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计注意事项／选定

警告
请确认产品规格。

使用规格范围外的负载时，易造成损毁和动作不良。因超出

规格范围使用所造成的损害，任何情况下都得不到保证。

用于互锁回路时的注意事项。

应用于具有可靠性需求的互锁信号磁性开关时，请设置预防

故障的机械式保护功能，或者与除磁性开关之外的开关（传

感器）并用等进行双重互锁。另外，请进行定期检查，确认

是否正常动作。

请勿对本体进行分解·改造（含PCB板更换）·修理。

可能会使人体受伤或造成事故。

磁性开关／共同注意事项①
使用前必读。

注意
在行程中间位置，请注意磁性开关的输出动作时间。

如果将磁性开关设置在行程中间位置，活塞通过时驱动负载，

但如果活塞通过速度过快，磁性开关虽然动作，但时间会变

短，负载可能不能充分动作。可检出的最大活塞速度是：

  

活塞速度快的场合，通过使用延迟功能（约200ms）内置的磁

性开关（D-F5NT、F7NT、G5NT、M5NT、M5PT型），负载

的动作时间可以延长。另外，广域检测型的D-G5NB（动作

范围35 ～ 50mm）也可用。其他型号请向本公司确认。

请注意气缸·执行元件间靠近时的情况。

带磁性开关的气缸·执行元件2个以上并行靠近使用的场合，

请将缸筒·执行元件的间隔设计在40mm以上。（气缸·执

行元件系列如果明确标明了允许间隔，请按所示的间隔值进

行设置。）由于双方的磁场干涉，有可能导致磁性开关的误动

作。使用磁性屏蔽板（MU-S025）或市场上销售的磁性屏蔽

带也可以减轻磁场的干扰。

请确保维修保养空间。

设计时，请考虑维修保养作业所需的空间。

执行元件是指：气缸、气爪、摆动气缸、电动执行器·气缸等

的驱动元件。

带磁性开关的气缸·执行元件，请勿安装于可能被脚

踏的场所。

由于错误的踩踏、脚踢会施加过大的负载，可能导致产品损毁。

发生断线、或者为了确认动作而强制动作时，请做防

止逆流电流流入的设计。

发生逆流电流时，可能会造成开关误动作或者损坏。

安装多个磁性开关时的注意事项

关于磁性开关安装个数，安装n个的场合，表示针对气缸·

执行元件，物理上可安装的磁性开关的个数。这种状态的检

测间隔由磁性开关安装结构及壳体尺寸决定，所以并不一定

能按照希望的间隔和设定位置安装。

可检测位置的限制

根据气缸·执行元件的安装状态和安装件的不同，会产生物

理的干涉，存在磁性开关无法安装的位置和面（脚座安装件

的下面等）。关于磁性开关的设定位置，为了使气缸·执行

元件的安装件（耳轴、增强环等）互不干涉，请充分确认后再

进行选择。

V（mm/s）＝ ×1000
磁性开关动作范围（mm）

负载的动作时间（ms）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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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开关／共同注意事项②
使用前必读。

安装／调整 配线

注意 注意
请不要掉落、敲打。

操作时，请不要掉落敲打，施加过大冲击（有触点磁性开关

300m/s2以上、无触点磁性开关1000m/s2以上）会造成磁性

开关的损毁及误动作。

请严守紧固力矩安装磁性开关。

安装时，若超过紧固力矩范围，可能会造成磁性开关安装螺

钉、安装件以及磁性开关等损毁。另外，如果紧固力矩不足，

可能导致磁性开关的安装位置产生错位。

请不要手持磁性开关的导线搬运气缸·执行元件。

可能会导致断线、内部元件损毁。

请不要使用安装磁性开关本体用定位螺钉以外的物品固

定安装磁性开关本体。

如果使用非指定螺钉，可能会使磁性开关损毁。

请设定磁性开关于动作范围的中央位置。

2色显示的场合，请设定在绿色显示范围的中央。请让活塞

停止在动作范围的中心，去调整磁性开关的安装位置。（样

本上记载的安装位置表示行程端最合适的固定位置的基准

值。）动作范围设定在端部的场合（ON · OFF的界线附近）在某

些使用环境下，有输出动作不稳的情况。

另外,根据气缸和执行元件的不同，会有特别安装方法的产

品，此时需要按特别安装方法去设定。

  

