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通注意事项 安全上的要点

安全限位开关
共通注意事项

安全上的要点

·请不要在有爆炸性气体和可燃性
  气体的环境中使用
·开关的功能有时不能充分发挥。
  请勿使产品跌落。
·长时间按下状态下使用会使零件
  出现磨损加快，复位不良等情况。
  请在使用前做好检查，定期保养，
  更换受损零件。
·为了防止因为电路短路而造成的
  开关损坏， 请把相当于额定电流
  1.5～2倍的断路电流值的熔断器与
  开关串联。
  在EN认定的额定值下使用时， 请
  使用符合IEC60269的10A熔断器gI
  或gG。
·请不要使用起动电路。(请当做安
  全确认信号用)

使用上的注意

●机械注意事项
关于动作力、行程、接触特性
·下图显示的是动作力 ←→ 行程
  ←→接点接触力之间的关系。为了
  保证高度的可靠性，必须在合适的
  接触力范围内使用。长时闭合(NC)
  使用时，在操作体的设定上必须保
  证驱动杆能复位到自由位置。另外
  ，常时开路(NO)使用时，必须按下
  到过行程 ( OT ) 规定值的80~100%
 （总行程(TT)的60～80%）， 以吸收
  微小的摆振和误差
·行程设定在动作位置（OP)和复位
  位置（RP) 附近时，可能导致接触
  不稳定。此外，如果在总行程位置
 （TTP），还可能因为操作体的惯性
  力使驱动杆和开关本体损坏，因此
  请利用安装板和操作体调整行程。

·下图中显示了行程的增减带来的
  动作力（接触力） 的变化。设定
  在OP、RP附近时接触力会不稳定，
    无法确保高可靠性。此外，抗振动
  和冲击能力也会减弱。

FP

 OTP

·驱动杆长时间在按下的状态下使用，可能会出现
  早期故障， 复位不良等现象， 所以就必须定期
  保养， 更换零件。
●关于操作
·为避免开关的驱动杆急速返回或受到冲击，请考
  虑操作体（凸轮和挡块等）的情况进行操作。以
  相对快的动作操作开关时，必须使用能对继电器
  和阀门进行充分励磁且保持行程较长的凸轮和挡
  块。
·操作方式， 凸轮和挡块的形状， 频度、过行程
  等都会极大地影响耐久性和精度。因此请将凸轮
  和挡块设计成平滑的形状。

·在旋转运动， 直线运动时也必须在开关的驱动
  杆上施加正常的载荷。如下图所示， 挡块触到
  摆杆时， 动作位置将无法稳定

·请不要在开关的驱动杆上施加偏载荷，或者引起
  局部摩擦。

1

技术目录
技术指南

共通注意事项

技术



2

共通注意事项

安全限位开关
共通注意事项

·请设置驱动杆不要超过过行程（OT）
  。过行程（OT） 超过限制时， 可能
  引起故障，  安装时请充分考虑操作
  总行程后进行调整。

●关于耐久性
开关的耐久性根据开闭条件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
差异， 使用时必须确认开关符合实际使用条件，
在不会出现性能问题的开闭次数内使用。

●关于维护·修理
维护· 修理时， 设备的使用者请不要擅自进行
维护· 修理。请和设备（机械)厂家联系(垂询）

●关于开关的保管
保管开关的场所，应避开恶性气体（H2S， SO2，
 NH3， HNO3，Cl等)和有尘埃、高温高湿的环境
●其他
·密封橡胶件的膨胀和收缩及异物的附着，会降
  低其密封性能。请确认无异常后使用。
·请有计划地进行定期检查。
·请保持负载电流在额定值以下使用。
·因为有使密封性能下降的可能。 所以请勿使
  用不正规的盖安装螺钉。

●挡块的设计
关于挡块的设计及角度与驱动杆的关系。
设计挡块时， 必须充分考虑挡块的速度和角度
（φ） 与驱动杆形状等的关系。另外， 一般的挡
块角度在30～45°的范围内， 挡块的操作速度(V)
应该在0.5m/s以下。

