干扰性

·M18DIN-大小的柱状外罩，ABS树脂盒/BRASS外壳

·备有传感距离长（30cm），带灵敏度调节器的反射型产品

·短路保护和逆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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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油****长距离

E3S-CE3S-CE3S-CE3S-C
耐油·长距离光电开关（金属型）

优越的耐水·耐油、耐冲击性实

现长距离检测

■IP67g的优越的耐水·耐油性，

故可放心在油雾中使用。

■能进行长距离检测，最大型为30m （对射型）。

■额定值具有接近传感器并列的耐冲击性

1,000m/s2。

■实现M12金属接插件中继型系列化。

■NPN/PNP输出的转换开关方

E3Z-KE3Z-KE3Z-KE3Z-K
E3Z-K

E3Z-K的抗油型产品是针对汽车、机床等许多需要在油污环境中对物体进行

检测的特殊环境而开发研制的。它继承了原欧姆龙耐油型产品 E3V3系列的特

点，针对普通 IP67防护等级产品容易受油污侵入损害的指示灯、透镜、灵敏

度调节旋钮以及导线等部分进行了全面的特殊强化工艺处理。同时，作为标

准型 E3Z家族的新成员，

薄型****小型****柱面型

E3HF/E3HS/E3HT/E3HCE3HF/E3HS/E3HT/E3HCE3HF/E3HS/E3HT/E3HCE3HF/E3HS/E3HT/E3HC
光电开关

 最适合埋入安装的柱面型（型号 E3HT、E3HC）。

 方形7.5㎜可进行1m的检测距离（型号 E3HS）。

 有耐振性的树脂埴充型（型号 E3HS、E3HC）。

 超薄型、厚度7mm省空间（型号 E3HF）。

距离设定型****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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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G-L1/L3E3G-L1/L3E3G-L1/L3E3G-L1/L3
光电开关

 用1mm的极细光束实现微小工件的检测。

 不仅检测体的颜色，对倾斜、光泽也能稳定检测。

 容易检测有光泽的凹凸物体。

 背景•传送带中最合适的示教方式。

 使 M8接插件式进行安装。

小型****标准型

E3ZE3ZE3ZE3Z
放大器内置型光电开关（小型）

实现小型、长距离、节省电力和节省能源的光电传感器的标准型 ■检测距离/

对射型15m、回归反射型4m、扩散反射型1m。 ■独特的防止外部乱光计算方

法，变频荧光灯下也能工作。 1、最大限度降低电力消耗和含铅材质的使用。

2、IP67保护构造，防止相互干扰功能， EN规格标准。防油型为 IP67f。 3、

光

E3Z-TE3Z-TE3Z-TE3Z-T
光电传感器

E3Z-T***2(2表示传统品的2倍检测距离）

与 E3Z家族所有产品同样的小体积，能实现30M的检测距离

带灵敏度调节，备有 PNP/NPN型供选，有导线式和接插件式

E3Z-BE3Z-BE3Z-BE3Z-B
放大器内置型光电开关（透明瓶型）

能稳定检测再生的薄壁透明瓶标准尺寸

的透明体检测传感器

■采用抗透明瓶形状的新光学结构。（内视光学结构）

■能进行广范围的检测，即0.5升瓶的单件检测到2升瓶的

储料器检测。

■标准配备保护结构（IP67）、防止相互干扰功能、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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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等。

E3Z-T/R/DE3Z-T/R/DE3Z-T/R/DE3Z-T/R/D
光电开关

放大器内藏型，检测距离是行业之首，适用各种生产线。

让适用者真正满意的光电开关

不受现场、设置环境的影响，增强了生产线的高度可靠性。

实现大幅度节省电力和彻底节约能源。时代正由经济性向环保性发展。

适用于各种国际认证规格的时间标准设计，在海外也能放心适用。

E3Z-LSE3Z-LSE3Z-LSE3Z-LS
距离设定型光电开关

不受背景颜色的影响，有光泽的凸凹工

件也可以轻松检测

■根据 BGS/FGS转换方式，可以对应各种各样的检测

物体／背景的结合。

■根据独特的的外界干扰光回避算法也能对抗变频荧

光灯。

■差动距离也小，可以检测微小段差。

■IP67保护构造，防止相互干扰功能，是符合 EN规格标准。

E3Z-G6E3Z-G6E3Z-G6E3Z-G6
凹槽型光电开关

无需光轴调整的凹槽型

备有双光轴型

E3Z-TAE3Z-TAE3Z-TAE3Z-TA
光电开关

 采用可视光射线。

 用目视确认检测点位置。

 设置及维护相当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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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S-AE3S-AE3S-AE3S-A
光电开关

