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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200系列无电源 I/O扩展模块

用户手册

在开始使用之前，请仔细阅读操作指示、注意事项，以

减少意外的发生。负责产品安装、操作的人员必须经严

格培训，遵守相关行业的安全规范，严格遵守本手册提

供的相关设备注意事项和特殊安全指示，按正确的操作

方法进行设备的各项操作。

感谢您购买麦格米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生产的可编

程控制器（PLC）。在使用 PLC 产品前，请您仔细阅读

本手册，以便更清楚地掌握产品特性，更安全地应用，

充分利用本产品丰富的功能。

本手册主要描述 MC200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扩展模块的硬

件规格、特性及使用方法，而关于本公司控制器产品的

使用及用户程序设计方法，请参考本公司另外发行的

《MC200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MC200 系列

可编程控制器编程参考手册》，如需要，可向供货商咨

询。

1 产品介绍

1.1 外形结构

MC200 系列无电源 I/O扩展模块的外形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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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无电源 I/O扩展模块的外形结构与部件

1.2 型号说明

产品型号说明如下图所示。

图 1-2 可编程控制器型号说明

1.3 外形端子图

MC200-0808ERN外型及端子图

图 1-3 MC200-0808ERN外型及端子图

MC200-0808ETN外型及端子图

图 1-4 MC200-0808ETN外型及端子图

MC200-0800ENN外型及端子图

图 1-5 MC200-0800ENN外型及端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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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200-1600ENN外型及端子图

图 1-6 MC200-1600ENN外型及端子图

MC200-0016ERN外型及端子图

图 1-7 MC200-0016ERN外型及端子图

MC200-0016ETN外型及端子图

图 1-8 MC200-0016ETN外型及端子图

MC200-0008ERN外型及端子图

图 1-9 MC200-0008ERN外型及端子图

MC200-0008ETN外型及端子图

图 1-10 MC200-0008ETN外型及端子图

2 产品规格

表 2-1 MC200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无电源 I/O 扩展模块类型及配置

型号 电源电压 Vac 输入/输出点数 输出类型

MC200-0800ENN - 8/0 -
MC200-1600ENN - 16/0 -
MC200-0808ERN - 8/8 继电器

MC200-0808ETN - 8/8 晶体管

MC200-0008ERN - 0/8 继电器

MC200-0008ETN - 0/8 晶体管

MC200-0016ERN - 0/16 继电器

MC200-0016ETN - 0/16 晶体管

表 2-2 无电源 I/O扩展模块的电气绝缘规格

名称 测试条件

用户输出（继电器

型）对扩展母线

能承受 50Hz、有效值为 DC3250V 的交流电

压或等效直流电压 1 分钟，无击穿或飞弧现

象；漏电流≤5mA

用户输入对用户输

出（继电器型）

能承受 50Hz、有效值为 DC3250V 的交流电

压或等效直流电压 1 分钟，无击穿或飞弧现

象；漏电流≤5mA

用户输入端口与扩

展母线
按超低电压电路要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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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无电源 I/O扩展模块电源要求

型号 DC5V/GND DC24V/GND DC24V/COM

MC200-0800ENN 85mA - 50mA
MC200-0808ERN 70mA 50mA 50mA
MC200-0808ETN 170mA - 50mA

MC200-1600ENN 110mA - 100mA

MC200-0008ERN 50mA 50mA -
MC200-0008ETN 150mA - -
MC200-0016ERN 50mA 100mA -
MC200-0016ERN 220mA - -
备注：

（1）DC5V/GND：扩展模块的逻辑电路工作电源，由扩展母线提供

（2）DC24V/COM：输入状态检测电源，由 24V 端子引入

（3）DC24V/GND：扩展模块的继电器电路工作电源，由扩展母线

提供

扩展模块接入主模块前，必须计算扩展模块的各路电源

所耗电流之和，保证各路电源电流小于主模块对应电源

能提供的输出电流，避免主模块电源过载。

解决电源容量不足的方案是选用自带电源的扩展模块，

它不仅可为自身供电，其 DC5V 、 DC24V/GND 、

DC24V/COM 的输出可作为其后续扩展模块的电源。

3 输入特性

3.1 内部等效输入电路

扩展模块需外部接入用户开关状态检测电源（DC24V），

输入电路的内部等效电阻约 4.3kΩ，信号的检测采用双

向光耦，用户可采用源型或漏型，只需接入干接点开关

信号即可，若要连接有源晶体管传感器的输出信号，需

OC 输出方式信号。IO 扩展模块的内部等效电源及输入信

号接线与主模块输入电路相似，如下图所示。

逻辑电路工作电源
24V/5V/GND

扩展电缆提供

逻辑
处理
电路

扩展模块内部等效电路

传感器

接主模块
+24V

接主模块
COM

各
种
信
号
输
入
设
备

S/S

X0

X1

X2

Xn

用户信号接线

图 3-1 IO扩展模块内部等效输入电路

3.2 输入输出信号状态指示

用户输入端子状态可通过输入端子状态 LED 灯指示，当

输入端口闭合（ON 状态）时，指示灯点亮，否则指示灯

熄灭。

输出端口的状态由输出状态 LED 指示，当输出端口为闭

合(ON)状态(Yn 与 COMn 之间呈闭合状态),指示灯点亮，

否则熄灭，如下图。

 

 

