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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闩锁式电磁铁（根据需求设计生产)

a)平面 b)球面 c)锥面 d)30° 斜切面 e)45° 斜切面

2.1 滑动轴修改：

a)电磁锁
电磁锁用于固定位置

b)微动开关
用于开关系统

c)电磁锁和微动开关

目录中描述的型号是标准型号，不需要最小起订量。 但是，可以定制它们以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
求。 请参阅下面的一些最常见的定制款。 如果需要任何修改，请向NAFSA询问可行性和所需的
最小起订量。

1. 电气定制
NAFSA产品属于标准产品，在正常工作环境下进行线性工作，如果由需要可以进行
修改成为门锁电磁铁。
所有之前提到过的标准系列产品都可以被修改成门锁电磁铁
最普遍的客户修改为

PMW很适合于这类电磁铁，因为能够给予更大的力，可以组装更大力的弹簧用于
负载周期100%的工作

2.机械自定义：

例子:
ERB35-05_NDBCP

例子:
ECH40-10_BM

例子:
CU40_CPD

2.2 位置检测系统集成：

-用于峰值抑制
-热保护
-以便整改
-PWM电路

注意：不能将所有自定义项应用于所有型号，请针对每种情况向NAFSA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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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20/CPXU 系列

1-额定电压以内:
它们可以根据图表所示的最大和最小电压值，定制
任何在这中间电压的产品。
2-图表中描述的负载周期是标准的，我们可以根据
客人要求设计不同负载周期的产品。
3-如果需要其他不同于图表所示的产品，请咨询我
们。

下单货号:  CU20/CPXU--V ED--%
举例: 标准电压:24Vdc 负载周期: ED100%: CU20/CPXU 24Vdc 
ED100% 

防护等级：IP40
绝缘级别：B (130°C)
标准电压: 24Vdc
标准额定电压: 6-48 Vdc
负载周期 ED:100%
20°C 时的额定功率 (W): 4.8W
标准行程 ”s”：10mm
工作温度与室温差别ΔV31: 70°C
轴重量: 17.3g
电磁铁重量: 90g
内置复位弹簧：是
复位弹簧力（负载周期100%）：
0.7N（通电挤压情况下）
0.15N（正常状态）
推力在10mm行程时：0.35N

额定电压电磁阀

这些锁紧螺栓是简单的线性电磁铁，其滑动轴经过加固以确保在承受径向应力时的性能。此模型
可确保通过电压进行锁定（主动安全性）。 它可以进行有效正面固定。 它的设计使其非常适合
用作工业锁紧螺栓。

支架中有集成检测系统供应的可能性

正面固定：
将ø12用作
支撑孔中的
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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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30/CCR 系列

1-额定电压以内:
它们可以根据图表所示的最大和最小电压值，定制
任何在这中间电压的产品。
2-图表中描述的负载周期是标准的，我们可以根据
客人要求设计不同负载周期的产品。
3-如果需要其他不同于图表所示的产品，请咨询我
们。
4-如果有连接可接触金属部件，我们则建议接地。

下单货号:  ER30/CCR--V ED100%
举例: 
标准电压:24Vdc ER30/CCR 24Vdc ED100% 
标准电压:48Vdc ER30/CCR 48Vdc ED100% 

防护等级：IP00
绝缘级别：B (130°C)
标准电压: 24Vdc
负载周期 ED:100%
20°C 时的额定功率 (W): 8W
特殊要求电压: :   3-205 Vdc
特殊要求电压: :   24-230 Vac
标准行程 ”s”：8-10mm
工作温度与室温差别ΔV31: 70°C
轴重量: 60g
电磁铁重量: 220g
内置复位弹簧：是
复位弹簧力：1.6N（通电挤压情况
下）0.6N（正常状态）
纵向最大力：50N
横向最大力：1000N

未通电电磁阀

ER系列的衍生产品，并加有导向装置，以确保在可能的径向作用之前确保滑动轴螺栓的运行。 
关闭在电压下进行（主动安全保护）。 这表明可以自动使用，不需要大量使用。 可以从正面
或侧面固定。



93

电
磁

安
全

螺
栓

目
录

www.nafsa.cn

 CU30/CP 系列

1-额定电压以内:
它们可以根据图表所示的最大和最小电压值，定
制任何在这中间电压的产品。
2-图表中描述的负载周期是标准的，我们可以根
据客人要求设计不同负载周期的产品。
3-如果需要其他不同于图表所示的产品，请咨询
我们。

