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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叉经久耐磨

结垢不影响测量

自由组态

检测水中的固体

免维护

测量固体的音叉液位开关

系列音叉物位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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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量原理说明 
测量原理 

OPTISWITCH是一款用于测量物位的带音叉的物位传感器。 

OPTISWITCH为工业应用而设计，可应用于工艺技术的各个领

域，尤其适用于散装物体。 

振动元件（音叉）通过压电方式通电，并以其固有的机械共振

频率振动。压电陶瓷是机械固定的，因此不受温度冲击限制。

如果振动元件浸没在产品中，振幅会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由集

成振荡器检测，并被转换为开关命令。 

典型的应用是溢出和空转运行保护。OPTISWITCH的测量系统

简单坚固，几乎不受散状固体的化学和物理性质的影响。 

即使暴露在强烈的外部振动中或更换产品时也能正常工作。 

 
故障监测 

OPTISWITCH的电子器件持续监测以下标准： 
 正确的振动频率 
 压电驱动器的断线 
如果检测到其中一个所述的故障，或在电源发生故障的情况下，

电子器件具有规定的开关条件，例如继电器断电（安全条件）。 

 
在水中测量固体 

使用OPTISWITCH（3100C、3200C、3300C）型在水中测量

固体时（选项），振动元件可根据水的密度进行调整。如果浸入

水中（密度为1 g/cm3），则OPTISWITCH会显示“未覆盖”。只

有当振动元件也被固体（如沙子、淤泥等）覆盖时，传感器才

会显示“已覆盖”。 

 
OPTISWITCH 3100 C, 3200 C, 3300 C 
OPTISWITCH3100 C、3200 C和3300 C物位开关有三种不同

型号，分别为标准型、悬缆型和加长型，而且配有各种工艺配

件，能够为任何应用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它们完全由不锈钢制

成，并获得所有标准批准。 

OPTISWITCH实际上不受产品属性的影响，因此不能进行调

整。 

物位开关可用于工艺温度高达250°C（482°F）和压力高达16bar
（232psi）的应用。 

您可以检测到大于0.008 g/cm3（0.0003 lbs/in3）的散状固体。 

 
OPTISWITCH 3000 C 
OPTISWITCH 3000 C 不同于 OPTISWITCH 3100 C、3200 C、

3300 C 物位开关，体现在其简单的塑料工艺配件和有限的选

项。适用于测量大于 0.08 g/cm3（0.003 lbs/in3）的散状固体。 

 OPTISWITCH 3000 C只有带塑料外壳和未获批准的螺纹型。 

这种仪表最大优点在于它的价格，使得测量回路非常经济实惠。 

 
1.1 应用实例 
塑料加工 

 
图1：测量储存塑料颗粒的筒仓物位 
 
化学工业生产大量的成品，如粉末、颗粒或颗粒状物。塑料颗粒

和粉末通常储存在气动填充的高窄筒仓中。 

在过去的几年里，像OPTISWITCH这样的振动物位开关在塑料物

位测量中已被证实有效。即使最小的体积密度只有20g/l，并且产

品不断变化，此仪表也始终能够提供精确的结果。 

优点： 
 音叉适合密度<20g/l（如悬浮微粒） 
 独立开关点 
 自由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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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行业 

 
图2: 建材行业中的集料筒仓 
 
水泥或集料放置在多仓筒仓的临时仓库中。填充仓室时，会产

生大量灰尘。根据集料的稠度，可以形成不同的材料椎体，且

产品性质可能随填充而变化。 

OPTISWITCH提供了额外的保护，以防止集料筒仓过满。软性

悬缆可避免由散状固体引起的机械应力。安装时无需填充。

OPTISWITCH几乎没有运动部件，因此不易磨损。 

优点： 
 坚固耐用的音叉 
 耐磨性好 
 结垢不影响测量 
 自由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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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型号概览 
 OPTISWITCH 3100 C OPTISWITCH 3200 C OPTISWITCH 3300 C 
 

 

  
首选应用： 固体 固体 固体 
长度： - 0.3 … 80 m (1 … 262 ft) 0.3 … 6 m (1… 20 ft) 

工艺配件： 螺纹 G1.½A，法兰 螺纹 G1.½A，法兰 螺纹 G1.½A，法兰 
工艺温度： -50… +150 °C (-58… +302 °F) 

-50… +250 °C (-58… +482 °F)带温

度适配器 

-20… +80 °C (-4 … +176 °F) -50… +150 °C (-58… +302 °F) 
-50…+250 °C(-58…+482 °F)带温度

适配器  
工艺压力： -1 … 16 bar/-100… 1600 kPa 

(-14.5… 232 psi) 
-1 … 6 bar/-100… 600 kPa (-14.5… 
87 psi) 