请根据实际的动作状态对磁性开关的安装位置进行调

整和确认。

在某些设置环境下，气缸和执行元件会产生在合适的安装位

置上不动作的情况。行程途中设定的场合，也请同样对动作

状态进行确认调整。

磁性开关安装带在结构上很薄，安装时请充分注意。

请确认配线的绝缘性。

配线中，如有绝缘不良（与其它回路混接、接地、端子间绝

缘不良等）可能有过电流流入磁性开关，造成磁性开关损毁。

请避免与动力线、高压线并列配线或使用相同配线路

径，请分别配线。

感应产生突入电流，噪音引起误动作。

请不要反复弯曲或抻拉导线。

如果配线时反复弯曲或拉导线，会造成断线。同样，如果对

导线与磁性开关本体的连接部位施加应力或拉力，造成断线

的可能性变大。特别是与磁性开关本体的连接部位，以及附

近，请不要使其活动。

请务必在确认负载状态（连接、电流值）后再接入电源。

〈2线式〉

如果未连接负载（负载短路）时接通电源，会有过电流流过磁

性开关，使磁性开关瞬间损毁。2线式棕色导线(+、输出)直

接连接治具、夹具等的(+)电源端子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配线作业请在切断电源后再实施。

如果在通电时进行作业，有可能造成触电、误动作、磁性开

关的损毁。

2色显示的场合，即使固定在合适的动作范围内（绿
色表示的区域），也有可能因为设置环境和外界的
影响使动作不稳定。
磁体、外部磁场、内置磁环气缸·执行元件的近距离设置、
温度变化、其他运转中的磁场变动要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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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环境