下单货号:  CU30/CP--V ED--%
举例: 
标准电压:24Vdc 负载周期: ED100%: CU30/CP 24Vdc ED100% 
标准电压:48Vdc 负载周期: ED25%: CU30/CP 48Vdc ED25% 

防护等级：IP40
绝缘级别：E (120°C)
标准电压: 24Vdc
负载周期 ED:25-100%
20°C 时的额定功率 (W): 29W(25%) 
7.5W(100%)
特殊要求电压: :   3-205 Vdc
标准行程 ”s”：10mm
工作温度与室温差别ΔV31: 70°C
轴重量: 60g
电磁铁重量: 330g
内置复位弹簧：是
复位弹簧力（负载周期100%）：1.5N（通
电挤压情况下）1N（正常状态） 
复位弹簧力（负载周期100%）：2.8N（通
电挤压情况下）1.8N（正常状态）
横向最大力：3000N

额定电压电磁阀

这些锁紧螺栓是简单的线性螺线管，其中的滑动轴已得到加固，以确保承受径向应力时的性
能。 该模型确保了电压锁定（主动安全性）。 它已经得到了侧面和正面的固定。 它的设计使
其可用于需要大量工作的机器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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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20/CP 系列

如果需要其他不同于图表所示的产品，请咨询我们。
连接器可以被修改或者移除
如果需要电磁铁添加电路板，请参考109页

下单货号:   
CU20CP100 12VDC100%: Vn(12VDC); ED(100%); Pn(4,2W)
CU20CP25 12VDC100%: Vn(12VDC); ED(25%); Pn(17W)
CU20CP100 24VDC100%: Vn(24VDC); ED(100%); Pn(4,2W)
CU20CP25 24VDC100%: Vn(24VDC); ED(25%); Pn(17W) 
CU20CP100 48VDC100%: Vn(48VDC); ED(100%); Pn(4,2W)
CU20CP25 48VDC100%: Vn(48VDC); ED(25%); Pn(17W)

防护等级：IP40
绝缘级别：E (120°C)
标准电压: 12;24;48Vdc
负载周期 ED:100%
20°C 时的额定功率 (W): 4.2W
标准行程 ”s”：7mm
工作温度与室温差别ΔV31: 70°C
轴重量: 17g
电磁铁重量: 107g
复位弹簧力（负载周期100%）：1.1N（通
电挤压情况下）0.2N（正常状态） 
最小推力带弹簧在7mm行程：0.3N
A位置最大力：2000N
B位置最大力：750N

未通电电磁阀

防护等级：IP40
绝缘级别：E (120°C)
标准电压: 12;24;48Vdc
负载周期 ED:25%
20°C 时的额定功率 (W): 17W
标准行程 ”s”：7mm
工作温度与室温差别ΔV31: 70°C
轴重量: 60g
电磁铁重量: 107g
复位弹簧力（负载周期100%）：1.5N（通
电挤压情况下）0.5N（正常状态） 
最小推力带弹簧在7mm行程：1.75N
A位置最大力：2000N
B位置最大力：750N

这些锁紧螺栓是简单的线性螺线管，其中的轴已得到加
固，以确保承受径向应力时的性能。 该模型可确保无电
压锁定（被动安全性）。 它具有前后固定功能。螺栓具
有带防旋转系统的滑移装置。 其设计使其非常适合用作
工业锁紧螺栓。

CU20CP100 CU20C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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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C30/CP 系列

1-额定电压以内:
它们可以根据图表所示的最大和最小电压值，定
制任何在这中间电压的产品。
2-图表中描述的负载周期是标准的，我们可以根
据客人要求设计不同负载周期的产品。
3-如果需要其他不同于图表所示的产品，请咨询
我们。

下单货号: 

标准电压:24Vdc 负载周期: ED100%: ERC30/CP100 24Vdc
标准电压:24Vdc 负载周期: ED25%: ERC30/CP25 24Vdc

防护等级：IP00
绝缘级别：B (130°C)
标准电压: 24Vdc
负载周期 ED:25-100%
20°C 时的额定功率 (W): 30W(25%) 
8W(100%)
特殊要求电压: :   12-205 Vdc
特殊要求电压: :   230 Vac
标准行程 ”s”：8mm
工作温度与室温差别ΔV31: 70°C
轴重量: 38g
电磁铁重量: 215g
内置复位弹簧：是
复位弹簧力（负载周期100%）：1.6N（通
电挤压情况下）0.6N（正常状态） 
复位弹簧力（负载周期100%）：6.7N（通
电挤压情况下）3.1N（正常状态）

额定电压电磁阀

在ERC系列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加固，以确保在径向力作用下柱塞的螺栓性能。 锁定在没有
电压的情况下进行（被动安全性）。 它表明可以在需要大量使用的自动机中工作。 可以在正
面或侧面固定。

正面固定（推荐组装）：方便制作导
向器衬套以达到最佳性能。 最高 径
向力：2500N.