电源指示灯 

输出状态指示灯 

输入状态指示灯 

图 3-2 MC200系列扩展模块状态指示灯

4 输出特性

4.1 继电器型输出端口电气规范

表 4-1 继电器型输出端口电气规范

项目 继电器输出端口

回路电源电压 AC250V，DC30V 以下

电路绝缘 继电器机械绝缘

动作指示 继电器输出触点闭合 LED 点亮

开路时漏电流 －

最小负载 2mA/DC5V

最大输

出电流

电阻负载 2A/1 点；共 COM 端的 8 点总电流小于 8A

感性负载 AC220V，80VA

电灯负载 AC220V，100W

ON 响应时间 最大 20ms

OFF 响应时间 最大 20ms

4.2 晶体管型输出端口电气规范

表 4-2 晶体管型输出端口电气规范

项目 晶体管输出端口

回路电源电压 DC5～24V

电路绝缘 光耦绝缘

动作指示 光耦被驱动时 LED 点亮

开路时漏电流 小于 0.1mA/DC30V

最小负载 5mA（DC5～24V）

最大

输出

电流

电阻负载
0.3A/1 点；0.8A/4 点；1.6A/8 点；8 点以上每

增加 1 点允许总电流增加 0.1A

电感负载 DC24V，7.2W

电灯负载 DC24V，1.5W

ON 响应时间 最大 0.5ms（100mA/DC24V）

OFF 响应时间 最大 0.5ms（100mA/DC24V）

4.3 输出连接示例

图 4-1 所示为 MC200-3232BRA 加一个 MC200-0808ERN
的连接方式。不同的输出组可接入不同的信号电压回路，

有的输出组（如 Y0-COM0）可连接在 DC24V 回路，且

由本控制器的 24V/COM 供电；有的输出组（如

Y1-COM1）可连接在 DC5V 低电压信号回路；而其它输

出组（如 Y2～Y7）可连接在 AC220V 交流电压信号回路。

即不同的输出组可工作于不同的电压等级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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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MC200－3232BRA与MC200－0808ERN的电气连接示例

5 扩展连接

5.1 扩展母线连接

在主模块未通电的情况下，先卸下主模块右端的扩展电

缆插口小盖板，再将扩展模块的母线电缆头插入插口内

的电缆座。若接入多个扩展模块，可依次逐个连接。请

注意扩展电缆插口小盖板为可脱落零件，拆卸时防止丢

失。

 

 

扩展电缆插口小盖，连接电缆前卸下 

扩展电缆 

图 5-1 扩展模块级联方法

5.2 扩展模块编址

MC200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对接入的扩展模块可以自动辨

识，自动顺序编址，无需用户干预。

自动编址操作在上电正常后即进行一次，此后运行中各

扩展模块的地址保持不变。在可编程控制器运行期间，

不可将 IO 扩展模块、特殊功能模块接入或拔掉，以免损

坏可编程控制器，或导致运行异常。

自带电源扩展模块的电源必须与主模块电源同时上电，

或在主模块上电之前供电，保证扩展模块可靠编址。

IO 点编号采用八进制编码方案，编号如：0，1，2，3，4，
5，6，7，10，11，12，13，14，15，16，17，20，21，…，

没有数字 8，9。

主模块及 IO 扩展模块的输入端口编号为：X0，X1，
X2，…X7，X10，X11，…，输出端口编号为：Y0，Y1，
Y2，…Y7，Y10，Y11，…，编号依此顺序排列。点数编

号以 8 为一组，不足 8 点的部分将被空缺。

例如：MC200-2012BRA 模块，输入点数为 20 点，编号

为 X0～X23，编号为 X24～X27 的端子将不存在，后续

扩展模块的 X 端子从 X30 开始编号；同理，输出点数为

12 点，编号为 Y0～Y13，编号为 Y14～Y17 的端子将不

存在，后续扩展模块的 Y 端子将从 Y20 开始编号。

IO 扩展模块依据与主模块的扩展连接电缆的连接顺序，

对应 X 端子和 Y 端子依次递增编号。

6 安装

6.1 尺寸规格

无电源 I/O 扩展模块包括 8 种型号：MC200-0800ENN、

MC200-1600ENN、MC200-0808ERN、MC200-0808ETN、

MC200-0008ERN、MC200-0008ETN、MC200-0016ERN
和 MC200-0016ETN。它们的外形尺寸与安装孔位尺寸如

下图所示。

图 6-1 无电源 I/O扩展模块外形尺寸与安装孔位尺寸

6.2 安装方法

安装方法与主模块的方法的相同，具体描述请参考

《MC200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安装示意如下

图所示。

 

拔出 DIN 槽卡扣 

固定在 DIN 槽上后，压回卡扣 

35mm 宽度 DIN 槽 

图 6-2 采用 DIN槽安装固定

保修协议

1．保修范围指可编程控制器本体。

2．保修期为十八个月，保修期内正常使用情况下，产品

发生故障或损坏，我司免费维修。

3．保修期起始时间为我司制造出厂日期。

4．即使在保修期内，如发生以下情况，将收取一定的维

修费用：

 不按用户手册操作导致的机器故障；

 由于火灾、水灾、电压异常等造成的机器损坏；

 将可编程控制器用于非正常功能时造成的损坏。

5．服务费按实际费用计算，如另有合同，以合同优先的

原则处理。

6．请您务必保留此卡，并在保修时出示给维修单位。

7．如您有问题可与代理商联系，也可直接与我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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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麦格米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MEGMEET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紫光信息港 B 座 5
楼

电话：0755-86600500
传真：(+86)0755-86600999

邮编：518057

公司网址：www.megmeet.com

http://www.megme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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