磁性开关／共同注意事项③
使用前必读。

警告
请不要在有爆炸性气体的环境中使用。

磁性开关不是防爆结构。有可能引起爆炸。关于ATEX指令

对应品，请与本公司确认。

注意
请不要在产生磁场的场所使用。

可能会造成磁性开关误动作或气缸·执行元件内部的磁石消

磁。（也有可能使用耐强磁场磁性开关的场合，请向本公司

确认。）

请不要在水中或经常有水飞溅的环境中使用。

除了一部分型号（D-A3□、A44□、G39、K39□、RNK、
RPK型），都满足IEC规格IP67结构，但请不要在经常有水等

飞溅的环境中使用。有可能会发生绝缘不良、误动作。

请不要在有油、化学品的环境中使用。

在冷却液或清洗液等，各种油类及化学品的环境下使用时，

即使短期内也可能会对磁性开关造成恶劣影响(因绝缘不良、

封装树脂的溶胀导致的误动作、导线硬化等)。

请勿在温度循环波动的环境下使用。

在除通常温度变化以外的温度循环变化的场合，可能会使磁

性开关内部受到恶劣影响。

请注意铁粉的堆积，以及与磁性体的密切接触。

带磁性开关的气缸及执行元件周围如果堆积了大量切屑或焊

渣等铁粉，或者密切接触磁性体（磁铁吸着物）时，可能会削

弱气缸·执行元件内的磁力，使磁性开关无法正常动作。

需要防水性能、导线耐弯曲性能、或在焊接现场使用

等场合，请与本公司确认。  

在受到阳光直射的场所使用时，请遮蔽日光。 

请不要在周围有热源或受辐射热的场所使用。

因不具备在CE标识所要求的对雷击的承受能力，因此

请在装置上采取防止雷击的对策。

维护检查

注意
因磁性开关意外动作时可能无法确认安全，所以请按

下述内容定期进行维护点检。

1）增拧磁性开关安装螺钉

如果有安装螺钉松弛或安装位置错位的情况，请重新调整

安装位置并拧紧。

2）确认导线是否有损伤

会造成绝缘不良，所以发现损伤时，请更换磁性开关或修复

导线。

3）检测设定位置的确认

·1色显示式磁性开关的红色亮灯

   请确认设定的位置停止在动作范围（红色表示区域）的中央。

·2色显示磁性开关的绿色亮灯以及位置的确认

请确认设定的位置停止在动作范围（绿色表示区域）的中

央。红色LED亮灯、停止的场合，有可能因为设备环境

·外界的影响使动作不稳，因此请在合适动作范围的中

央位置重新设定安装位置。

另外，根据气缸·执行元件的情况，有些产品有特别的安装

方式，这种情况请按特别的方式进行设定。

清洁磁性开关时，请不要使用汽油、香胶水、酒精等。

可能会使表面出现伤痕或使显示消失。污垢程度严重的情况

下，先将布浸过用水稀释过的中性洗涤剂，拧干后再擦除污

垢，然后再用干布擦拭。

警告
元件的拆卸及压缩空气的供、排气

拆卸元件时，请确认已进行了被驱动物体的落下防止对策和

失控防止对策，然后切断供气与设备的电源，排放系统内的

压缩空气后再进行拆卸。另外，重新启动时，应在确认已采

取了防止飞出的措施后再谨慎进行。

通电中，请绝对不要触摸端子。

若在通电中触碰端子，可能会造成触电、误动作、开关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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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触点磁性开关／共同注意事项
使用前必读。

设计注意事项／选定 配线

注意 注意
请尽量缩短配线长度。

请使用100m以下的产品。

推荐在导线两端设置铁氧体磁芯作为配线较长时的噪声对

策。另外，无触点磁性开关在产品结构上不需要触点保护盒。

请勿使用过电压发生的负载。

驱动继电器等发生过电压的负载时，请使用过电压保护元

件内置型的产品。

请注意磁性开关的内部电压降。

内部电压降一般比有触点磁性开关大。

磁性开关串联时，连接n个的场合，电压降变为n倍。可能

有磁性开关正常动作，但负载不动作的情况。另外，请注

意DC12V继电器不适用。

请注意漏电流。

〈2线式〉

关闭状态下，使磁性开关内部回路动作的电流（漏电流）流过负载。

   负载动作电流（通过控制器输入关闭电流）＞漏电流

如果不满足以上条件，会复位不良（保持打开状态）。如果

不满足规格要求，请使用3线式磁性开关。另外，如果并联

（n个），流过负载的漏电流会增大n倍。

无触点磁性开关接入电源后50［ms］内，输出动作不

稳定。

电源接入后的输出动作、连接AND的场合，有可能出现输

入元件（PLC或继电器等）判定ON位置OFF输出或OFF位置

ON输出的情况。接入电源后，连接AND的输入判定请在设

备上设定，使50［ms］之内的信号无效。使用本公司AHC系

统（Auto Hand Changing System） MA系列的场合也请进行

设定。

请注意误配线。

1）有关2线式磁性开关，即使逆接也会因保护回路而不会损毁，  

  但会呈常开状态。

  请注意，如果在负载短路的状态下进行逆向连接，磁性开关 

  会损毁。

有关3线式磁性开关，电源逆接（电源线＋与电源线－互换）

的话，虽然会因保护回路得到保护，但是如果连接（电源＋

→蓝色线·电源-→黑色线）时，磁性开关会损毁，请注意。

剥掉导线外皮时，请注意剥线方向。剥线方向不适当，

可能会出现绝缘体开裂、损伤的情况。(仅限D-M9□)

耐热型2色显示无触点磁性开关的传感器放大器间的电

缆，请用户自己不要切断。

传感器部和放大器部即使再连接也会产生接触阻抗，磁性开

关可能无法正常动作。另外，传感器部和放大器部为一对，

如果配对有误，有可能无法正常动作。

配线

注意
请避免负载短路。

D-J51、G5NB型以及PNP输出型的全型号没有内置短路保

护回路。磁性开关会损毁，请注意。

使用环境

注意
请不要在有过电压发生源的场所使用。

在带无触点磁性开关气缸·执行元件的周围，如果有产生较

大过电压及电磁波的发生装置（电磁式升降机·高频感应炉·

电机·无线设备等），可能会导致磁性开关内部回路元件损毁。

交流耐强磁场无触点磁性开关对直流外乱磁场没有承

受能力。

直流电流（直流变换器·整流电源的焊接）焊接的元件无法适

用，对于直流焊接机，与通常的磁性开关相同，请远离导体

使用。

与没有误动作导体的距离基准值（10,000A：30cm以上）

另外，由于受磁化、减磁的影响，在10,000A以上的领域，因

检测磁环的减磁（磁场强度变弱）、以及气缸·执行元件周边零

件的磁化（暂时磁化），导致检测动作不稳定的情况也会小有发

生。

当发生绿红显示灯不亮、或多点动作的情况时，请与本公司

联络。

推荐工具如下。

名称

导线剥皮器

型号

D-M9N-SWY

※有关2线式，可对应圆形电缆用剥皮器
  （Φ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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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触点磁性开关／共同注意事项
使用前必读。