滚珠摆杆型驱动杆
(1) 挡块不会越过驱动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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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块速度在0.5m/s以下的情况（普通）

挡块速度在0.5m/s～2m/s的情况（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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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行程过大时， 可能会诱发早期的
  故障，因此在安装时必须进行调整，
  必须事先对操作体的工序进行充分的
  讨论。

·请用符合驱动杆的特性的操作方法使
  用开关。另外，请不要如下图所示箭
  头方向那样使用滚珠悬臂摆杆型。

·请不要对驱动杆进行加工而导致动作
  位置的变化。
·使用可调式摆杆等长摆杆时，可能会
  造成摇摆状态，建议采取如下的措施。
1. 挡块的后端为平滑的15～30°角， 或
  者为2次曲线形。
2. 请修改电路保证电路中不出现误动作
  信号。
3. 请使用可单侧动作的开关(或设置成
  单侧动作来使用）

●关于使用环境
·本开关为室内使用规格在室外使用可
  能会引起故障。
·请不要在以下的环境中使用。
·温度变化剧烈的场所。
·湿度高， 有结露危险的场所。
·振动激烈的场所。
·在保护盖内侧沾染切屑、加工屑、油
  和药品的场所。
·可沾染稀释剂、洗涤剂等溶剂的场所。
·有爆炸性气体及可燃性气体等的环境。

注.y是相对于总行程（TT） 的比率， 表示挡块的按下量应达到
      TT的50～80%（50～70%）。



共通注意事项 (2)挡块超过驱动杆的情况

柱塞型驱动杆
在挡块越过驱动杆的情况下， 前进方向和后退方
向的形状可以相同， 但必须避免驱动杆和挡块快
速分离的形状。

●根据挡块移动量设定行程
·根据挡块移动量而不是驱动杆角度来设计限位
  开关行程的方法。
  限位开关正确的行程如下
  正确的行程：PT+{OT标准值×(0.7-1.0)} 用角度
  来表示则为： �1+�2

·建立在驱动杆正确行程基础上的档块移动量。
  档块移动量如下

挡块速度在0.5m/s以下的情况

安全限位开关
共通注意事项

挡块速度在0.5m/s以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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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7（TT）

φ Vmax(m/s) y

45°

50°

60°～55°

75°～65°

30°

45°

60°

60~90°

0.4

0.25

0.1

0.05(低速）

0.8（TT）
取总行
程的80%

45°

40°

30°～35°

15°～25°

0.5

0.6

1.3

2

φ Vmax(m/s) y

滚珠柱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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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y是相对于总行程（TT） 的比率， 表示挡块的按下量应达到
      TT的50～80%（50～70%）。

X = Rsin θ
R(1-cosθ)

(mm)tanφ

φφ

15 30

OT 70 100%

PT: 预行程
OT: 过行程

φ : 挡块角度
θ : 正确的行程角度
R : 驱动杆长度
X : 挡块移动量

·从对应于正确的行程的安装基准位置
  到挡块下端面的尺寸如下所示
          Y＝a＋b＋r(mm)

●关于挡块表面的粗糙度
·挡块的表面粗糙度为▽▽▽ （6.3S） 
  左右，淬火在HV450左右较合适。 此
  外， 在驱动杆和挡块的滑动部位涂抹
  润滑脂(二硫化钼类） 可以降低磨耗，
     使得 滑动顺畅
●其他
·加上长摆杆， 长棒等使用时， 摆杆
  请向下使用。
·如果从斜面向开关的驱动杆（滚珠）
  上施加载荷，  可能会造成驱动杆的
  变形、折损，  因此请保持与挡块垂
  直接触。

·请不要取下头部， 以免发生故障。

a : 安装基准位置到驱动杆中心的尺寸
b : Rcos �
r : 滚珠的半径
Y : 安装基准位置到挡块下端面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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