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 系列

工厂自动化专用射频识别
系统 RFID

Z1　RFID 标识器

Z3　RFID 读写器

Z4  RFID 控制器

与三菱电机合作产品

可与 MELSEC-Q 或 CC-Link 直接连接

RFID 系统

Z系列

直接对接 !简单 !低价格 !

ISO15693 标准



可与 MELSEC-Q 可编程控制器直接连接，节省工时・节省空间・节约成本

シリアルユニット

アンプ IDタグ

IDコントローラ IDアンテナ

某公司 RFID 系统的构成图例

RFID 处理器：Z4-Q001 是带 Q总线接口 (通

过一致性认证 )的 RFID 处理器。

◎节省空间的 2通道规格

◎可直接插入 Q总线

◎支持 D-2N* 系列 RFID 专用指令。

可连接 2 台读写器，同时与 2 个 RFID 标识

器进行通信。

比从前的 FROM/TO 指令更短的程序来完成处理。

如果替换 D-2N 系列，则原有程序无需改动即可使用。

RFID 读写器
Z3-A010-CN

RFID 标识器
Z1-AA04-02K

RFID 控制器
Z4-Q001
Z4-Q002( 专用指令规格 )*1

*D-2N 是三菱电机制造的 RFID 产品。

节省工时

节省成本

节省空间

电气设计上的优势

RFID 系统构成中，需包括标识器、读写器 (由

天线和放大器构成 )、处理器，以及上位 PLC 机

器相连的串行接口通信单元。此外，在系统导

入时还需加上作业工时费和设置空间费等负担。

Z4-Q 可与 Q总线直接相连接。可以减轻系统导

入时的负担，降低成本。

与 MELSEC-Q 总线直接相连

因直接对接可降低导入成本

备有CC-Link 接口规格的 RFID 产品 CC-Linkマスタ

RFID 控制器
Z4-C001
Z4-C002(通信兼容规格)*2

AnS

如果希望在像 MELSEC-AnS 等从前的旧系列中

使用 RFID 产品，请使用 CC-Link 接口的 RFID

处理器。

紧凑的系统构成

*1 支持 MELSEC-Q 单元 RFID 专用指令。
*2 支持 ID 接口单元 AJ65BT-D35ID2 控制指令。

串行接口通信单元

RFID 控制器    读写器

   标识器  放大器

主站



*D-2N03PS 和 D-2N03PM 为三菱电机 RFID 标识器产品。

机械设计上的优势

替换 D-2N 系列

标识器 Z1-AA04 与 D-2N03P 的安

装尺寸保持一致，更换时不需另

外打眼的安装工事。

可与 D2N 同孔安装

产品阵列中还

包括耐化学药

品性良好的陶

瓷标识器、能

弯曲的柔性标

识器等标识器。
柔性标识器

陶器标识器

不需任何工事即可替代标识器 D-2N03P

1ch

2ch

可连接 2台读写器。

双通道 RFID 控制器节
省空间和成本

读写器的外形设计非常便于确认其工作状态

读写器上配有大型表示灯

采用大型 LED 便于确认读

写器工作状态

表示可与标识器
进行有效通信表示电源接通

从侧面也可以确认通信面的

中心位置

侧面上能看到通信面

中心点的延长线
有效通信领域的
中心点延长线

其它的 RFID 标识器

D-2N 系列 Z系列

类别 型号 型号 备注・不同点

RFID 控制器
MELSEQ-Q

QD35ID1

QD35ID2

Z4-Q001

Z4-Q002（指令兼容）
- 读写器连接：连接器→端子台

RFID 控制器
CC-Link 连接 AJ65BT-D35ID2

Z4-C001

Z4-C002（指令兼容）
- 外形及安装上不具备互换性

标识器
(智能标签 )

D-2N03PS( 非金属安装 ) 

D-2N03PM( 金属中安装 )
Z1-AA04-02K

- 通信距离 : 40(15)mm → 30(22)mm
  () 内为金属中安装时
-写入寿命：30 万次→无极限
-内存容量：320 字节→ 2K 字节

读写器
(读写头 )

D-2N422RWS(-C2) 

D-2N422RW(-C2）
Z3-A010-CN - 外形及安装上不具备互换性 

- 读写器电缆另售

读写器电缆
D-NS422CAB__ 

( 延长用）

Z7-A001-PU__　(Z4-Q00 用）

Z7-A003-PU__　(Z4-C00 用）
- 电缆长 (最大 ): 100m → 25m
- 备有连接读写器一侧的 L型连接器

替换机种对应表

用 B&PLUS 的 Z 系列来替代三菱电机的 RFID 产品 D-2N 系列时的对应关系如下。



型号 标准规格 Z4-Q001 Z4-C001

与三菱 ID 兼容规格 Z4-Q002（支持 ID 专用命令）*1 Z4-C002（AJ65BT-D35ID2 通信兼容）*2

接口 MELSEC-Q 总线直接连接 CC-Link 连接

外部电源 24V DC ± 10％ / 0.75A 24V DC ± 10％ / 0.8A

PLC 供给电源 5V DC / 0.5A

I/O 占有点数 32 点 16 点

读写器连接通道数 最多可连接 2台 最多可连接 2台

读写器 端子台连接 连接器连接

RFID 标识器

供
给
电
源

传
送
信
号

非接触

型号 Z1-AA04-02K Z1-EC02-128 Z1-FA01-128

外形尺寸 30X30X6mm Ø26X3mm Ø16X0.8mm

特长 安装时与 D-2N 兼容 陶器标识器 柔性标识器

容量 2KByte 112Byte 112Byte

RFID 控制器

RFID 读写器

型号 Z3-A010-CN

外形尺寸 W80xH80xD30mm

外壳 PBT

连接 8引脚连接口专用电缆

*1 支持 MELSEC-Q 单元 RFID 专用指令。
*2 支持 ID 接口单元 AJ65BT-D35ID2 控制指令。
   AJ65BT-D35ID2 是三菱电机的 CC-Link 接口的 RFID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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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系列型号一览

离照动系统的简介 B&PLUS 的离照动系统是可同时实现无线供电和无线传送各种信号的系

统。可提供的电源小到驱动一个接近开关，大到驱动托盘上的各种机器

设备 (合计 24V/2A)。

可传送 1 路到 64 路检测传感器的检测信号，或者热电偶、负载传感器

等模拟信号以及 RS-232C 和 CC-Link 等的数字信号 (双向 )。

可替代分度工作台和搬运托盘等移动部件上常用的滑轮或连接器，提

高自动化水平，提高生产效率。

固定侧可动侧

电源供电

电源供电电源供电

检测信号检测信号

控制信号控制信号

检测信号

控制信号

电源供电

V A

外部部控制机器等

电源

传送部 输出部输入器件

输出器件

(可动部 ) ( 固定部）

http ://www.b-plus-kk.jp/remote

Mail	：bp-tech@b-plus-kk.jp
Web	：http://www.b-plus-kk.jp

■ 规格如有变动 ,恕不另行通知。

Wireless Power Supply 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