あああ设计注意事项／选定 配线

注意 注意
  请尽量缩短配线长度。

如果到负载的配线过长，磁性开关开时的突入电流会增大，

产品寿命降低。（一直保持开的状态。）

   1）如果使用没有设置触点保护回路的磁性开关，配线长度

在5m以上时，请使用触点保护盒。 

   2）即使是内置触点保护回路的磁性开关，配线长度如果

在30m以上，也不能充分吸收突入电流，会降低使用寿

命。为了延长使用寿命，需要连接触点保护盒时，请

与本公司确认。

  请勿使用产生过电压的负载。

  如果产生过电压，触点产生放电，产品寿命降低。驱动继

    电器等产生过电压负载的场合，请使用触点保护回路内 

  置的磁性开关或者使用触点保护盒。

  请注意磁性开关的内部电压降。

   1）带指示灯磁性开关（除了D-A56、A76H、A96、A96V、

     C76、E76A、Z76型）的场合

● 如下图所示磁性开关串联时，受发光二极管的内部电

阻影响，电压降（请参考磁性开关规格中的内部电压

降）会变大，请注意。

[n个连接时，电压降会变为n倍。]可能有磁性开关即

使正常动作，负载也不动作的情况。

● 低于规定电压使用时，同样可能出现磁性开关即使

正常动作， 负载也不动作的情况。所以请在确认负

载的最低动作电压的基础上，满足下述公式要求。

     电源电压－磁性开关内部电压降＞负载的最低动作电压

2） 如果发光二极管的内部电阻有问题，请选用不带指示

灯的磁性开关（D-A6□、A80、A80H、A90、A90V、
C80、R80、90、90A、E80A、Z80型）。

请避免负载短路。

如果在负载短路的状态下令其打开，则会流过过电流，使磁

性开关瞬间损毁。

请注意错误配线。

   DC24V、带指示灯的磁性开关有极性。棕色导线或1号端子

为（＋）、蓝色导线或2号端子为（－）。

［D-97型的场合，无显示侧为（＋）、黑线侧为（－）。］ 

1）如果逆向连接，磁性开关动作，但发光二极管不亮。

另外，如果流过超出规定值的电流，会造成发光二极管损

毁，不能动作，请注意。

适合型号

D-A73、A73H、A73C、A93、A93V、A53、A54、
B53、B54、C73、C73C、E73A、Z73型
D-R73、R73C、97、93A、A33、A34、A33A、
A34A、A44、A44A型

2） 但是2色显示式磁性开关的场合（D-A79W、A59W、

B59W型），磁性开关如果逆接，会成为常开的状态，请

注意。

使用环境

注意
请不要在发生过大冲击的环境下使用。

有触点磁性开关的场合，如果在使用中施加了过大的冲击

（300m/s2以上），触点误动作，有可能发出瞬间（1ms以下）

信号或断开，如果遭受更大的冲击，有可能导致损毁。根据

环境，需要使用无触点磁性开关时，请与本公司确认。

使用

注意
D-A9□、A9□V、Z7□、Z80型出厂时，产品上安装

的保护盖能缓冲取放时产生的冲击，并且能防止磁性

开关固定螺钉的脱落。气缸·执行元件安装之前请不

要取下。

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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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前
磁性开关共同规格①

