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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阐述：推拉电磁铁

技术阐述

NAFSA生产的每种产品均符合有关电器和某些电压限制的欧洲指令2006/95 / CEE。 根据
以下规范制造：DIN VDE0580，UNE-EN 60204-1，NFC79300。

基本概念
力

电压、电流和功率

有效力（Fh）：
是添加或减去柱塞轴和弹簧重量后的磁力
（Fm）。

标准电流（In）：
它是在标准电压下通过线圈的电流，即线
圈温度20ºC。 计算的电流以安培数除以
目录中所示的功率（W）除以标准电压
（Un）。

磁力（Fm）：
这是电磁线圈在行程方向上测得的力。

最终磁力：
这是使用标准功率完成冲程后在螺线管中
获得的磁力。
剩余力：是切断电流后剩余的力。
返回力：
这是关闭电源后使滑动轴返回其初始位置
所需的力。
移动行程
磁冲程：
这是滑动轴从其初始位置到最后一个位置
所要经过的距离。
初始位置（S1）：
这是滑动轴开始行程并在返回运动后返回
的位置。

标准电压（Un）：
这是电磁铁正确性能的假定值。 允许在+
5％到-10％之间变化。

标准吸收功率（Pn）：
它是在标准电压和20ºC（线圈温度）下
馈送的线圈吸收的功率。它是将标准电压
（Un）和标准电流（In）
相乘得出的。
电阻：制造公差为±10％。
最高性能室温：
55ºC。
防护类型：
遵循UNE-EN 12329规范，通过电流防
护对所有材料表面进行腐蚀防护。 防止
固体进入，例如灰尘，意外接触或水的侵
入-CEI-IEC 60529（IP代码）规范。

最终位置（S0）：
这是滑动轴在完成冲程后到达的位置，即
0mm处的冲程。
特性曲线-磁力-行程：
是根据滑动轴行程的磁力图。 您可以在最
终位置（s0）方向上区分三个特征曲线。

需求不足：我们可以使我们的产品适应数
据表中指定的不同保护率。
1-上升曲线：适用于抵抗弹簧。
2-水平曲线：适用于抵抗恒力。
3-降低曲线：根据需求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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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条件

连续运行：
电磁铁导通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无法达到性
能温度。 为了实现这种性能，必须选择负
载周期为100％（ED）的电磁铁。

技术阐述

性能周期

带电压时间：
连接到断开之间经过的时间。
无电压时间：
断开和连接之间经过的时间。
循环时间：
经过的时间加上有电压的时间加上没有的
时间。

间歇运行：
在这种运行模式下，按照有规律或无规律的
模式交替开启和关闭时间。关闭时间如此之
短，以致电磁铁无法冷却到室温。

程序时间：
一个或几个重复发生的周期。
工作周期：
柱塞轴从初始位置（S1）到最终位置（S0
）以及从最终位置到初始位置的移动。
周期数：
性能周期数。
循环频率：
每小时的占空比。

短时操作：
接通时间太短，以至于电磁铁无法达到工作
温度。 断开时间足够长，以使线圈变冷并
达到室温。

负载周期 （ED％）：
总时间之间相除的时间的结果，以百分比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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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阐述

温度和绝缘性能

绝缘等级：这是指电磁铁制造中使用的
材料的工作温度极限。 通常，使用B级绝
缘（130ºC）。 这些温度极限可能允许
5K（K =5ºC）的变化。 根据需求，我们可
以制造F级（155ºC）甚至H级（180ºC）
的产品。
绝缘 最高温度(V21)