-1 …16 bar/-100… 1600 kPa 
(-14.5… 232 psi) 

信号输出： 继电器、晶体管、二线输出、非接触

式电子 
 
开关 

继电器、晶体管、二线输出、非接触

式电子开关 
 
 

继电器、晶体管、二线输出、 
非接触式电子开关 

坚固性 ++ ++ ++ 

灵敏度 ++ ++ ++ 

结垢 ++ ++ ++ 

安装长度 + + + 

 
 OPTISWITCH 3100 C 
 

 
首选应用： 固体 
长度： - 

工艺配件： 螺纹G1. ½A 
工艺温度： -50… +100 °C (-58… +212 °F) 

工艺压力： -1 … 6 bar/-100… 600 kPa (-14.5 … 232 psi) 

信号输出： 继电器、晶体管、二线输出、非接触式电子开关 
坚固性 + 

灵敏度 - 

结垢 ++ 

安装长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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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 

   

 

 塑料 不锈钢 铝  

电子器件 

    
 继电器输出 晶体管输出 非接触式电子开关 

 
二线输出 

 

 

   

 NAMUR 输出    

传感器 

 

   

 音叉    

认证 

  

  

 气体防爆认证 粉尘防爆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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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说明 
开关点 

一般来说，OPTISWITCH可以安装在任何位置。安装仪表时，

必须确保振动元件处于要求的开关点高度。 

但音叉从底部垂直安装是例外。在这种情况下，产品可能会粘

在音叉的叉之间。 

 
底座 

振动元件应伸入容器以避免结垢。因此，请勿将安装凸耳用于

法兰和螺纹管件。这尤其适用于水平安装和胶粘制品。 

 
填充孔 

安装仪表时，振动元件不得直接伸入填料流中。如果需要这样

的安装位置，应在振动元件的上方或前方安装合适的挡板，如

L80x8 DIN 1028（见图“a.”部分）。在研磨固体中，根据图“b.”
部分安装可有效解决问题。凹形挡板中形成的小丘可防止其磨

损。 

 
图3：水平安装 

a 凸面安装 
b 凹面安装 
 
流入介质 

如果OPTISWITCH安装在填充流中，可能会产生不需要的开关

信号。在容器中不会受到填充孔、搅拌器等干扰影响的位置安

装OPTISWITCH。 

 

 
图4：流入介质 
 
水平安装 

如要获得非常精确的开关点，可以水平安装OPTISWITCH。然而，

如果开关点允许有几厘米的公差，我们推荐安装OPTISWITCH时

相对于容器底部倾斜20°，因为这样可避免结垢。 

转动OPTISWITCH 3000的音叉，使音叉表面不留下任何产品。

为控制音叉，螺纹的六边形上有一个标记。确保标记点向上。 

 
材料椎体 

在包含固体的筒仓中，可以形成改变开关点的材料锥体。在容器

中安装传感器时请记住这一点。我们建议选择振动元件可以检测

材料锥体平均值的安装位置。 

振动元件必须安装将填充和排空小孔的布置考虑在内的位置。 

为了补偿由圆柱形容器中材料锥体引起的测量误差，传感器必须

安装在距离容器壁d/6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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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填充和排空居中 

 

 
图6：填充居中，侧面排空 

1 OPTISWITCH 
2 排空孔 
3 填充孔 
 
抗拉载荷 
对于悬缆型来说，确保不超过悬缆的最大允许抗拉载荷。尤其

当固体很重和测量长度很长时可能会发生这种危险。最大允许

载荷在“技术数据”一章中说明。 
 
搅拌器 

填充力或拔出力、设备振动或类似情况可能会使物位开关遭受

强大的侧向力。因此，请勿在OPTISWITCH上使用过长的延长

管，但要检查是否可以将OPTISWITCH 3000 C或3100 C物位

开关安装在容器侧面的水平位置。 

由工艺或设备（如流体化或容器中的搅拌器）引起的异常振动

可能导致OPTISWITCH的延长管产生共振。这样会导致上部焊

接接头上的压力增加。如果需要更长的延长管，可以在振动元

件的正上方安装一个合适的支撑或拉索来固定延长管。 

  

 

这项措施特别适用于防爆领域通过此措施确保管道

不受弯曲力的影响。 

 
如果需要从顶部安装，请检查是否可以使用悬缆型。 

从长远来看，剧烈振动会损坏仪表电子器件。有了分体型外壳，

这些可以从进程中断开。 
 
流量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小由音叉引起的流阻，安装OPTISWITCH时，

叶片表面应与产品移动平行。 
 
 