磁性开关共同规格

 种类

漏电流

动作时间

耐冲击

绝缘电阻

耐电压

环境温度

保护结构

有触点磁性开关

无

1.2ms

300m/s2

AC1500V1分钟※1）

（导线、壳间）

无触点磁性开关

3线式：100μA以下　2线式：0.8mA以下

1ms以下※3）

1000m/s2 ※4）

AC1000V1分钟

（导线、壳间）

DC500V兆欧表50MΩ以上（导线、壳间）

-10 ～ 60℃

IEC60529规格IP67※2）

使用磁性开关之前，请一定确认《磁性开关共同注意事项》 P.15 ～ 19。

※1） 导线引出方法：插头型（A73C型·A80C型·C73C型·C80C型）为AC1000V1分钟（导线、壳间）

※2） 接线座导管型（D-A3型·A3□A型·A3□C型·G39型·G39A型·G39C型·K39型·K39A型

·K39C型）、DIN端子型（D-A44型·A44A型·A44C型）、耐热型磁性开关（D-F7NJ型）为IEC60529

规格IP63

     微调型放大器部（D-R□K）为IP40。

※3） 带计时器无触点磁性开关（D-M5□T型·G5NT型·F7NT型·F5NT型）、耐强磁场2色显示式无触

点磁性开关（D-P3DW□·P4DW型）除外。

     D-J51型为2ms以下、D-P3DW□·P4DW型为40ms以下。

※4） 微调型传感器部为980m/s2、放大器部为98m/s2。

导线长度指示方法

L
（例）

型号

D-LC05

D-LC30

D-LC50

导线长度

0.5m

3m

5m

带插头的导线型号
（仅插头型适用）

D-M9BW

无记号

M
L
Z

N※1）

SAPC
MAPC
SBPC
MBPC
SDPC
MDPC
LDPC

长度

0.5m
1m
3m
5m
无

0.5m
1m

0.5m
1m

0.5m
1m
3m

公差

±15mm

±30mm

±90mm

±150mm

—

±15mm

±30mm

±15mm

±30mm

±15mm

±30mm

±90mm

插头规格

M8-3销
插座式

M8-4销
插座式

M12-4销 A导线（标准型）
插座式

无触点

●

●※2）

●

●

●

○

○

○

○

○

○

○

有触点

●

●※2）

●

●※3）

●

—

―
―
―
―
―
―

记号

导线长度

●:标准品　○: 按订货生产（标准对应）

※1）插头型磁性开关仅D-□□C型适用。

※2）仅D-M9□（V）、D-M9□W（V）、 D-M9□A（V）、 D-A93适用。

※3）仅D-B53·B54、 D-C73（C）·C80C、D-A93（V）、 D-A73（C）·A80C、

D-A53·A54、 D-Z73、 D-90·97·90A·93A适用。

※4）关于有触点磁性开关的M8、 M12型带插头，请向本公司咨询。

※5）带微调旋钮的磁性开关的导线长3m为标准。

※6）除了D-P3DW、D-M9□A（V）□，带计时器无触点磁性开关、防水性2色显示式无触

点磁性开关、广域检测磁性开关、耐热型2色显示式无触点磁性开关、耐强磁场2色

显示式无触点磁性开关的导线长3m及5m品为标准。（无0.5m品）

磁性开关
型号

导线

带插头导线指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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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前
磁性开关共同规格②

磁性开关的特性（ON·OFF时各自的灵敏度差）造成的ON位置和OFF位
置的偏量。
在成为ON的状态下，反向移动开关（或活塞）时，OFF的位置比ON的
位置更远离返回侧，产生1个偏量。产生的「偏量」被叫做迟滞。

使用磁性开关之前，请一定确认《磁性开关共同注意事项》 P.15 ～ 19。

磁性开关的壳体检出面上灵敏度最高的位置（传感器的配置位置）。
调整成与磁环的中心位置一致时，大约是动作范围的中心，这样可以得到安定的动作。

顺序控制的组成要素之一。
PLC接收磁性开关输出等信号，向其它元件输出，按照事先设定的程序进行电气控制的装置。

磁性开关可使用的温度范围。
但是即使在温度范围内，因为极端的温度变化冻结等，也有可能产生故障。

磁性开关可使用的电压。
显示一般使用的电压（DC24V、AC100V等）。
2线式的场合，电源电压和负载电压同义。

可以流过磁性开关输出的电流值的范围。
比此范围更低的场合，有可能无法正常动作。比此范围高的场合，有可能造成磁性开关的损毁。

对于3线式磁性开关，通过电源线，使回路动作时需要的电流值。
2线式的场合，因为只是一部分负载电流，所以无定义。

电气回路和外壳之间的电阻。
磁性开关在没有特别说明的场合为50MΩ（Min）。

对应点焊工程等产生外部（焊接）磁场影响的磁性开关。
无触点式通过检测周围磁场频率来发挥作用。被施加外部磁场（交流）的场合，通过保持刚才的信号以达到不受
影响的目的。这种方式可使用带有通常磁性的气缸。