侧面孔可用于集成位
置检测系统，例如，
使用微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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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20/CPB 系列

防护等级：IP40
绝缘级别：Y (90°C)
特殊要求电压: 
3,3.6,5,6,9,12;24;48Vdc
负载周期 ED:25%
20°C 时的额定功率 (W): 12W
标准行程 ”s”：7.5 ± 0.3mm
工作温度与室温差别ΔV31: 70°C
轴重量: 19g
电磁铁重量: 90g
最小通电时间：20ms
内置复位弹簧：是
A位置最大力：2000N
B位置最大力：750N

未通电电磁阀

推压力行程曲线

螺栓具有防旋转系统和前后、侧向固定装置的滑套，并
且已加固导向装置，以在出现径向应力时提供正确的性
能。

取决于通电方式

它是基于CU20CP模型的双稳态锁紧螺栓。其中初始位置（解锁）到最终位置（锁定）的移动
是通过电磁力实现的。 返回初始位置是通过反向极化脉冲加上外力或通过内置弹簧实现的。

双稳态螺线管有两个工作和保持位置无电压。 一个将由永磁体系统保持，另一个将由复位弹簧
或外力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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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B35-05/NDBCP 系列

1-额定电压以内:
它们可以根据图表所示的最大和最小电压值，定
制任何在这中间电压的产品。
2-图表中描述的负载周期是标准的，我们可以根
据客人要求设计不同负载周期的产品。
3-如果需要其他不同于图表所示的产品，请咨询
我们。

下单货号: ERB35-05/NDBCP--Vdc ED20%ED25%
标准电压:24Vdc ERB35-05/NDBCP 24Vdc ED20%ED25%

防护等级：IP00
绝缘级别：Y (90°C)
标准额定电压: 12, 24, 48 Vdc
线圈1-负载周期: ED20%
线圈1-20°C 时的额定功率: 24W
线圈2-负载周期: ED25% 
线圈2-20°C 时的额定功率: 22W
循环时间：3 分钟
标准行程 ”s”：7mm
工作温度与室温差别ΔV31: 70°C
电磁铁工作：推/拉
内置复位弹簧：是
轴重量: 46g
电磁铁重量: 218g

额定电压电磁阀

推压力行程曲线

该锁紧螺栓是双线圈双稳态电磁铁，在通电线圈1时，其从初始（解锁）到最终位置（锁定）
的行程是由电磁力产生的。 返回初始位置是通过一个反向极化脉冲（在通电线圈2时）和一个
内置弹簧实现的。 它集成了接近传感器以检测锁定位置，并装有续流二极管以保护线圈免受
反极性影响。

正面固定（建议组装）：
建议使用导向器的小衬
套，以确保最佳效率。

取决于通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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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20/CPB 系列

下单货号: C30--V ED100%
标准电压:24Vdc C30 24Vdc ED100%

防护等级：IP00
绝缘级别：F (155°C)
标准额定电压: 24, 48, 125Vdc 
标准额定电压: 230Vac
20°C 时的额定功率: 8.5W 
负载周期 ED(%): 100%
重量: 0.6kg

描述
该螺栓在没有电压的情况下设置被锁定，锁定是通过内置的弹簧进行的。 收到电子信号后，
螺栓将转为解锁状态。 钥匙有两个方位，在锁定位置不能将钥匙取下。 要卸下它，必须解锁
螺栓。 微动开关的编号及其操作模式（常开、常闭或组合）取决于所需的应用程序。 应用：
它的设计旨在适当地防止电气事故，它被组装在高、中、低压电气设备的前部内部，并且适用
于需要通过组合安全激活来发送或关闭电信号的所有那些应用（ 拇指开关/钥匙转动）。

操作模式
要操作线路的任何部分并确保不会发生电气事故，必须将螺栓解锁。 按下（a1）拇指开关，
同时将按键旋转90º至（A），在此位置，微动开关（b1b2）处于工作状态，并且致动线被切
断，停止推动拇指开关并拔出钥匙（d ），必须将其远离电气设备，在解锁位置，灯会关闭，

锁定时会打开。 要锁定，请插入钥匙，然后90º转到（B）。

如果需要其他不同于图表所示的产品，请咨询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