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触边接线配置 >>>

接线图 >>>

类别 外形图 接线配置

R 型
一端为终端电阻（1.1K）
另一端为 2×0.35mm2 的 2 芯线缆，
黑色 TPE 护套（φ4）

K 型 两端出线均为 2×0.35mm2 的 2 芯线
缆， 黑色 TPE 护套（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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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溶液名称 耐抗性

1 稀酸 +

2 稀碱 +

3 非氧化酸 +

4 金属加工油 ±

5 植物油 +

6 酯类溶剂 -

7 溶剂（汽油） ±

8 芳香烃 烃类 -

9 酒精 +

10 氨水 +

11 制动液 ±

12 切割乳化液 +

13 乙酸 +

14 丙酮 -

15 钾肥 ±

16 甲醇 +

17 稀料 -

18 肥皂水 +

19 水 +

注：+ 耐抗性    ± 弱耐性   - 不耐性

化学耐抗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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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系列安全触边

触边有效感应区 >>>特点 >>>

触边技术参数 >>>

型号表述 >>>

控制器技术参数 >>>

单独使用 串联使用
检测方式 压力传感方式

最大感应角度 <90o

触发力 ≥ 25N

机械寿命 >3×106 次

表面防护层材质 EPDM 橡胶

工作温度 -20℃ ~55℃

防护等级 IP65

环境湿度 95% (23℃时 ) 无结露

基座类型 外形尺寸 规格型号

L 型基座 LN-SE-2514
LN-SE-2530

L 型基座

LN-SE-3545
LN-SE-3560
LN-SE-3580

  LN-SE-35115

规格型号 SE-1520 SE-2514 SE-2530 SE-3545 SE-3560 SE-3580 SE-35115

外形尺寸

触发距离
(mm) <3 <3 <3 <5 <5 <5 <5

触发力 (N) >25 >35 >50 >75 >75 >75 >75

触边外形尺寸 >>>

表 1 安全触边规格与外形尺寸（C 型基座）

表 2：安全触边规格与 L 型安装基座型号     SM3P2A1B24 安全等级 PL d

输入电压 24V DC 环境符合 EN 60068-2-78

电压容差 ±10% 工作温度 -10~+55℃

功耗 <3W 储存温度 -40~+85℃

输出方式 安全触点 2NO+1NC 防护等级 IP50

最大切换容量 AC-15,5A/250  DC-13,6A/24V 抗干扰等级 符合 IEC61131-3

触点熔丝保护 5AT 或 6AF 耐电压等级 AC 1890V 50/60Hz 1min

响应时间 <30ms 导线截面积 0.2 - 2.5mm2

适用标准 EN ISO 13849-1, EN1760-2 
EN 61000-6-2, EN 61000-6-3

接线端的扭矩设置 0.5Nm

尺寸（mm） 96(L)×22.5(W)×116(H)

符合 EN 60068-2-6   
的振动要求

频率 10 ～ 55Hz： 15g
振幅 0.35mm 安装 DIN 导轨 (IEC60715             

TH35-7.5/TH35-15)

安全触边用于检测移动部件对人的挤压或剪切等危险。它是
自动设备的一种近身安全保护装置，满足安全防护要求，用
于保障在危险区域内人员可能面临的夹、挤、碰等危险情况
的安全。
◆ 触发灵敏度高；
◆ 尺寸小，便于隐蔽安装；
◆ 外形及安装方式可任意配置，根据用户要求，安全触边可
以制作成圆弧形或其他形状；
◆ 适用于各种工业场合，根据要求，可以提供耐油，耐酸碱
等特殊要求的产品。

安全触边传感器长度 L=200mm-6000mm
安全触边两端有非传感感应区 S=20mm
安全触边传感器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串联使用：单独使用时全触边的有效长度应小于 30m；串联使用时安全触
边的数量应小于 8 个，单个安全触边的有效长度应小于 30m。
注意：安全触边串联安装时，两个安全触边相邻的非感应区不应在需要提供防护的区域内；尽量避免安全触边
直角对接安装，因在其直角对接部分是非感应区，不能提供有效的安全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