有触点式通过内置磁力屏蔽灵敏度低的传感器，不易受外部磁场（直流·交流磁场）的影响。因此，需要选择内
置强力磁环的专用气缸，存在能组合使用的范围（条件）。

施加基准的冲击时，造成磁性开关误动作、有破坏等可能性的最小加速度。

针对一般（通用）型的产品，采取了结构上的对策，提高了长期耐水性能的型号。

电路和壳体间，能够承受施加电压的最大值。
表示产品对电压的耐受强度。如果施加了此数值以上的电压，则可能会造成产品损坏。（这里所说的电压和使产
品动作的电源电压不同。）

气缸的行程末端检出位置时表示安装位置的尺寸。
如果在此位置设定，则在行程末端，最高灵敏度位置和磁环的中心会大致一致。在实际设定时要考虑到特性差等，
并在实际的机器上进行调整。
在行程开始前的检测等需要调整公差时，请设定合适安装位置为添加了调整公差之后的值。

作为磁性开关的对象负载而设想的元件。

磁性开关受到使其动作的磁力后，到磁性开关输出稳定的时间。

针对气缸活塞移动的磁性开关动作的范围（针对行程ON的长度）。因为动作范围由磁环的磁力（磁力作用的范围）
和磁性开关的灵敏度决定，所以如果周围环境中这些条件变化，动作范围也会变化。
样本中记载了标准的状态（常温·气缸单体·磁力·灵敏度等）的动作范围。

注）根据使用环境不同而变动，无法保证。使用中迟滞成为问题时，请向      
本公司确认。

定义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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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位置（ON）

磁性开关

磁性开关

迟滞 有触点磁性开关：2mm以下
无触点磁性开关：1mm以下

磁性开关
动作位置(OFF)

正确的



使用之前
磁性开关共同规格③

使用磁性开关之前，请一定确认《磁性开关共同注意事项》 P.15 ～ 19。

例）当写有IP65的场合
   第1特性为6、第2特性为5， 所以为防尘结构，并且无论水从哪个方向直接喷流，都不会受到有  
   害影响。

用MR元件进行磁性检测，内部有判定回路，输出如晶体管，不靠机械性触点的接触、非接触，（没有接触的部分）
输出的ON-OFF开关。

ON-OFF输出在OFF时，因操作内部回路而流过的电流。特别是2线式磁性开关，对于PLC等，漏电流超过检出
电流的场合，会造成回归不良，因此元件选择时要注意。

使用舌簧管的开关，舌簧管的磁性检出和输出，依靠机械性触点的接触、非接触，（如同继电器、限位开关具有
接触触点部分）进行ON-OFF输出。

带线圈的负载，作为磁性开关的连接对象，有继电器。

通常环境下，固定铺设导线时（不考虑摇动）可弯曲的最小半径（参考值）。（温度、电流值等是以磁性开关规格为
标准，因此与电线生产厂家公布的值不同）

气缸水平配置时（气缸活塞杆为水平），有磁性开关的导线横向取出的横向引出型，也有导线和气缸轴心呈直角
方向引出的纵向引出结构。

定义用语

IP

第1特性

第2特性

无保护

对于垂直落下的水滴，不会造成有害的影响

对于在垂直到倾斜15度的范围内落下的水滴，不会造成有害的影响

对于与垂直成60度夹角的喷水（降雨），不会造成有害的影响

即使受到各个方向飞溅而来的水滴，不会受到有害的影响

即使受到各个方向直接喷流的水，不会受到有害的影响

即使受到各个方向直接喷流的水，也不会有水浸入内部

按特定条件浸在水中，水也不会浸入内部

长时间浸在指定的水压下，也可使用

0
1
2
3
4
5
6
7
8

● 第2特性　对水浸入的保护等级

无保护

防止直径大于50［mm］的固状物侵入

防止直径大于12［mm］的固状物侵入

防止直径大于2.5［mm］的固状物侵入

防止直径大于1.0［mm］的固状物侵入

防尘

耐尘

0
1
2
3
4
5
6

● 第1特性　对固状异物侵入的保护等级

气缸可装配的磁性开关行程最小值。
由规格的限制（磁性开关的动作、位置设定性等）和物理的限制（磁性开关安装伴随着机械性干扰）决定。
但是，样本中记载的值为行程末端进行位置检测的大致值，没有考虑调整公差。
在行程开始前检测需要等调整公差时，请设定为最小行程添加了调整公差之后的值。