热点之间的差异ΔV34（ºC）：线圈上的平
均温度和最高温度之间的差异。
温度图形：温度以Cº表示，温差以
K（5ºC）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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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温度V11（ºC）：这是螺线管在没有
电压的情况下的恒定温度。 有时它可能与
V13不同。
最低室温V12（ºC）：电磁铁正常工作所允
许的最低温度。
室温V13（ºC）：电磁铁将要工作的地方
的温度。
最高室温V14（ºC）：正确的电磁铁性能允
许的最高室温。
室温范围ΔV15（ºC）：允许的最高和最低
室温之间的差。
开始测试时的初始温度V16（ºC）：测试开
始时的室温。
温度极限V21（ºC）：每个电磁铁的最高
允许温度。
温度极限范围ΔV22（ºC）：V21和V12之
间的差异。
工作温度V23（ºC）：电磁铁在恒定标称电
压下达到的温度。 V23 = V13 + DV31
ΔV31温升（ºC）：它是初始室温和工作温
度之间的温差。
最终温升ΔV32（ºC）：这是由于线圈上的
恒定电压导致螺线管上的温度升至室温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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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温升ΔV33（ºC）：整个房间的最高允
许温度和在标称电压下工作的线圈温度。

操作初始
备注：当60分钟内的温度变化小于1K时，
我们认为达到了温度平衡。

工作间条件

室温：室温必须等于或小于40ºC，并且24
小时内的平均值不能高于35ºC。 此外，温
度不能低于-5ºC。
海拔高度：安装电磁铁的房间的海拔高度
不能高于1000m。
环境条件：NAFSA电磁铁必须合理保护，
以免受含有大量灰尘，污垢，腐蚀性气
体，蒸汽，海水等的环境的侵害。
相对湿度：在40ºC下，环境湿度必须低于
50％。 在较低温度下，可以接受较高的相
对湿度，例如在20ºC-90％的湿度下。另
外 必须避免环境中的偶然凝结。
防腐蚀处理：在盐雾室中，NAFSA所使用
的涂层的使用寿命为25小时至400小时。
镀锌电磁铁（耐盐雾长达200小时），例如
ER，ERC，ECM，ERD，ERB，ECI系列和
保持电磁铁。 带有电泳或Geomet的电磁
铁（盐雾室中的电阻长达400小时），例如
ECH CU，ECR系列。 另外我们可以根据不
同需求来涂覆其他涂料保护层。
特殊的工作条件：如果不能保证正常的工
作条件，则将采用特殊的解决方案，例
如更强的绝缘、特殊的涂层或其他保护措
施。而允许的温度极限也将取决于线圈中
使用的绝缘材料的极限。

技术说明：牵引电磁铁

保持电磁铁类型
带有内置磁体的电永久保持电磁铁：铁磁体材料的吸引和保持由产品中内置的永磁体完成。
它没有任何滑动轴，其磁路断开。 除永磁体外，还装有一个线圈，当导入该线圈时，会抵
消部分磁体的磁场，从而使工件松动。 当卷材送入停止时，产品恢复其初始力。
电磁保持电磁铁：当线圈打开时，铁磁性材料被吸引并固定。 它没有任何滑动轴，磁力一
直存在。 当线圈关闭时，吸附件掉落。
基本概念
铁磁性：
是具有mr >> 1导磁率的材料的磁性。 磁
极：（北= N）（南= S）。 吸引力面：保
持铁磁性材料的位置，以及磁通量（F）进
出的点。
保持力（Fm）：
垂直于保持被吸引件所需的吸引面的力。
它在规格表中显示，指的是整个接触面。
侧向力（FL）：
这是使被吸附的零件松动所需的平行力。
取决于被吸引件的光洁度，力（FL）可能
会在保持力（Fm）的20％到35％之间变
化。
气隙（dL）：
固定电磁铁的吸引力面与铁磁件表面之间
的中间距离。 这两个表面的形状和粗糙度
以及它们之间的非磁性材料（如电保护，
灰尘等）决定了其价值。
标准电压（Un）：
是制作保持电磁线圈的值。
负载周期 （ED％）：
它是将连接时间除以总周期持续时间所得
的值，以％表示。 标准保持电磁铁准备用
于ED100％占空比。

技术阐述

NAFSA生产的每种产品均符合有关电器和某些电压限制的欧洲指令2006/95 / CEE。 根据
以下规范制造：DIN VDE0580，UNE-EN 60204-1，NFC79300。