 仅几秒钟的光轴组（接）合。

 只需调出一个传感器的灵敏度，其他的传感器只要按照同一标度调节（带

旋钮的多旋转指示器）。

 在白纸上光点清楚分明。

 扩散反射型中追加广（阔）视（野）型。

 IP67的防水性能。

距离设定型****金属机壳

E3S-CLE3S-CLE3S-CLE3S-CL
距离设定型光电（金属壳）

只要设定距离，就能稳定地检测各种颜

色的工件

■不受工件的颜色、材质、大小的影响、都能稳定检测

黑白误差2％以下（E3S-CL1）。

■以袖珍型进行500mm长距离检测功能（E3S-CL2）。

■清除背景物体的影响应差2％以下（E3S-CL1）。

■有6转度指示器的电位器。

■优越的保

DCDCDCDC电源

E3JK-DCE3JK-DCE3JK-DCE3JK-DC
直流型 光电开关

小型放大器内置型光电开关

■机体细长，节约空间，体积仅为50×50×17.4mm

■M.S.R机能可检测平滑，有光泽物体

■新式光电-IC，增强抗干扰

■电源逆接，输出短路和输出逆接保护(交流型号无)

AC/DCAC/DCAC/DCAC/DC自由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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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JM/E3JKE3JM/E3JKE3JM/E3JKE3JM/E3JK
AC／DC自由电源型 光电开关

实现降低成本的2种类型

端子板型/E3JM

■配线／调整方便

导线引出型/E3JK

■在细长的机体内凝集功能，且经济型

激光式

E3C-LDAE3C-LDAE3C-LDAE3C-LDA
数字式放大器分离光电量传感器(激光型)

激光光束可变！

配合工件可选择光点·区域3 种变化的

光学结构

■可绰绰有余的检测长距离1000mm

(扩散反射型)。

■装载焦点可变构造&光轴可调构造。

■现场装备了检测时易于识别的发光式大型动作显示灯。

■传感器探头部通过接插件化使连接更为简单。

小型探头

E3CE3CE3CE3C
光电开关

小型，薄型探头省空间

带有能紧密安装的干扰防止功能

■带有传感器部有输入指示灯，所以设定容易。

易。

基板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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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S-LS3E3S-LS3E3S-LS3E3S-LS3□□□□
基板传感器

稳定检测 不受孔及切口的影响

■适合设备内置的狭窄限定型。（E3S-LS3□）

■适合高度较高的元件封装的宽范围型。

（E3S-LS3□W）

■带定时器功能，还有 PNP输出型。

E3S-LS3NE3S-LS3NE3S-LS3NE3S-LS3N
E3S-LS3N

 实现了大光点化！

 弥补了基板的颜色、孔、切口检测中的不足！

 增加了更方便使用的功能、更稳定。

 检测的基板传感器新型号

微型光电标识

E3MCE3MCE3MCE3MC
色彩传感器（LED式）

彩色传感器的决定版

判别细微色差的全色彩传感器

不易受到作业不稳定因素和背景的影响

■登记色可分为8个阶段进行监控(表示计测位)。

■可边监控边进行严格判别／粗略判别的微调(表示容许值)。

■放大器内置型情况下±10mm，光纤型的情况下±4mm的

耐偏差性能。

■采用欧姆龙独特的多层膜

E3S-GS/VSE3S-GS/VSE3S-GS/VSE3S-GS/VS
微小光点/标识传感器

 放大器内藏，使设定、操作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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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M-VE3M-VE3M-VE3M-V
色标传感器

对分散重叠物体的检测功能强大，而且

使用简便的色标传感器

E3C-VS/VME3C-VS/VME3C-VS/VME3C-VS/VM
微小光点／标识（放大器分离）

微小光点，最适合微小物体和

标记的检测

■最适合检测微小物体与细微的色差。

■接缝检测。

■200μ的极线检测。

■微小段差检测。

UVUVUVUV检测

F3UVF3UVF3UVF3UV
UV光量监控器/照明监控器

可以作为 UV监视器/控制器来使用

可承受300°高温的探头

将有害的 UV光变成可视光

凹槽型

E3S-GS3E4E3S-GS3E4E3S-GS3E4E3S-GS3E4
光电传感器

 无需对合光轴的凹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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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

E32-VE32-VE32-VE32-V
光电传感器

 使用了4CH通道的法兰盘，节省了真空槽的空间。

 一次性安装光纤，大幅度削减了工时数（4CH通道法兰盘）。

 空气侧光纤两端可自由切割，能轻松抽回。

 选用侧光纤两端可自由切割，能轻松抽回。

 先用螺钉紧固型的

液位

E32-D82FE32-D82FE32-D82FE32-D82F
光电传感器

 采用了耐药品、耐油性都很优秀的特氟龙（PFA）

 能够民晶圆片洗净槽的硫酸等高温液体的检测相对应。（-40 ~ +200℃）

 实现了0.5mm的高重复精度。

 采用了防止液体的结构。

E32-L25TE32-L25TE32-L25TE32-L25T
光电传感器

 通过结束带装置和导管附着可以简单地安装。

 在易谈的价格下装置,可为设备改善时的成本降低作出贡献。

 厚10mm 的薄形管。由于可以密封安装，所以可以检测出最小4mm的位

差。

 即使在可然性气体中也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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