磁性开关在ON状态时，COM和信号线间的外加电压。

PLC等在输入侧加上的电压仅是电源电压减去磁性开关内部压降的值，此值比输入侧最低动作电压还小的场合，
会造成检测不良（输入失误），因此选择元件时请注意。

磁性开关动作范围的端部（ON·OFF边界部）是容易受到外部干扰、气缸动作时行程变化的影响的领域，通过更
改磁性开关的动作显示的颜色，可以快速方便地设定于能够得到稳定动作的动作范围的中央。

以完成某种工作为目的，与磁性开关输出相连接的器件叫做负载。
例如，继电器、PLC等。
进行磁性开关动作确认时，请务必连接与负载相当的元件（如电阻等）。

ON-OFF输出在ON时流过负载的电流。

IEC60529标准中，针对电气机械器具的固态物、水的浸入等，规定的保护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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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的磁性开关型号〉

D-A7·A8型、D-A7□H·A80H型、D-A73C、A80C型、D-C7·C8型、

D-C73C·C80C型、D-E7□A、E80A型、D-Z7·Z8型、D-9·9□A型、

D-A9·A9□V型、D-A79W型

上记的磁性开关没有内置触点保护回路。

另外，无触点磁性开关在产品结构上不需要触点保护盒。

①使用负载为感应负载。

②到负载的配线长在5m以上。

  负载电压为AC100、200V。　

  符合以上任一条件的场合，请使用触点保护盒。　

  触点寿命有可能下降。（一直保持ON状态。）

  特别是D–A72（H）型的场合， 因为影响较大， 所以不管负载的种类和配线  

  长度如何， 请一定要使用。　

  （负载电压为AC110V的场合）

对于上记适合的磁性开关（除了D-A73C·A80C·C73C·C80C·90·97·
A79W型。） 的额定，负载电压上升了1成的场合，与触点保护盒（CD-P11）
一同使用，通过将负载电流范围的上限值设定在下降1成以上，负载电压

AC110V可使用。

另外，内置触点保护回路型时，即使（D-A34〔A〕〔C〕、D-A44〔A〕〔C〕、D-A54、
A64、D-A59W、D-B59W）的场合，到负载配线非常长的场合（30m以上）、使用

突入电流大的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的场合，也请使用触点

保护盒。

有触点磁性开关

无触点磁性开关

使用之前
磁性开关／内部回路图

触点保护盒／ CD-P11， CD-P12

触点保护盒规格

型号

负载电压

最大负载电流

CD–P11 CD–P12

※导线长度——磁性开关连接侧 0.5m　　　　
      　　　　负载连接侧　　 0.5m

AC100V以下

25mA

AC200V

12.5mA

DC24V

50mA

磁性开关主体和触点保护盒相连接时，请将触点保护盒上标有SWITCH的一侧的导线和磁性开关主体引出的导线相连接。磁性开关主体和触点保护盒间的导线

长度请设定在1m以内，尽量短距离设置。

触点保护盒／连接方法

触点保护盒／外形尺寸图

触点保护盒内部回路

CD–P11

CD–P12

触点
保护盒

2色指示灯
回路

2线式（有触点）

负载

蓝

棕

触点
保护
回路

2线式（有触点）

负载

蓝

棕
2色指示
灯回路负载

蓝

黑

棕

触点
保护盒

2线式（有触点）

负载

蓝

棕

触点
保护盒

2线式（有触点）

负载

蓝

棕

指示灯
回路

3线式（有触点 NPN相当）

指示灯
回路

触点
保护
回路

2线式（有触点）

负载

蓝

棕

触点
保护
回路

2线式（有触点）

负载

蓝

棕

指示灯
回路

（开关电源与负载电源分开的场合）

2线式（无触点）无触点 3线式PNP　无触点 3线式NPN　

负载

负载

负载

负载
负载

蓝

棕

蓝

棕

蓝

黑

棕

蓝

黑

棕

蓝

黑

棕

开关
主回路

开关
主回路

开关
主回路

开关
主回路

开关
主回路

q

t y u

w e rNo.

回
路
图

No.

回
路
图

棕

蓝 蓝（−）

棕（＋）

负载侧磁性开关侧

扼流圈
稳压二极管

棕

蓝 蓝（～）

棕（～）

负载侧磁性开关侧
扼流圈
过压吸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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