剩磁（Br）：
这是电磁体在消除磁场后用来固定铁磁片
的力。 根据零件（尺寸，粗糙度，材料
等），其近似值为Fm的5％。
极性反转：
为了在切断电压后消除电磁固定电磁体中
吸引面的剩磁，需要在有限的持续时间和
强度下反转极性。
标准功率需求（Pn）：
这是每个固定电磁铁的需求。
热率：
由于吸收功率不足，保持电磁体温度超过
确定的室温。 如果没有任何不利的指示，
则参考温度为35ºC。
材料绝缘等级：
线圈绝缘和制造线圈所用材料的温度极限
之间的对应关系。 通常，使用B热等级绝
缘（130ºC）。
最高性能室温：55ºC。
防护类型：
该产品采用电镀处理，具有抗腐蚀的保护
作用。以 UNE-EN 12329为规范， 防止
固体灰尘、意外接触和水侵入。CEI-IEC
60529（IP代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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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吸附产品状态

吸附产品状态

技术阐述

N-S
dL
Fm
FL
D
F

磁通F：
这些电磁体在零件的表面上产生，以在北
极和南极之间保持磁场。 当靠近工件以
固定到磁路时，它被封闭，因此磁通量增
加。 每平方厘米垂直于表面的力线的数量
是通量密度，也称为磁感应强度B。
固定件和接触面：
电磁体和固定件之间的接触面是固定电磁
铁的吸引面，而被固定件的表面将是与固
定电磁铁的吸引面接触的面。 吸引面上的
保持力实际上是恒定的。 保持件决定最大
保持力值（Fm），这取决于其接触表面的
大小和厚度。
对于由磁体或线圈确定的场强H，可以达到
的感应强度取决于要处理的材料类型。 B
＝ f（H）。 见图2。
在同一电磁体中，吸力可能会因要吸附的
材料的磁性而变化。 其中，材料的饱和感
应决定了最大的吸力。
磁场和磁力线的运行取决于要固定的工件
的厚度。

厚度：0.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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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10mm

磁极
间隙
保持力
水平外力
最佳厚度
磁通量

固定件的材料：
发生磁场的电磁体制造中使用的材料由软
铁制成，具有高导磁率。 内部结构和组成
取决于不同的材料。 碳杂质，铬，镍，
锰，钼，铜，铅垂等会降低磁导率。 回火
的件进一步降低了保持力，回火越硬，导
电性越差。

电压变化：

功率限制：

电压如果高于+ 5％：
可能会增加推力，从而可能在轴之间产生
更大的冲击。 这可能会缩短电磁铁的预期
寿命，还会导致螺线管的温度升高，损坏
线圈和电源线。 如果电压值过高，可能会
损坏线圈。

接线对电磁铁的影响：

标准电压的允许偏差为+ 5％和-10％。
标准电压值出现在螺线管的数据标签中。

电压如果低于-10％：
推力减小，响应时间会延迟。
应采取的措施：
根据电源电压的变化，选择正确的螺线
管。 如果要在更高的电压强度下工作，则
在设计阶段就要通过NAFSA来调整线圈。

线圈断开时产生的电压峰值：

电压关闭时，电压峰值会损坏控制元件：
高灵敏度的螺线管控制元件的电源可能会
受到损坏，因为这些峰值可能比标准电压
值高5至10倍。

电源不足：
如果设计用于向电磁铁供电的电源的功率小
于同一个电磁铁所需的功率，则力将小于技
术数据表中指定的力。
应采取的措施：
确保电源的可用功率高于电磁铁要求的功
率。

技术阐述

电磁操纵和安装中的注意事项

在低电阻螺线管（例如，低电压，低占空
比）中，如果电源线很长且具有高电阻，则
可以将此电阻添加到电磁铁的线圈中，这会
减小数据表中所示的力值。
采取的措施：
电源必须安装在电磁铁附近。

装配：

电磁铁组件会承受负载和其他零件的影响：
建议将螺线管组装在负载的同一轴线上，避
免作用在柱塞上的侧向力，否则可能会缩短
滑动轴的寿命。
应采取的措施：
确保负载不会产生横向作用力或干扰位移。

应采取的措施：
必须添加保护装置，例如续流二极管，压
敏电阻...具体参考线圈保护第121页。

力的值和要转移的载荷之间的差异：
如果拉力远大于所连接
物体的重量，滑动轴将
用力撞击，长期使用会
减少电磁铁使用寿命。
如果拉力很接近所连接
物体的重量，滑动轴将
会缓慢运行。

固定元件的选择和组装：
确保固定元件不会干扰螺线管的位移。 避免
使用可能会接触线圈的长螺钉。 要使用合适
的螺纹深度，请参考每种产品的数据表。
在同一滑动轴上调整装配位置和配件的使
用：
确保在将辅助部件安装到电磁铁的轴和滑杆
上时，该附件不会损坏或不会失去轴与滑杆
之间的同心度 。

应采取的措施：
根据负载来选择电磁铁，安全裕度在2到3
之间。
示例：如果要移动的负载为10N，则应选
择力为20-30N的电磁铁。 参考每种产品的
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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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阐述

极化线圈连接：

在带有磁铁的电磁铁系统中，需要正确极
化线圈，例如ERB，ERDI，ECI VM和VM
/ ND系列。
示例：取决于极化的ERB系列的工作原理。

可能会影响电磁铁工作的物理现象：

使用频率（以周期为单位）（仅适用
于螺线管，吸盘磁体除外）：

磁性：
请注意电磁铁的安装位置和方向，如果电
磁铁周围有产生磁场的源，这会影响电磁
铁的磁路。
采取的措施：
电磁铁应与产生磁场的源头保持足够的距
离。

寿命周期数取决于制造滑轨的材料，使用
条件，安装，载荷... 应采取的措施：如果
操作次数很多（每天200个循环以上），我
们建议使用带摩擦轴承且带聚四氟乙烯层
的螺线管。 示例：ERC，CU，ECH，ECR
系列。 如有疑问，请咨询NAFSA技术部
门。

温度对相关电子设备的影响：
由于电磁铁产生的热量，耐热性较小的组
件（例如半导体）可能会损坏。 如果电磁
铁安装在密封盒中，则应控制热量。
应采取的措施：
选择负载周期较高的电磁铁，以便在使用
同一时间产生的热量更少。

不考虑负载周期：

保护元件（热敏开关，压敏电阻，二
极管等）的融合：

如果不考虑每个电磁铁指示的负载周期，
则可能发生两件事：
电磁铁在电压下的时间负载周期比指示的
周期长：这可能会烧毁线圈并融化 。导板
可能因此无法正确滑动且电磁铁被禁用。
2）电磁铁在电压下的时间少于负载周期中
指示的时间：线圈产生的热量更少，这对
电磁铁是有好处的。

工作环境条件：

油，灰尘和其他异物粘附在电磁铁的滑动
导轨中：如果诸如油，灰尘或其他物质的
材料进入滑动导轨，这可能会影响推力或
拉力以及响应速度 ，更可能会导致电磁铁
因咬合而无法正常工作。 电磁铁通常应远
离水，灰尘和坚硬的环境，除非它们是专
门为此类应用设计的。 一些材料对酸或其
他化学试剂的抵抗力较小。 应采取的措
施：必须采取补充保护措施，并且我们必
须针对不同情况来调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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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高于35ºC：
室温（V13）越高，电磁铁的最终温度就越
高（V23），这意味着力越小。 阅读第1.3
页的“温度和绝缘”。
出现问题时应采取的措施：
选择占空比较高的电磁铁，请阅读第1.2页
的“如何获得占空比”一节：

过高电压或使用高于正常电压的电压会损
坏电磁铁的保护元件。
应采取的措施：
在电源电路中添加预防措施，以防止异常
电流流到线圈或使用可复位的热熔断器。
确认电源电压符合产品标准。

固定螺丝的长度过长损坏了线圈：
如果螺钉的长度太长，
它们可能会进入线圈，
从而损坏铜丝。
这会导致线圈短路。

断线：

避免从电源线，端子上拔出...

工作原理

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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