 
图7：音叉在流动情况下的方向 

1 螺纹型标记 
2 流动方向 
 
锁装置 
加长型的OPTISWITCH可以安装一个用于调节高度的锁装置。注

意锁装置的压力规格。 
 
防落石挡板 
在粗泥沙沉砂池或沉淀池等应用中，必须用合适的挡板保护振动

元件，以防损坏。 
 

 
图8：防止损坏的挡板 

压力/真空 
如果容器中有压力表或低压，则必须密封工艺配件。检查密封材

料是否能抵抗被测产品和工艺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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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气连接 
4.1 准备连接 
注意安全说明 
一般注意以下安全说明： 
 仅在完全没有线路电压的情况下连接。 
注意防爆应用的安全说明 
 

 

在危险区域时，应注意传感器和供电设备的适当法

规、一致性和型式认证证书。 

 
选择电源 
根据以下示意图连接电源。带继电器输出和非接触式电子开关

的振荡器设计为1级保护。为了保持这一保护等级，接地导体必

须连接到内部接地端子。注意一般安装规定。一般来说，将

OPTISWITCH连接到容器接地（PA），如果是塑料容器，则连

接到下一个接地电位。外壳侧面和电缆接头之间有一个接地端

子。此连接用来排出静电电荷。在防爆应用中，必须优先考虑

危险区域的安装规定。 

电源数据在“附件”的“技术数据”一节中规定。 
 
选择连接电缆 
此仪表采用圆形截面标准电缆连接。5 ... 9 mm (0.2 ... 0.35 in)
的电缆外径确保电缆格兰头的密封效果。 
 
如果使用了不同直径或线截面的电缆，则更换密封件或使用适

当的电缆连接。 
 

 

在危险区域，仅能使用经批准的电缆连接

OPTISWITCH。 

 
为防爆应用选择连接电缆 
 

 

注意防爆应用相应的安装规定。 

 
4.2 接线方案 
继电器输出 
我们建议在出现电平信号、线路中断或故障（安全条件）时，

在开关电路断开的情况下连接OPTISWITCH。 

继电器始终显示为非工作状态。 
 

 

 
图9：接线方案，单室外壳 

1 继电器输出 
2 继电器输出 
3 供电电压 
 
晶体管输出 
我们建议在出现电平信号、线路中断或故障（安全条件）时，在

开关电路断开的情况下连接OPTISWITCH。 

该仪表用于控制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阀、警告灯、喇叭以及PLC
输入。 
 

 
图10：接线方案，单室外壳 

 
图11：NPN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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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PNP机制 

 
非接触式电子开关 
我们建议在出现电平信号、线路中断或故障（安全条件）时，

在开关电路断开的情况下连接OPTISWITCH。 

非接触式电子开关始终显示为非工作状态。 

该仪表用于直接控制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阀、警示灯、喇叭

等。在没有中间连接负载的情况下，不得操作该仪表，因为如

果直接连接到电源，电子器件会被损坏。其不适合连接至低压

PLC输入。 

断开负载后，家用电流会暂时降低至1mA以下，这样，保持电

流低于电子器件的恒定家用电流的接触器就可以可靠地断开。 

根据WHG的规定，当OPTISWITCH用作溢流保护系统的一部分

时，也应注意一般型式认证的规定。 

 
图13：接线方案，单室外壳 

1 检查 
 
二线输出 
我们建议在出现电平信号、线路中断或故障（安全条件）时，

在开关电路断开的情况下连接OPTISWITCH。 

用于连接到SU 501信号调节仪表dto.Ex。传感器由连接的信号

调节仪表供电。更多信息，参见“附件”的“技术数据”一章。“防爆

技术数据”参见所提供的“安全信息手册”。 
 
 

 注意信号调节仪表的操作说明手册。“技术数据”一章中列出了合

适的信号调节仪表。 
 

 
图14：接线方案，单室外壳 

1 供电电压 
 
NAMUR输出 
根据NAMUR (IEC 60947-5-6,EN50227)，连接到放大器。更多

信息，请参见“技术数据”一章。 

 
图15：接线方案，单室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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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操作 
5.1 一般调整 

 
图16：调整元件电子模块，如继电器输出(VB60R) 

1 用于适应开关点的电位计（不带OPTISWITCH 3000 C） 
2 用于调整模式的DIL开关 
3 接地端子 
4 螺纹端子 
5 控制灯 
 
开关点适应(1) 
OPTISWITCH 3100 C, 3200 C, 3300 C 
您可以使用电位计将OPTISWITCH的开关点调整到固体。开关

点是预先设定的，并由标签覆盖。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对其

进行修改。 

带音叉的OPTISWITCH预先设置为>0.02 g/cm3 (0.0007 lbs/ 
in3)的产品密度。在重量非常轻的固体中，将电位计转到完全左

侧的位置0.008 … 0.1 g/cm3) (0.0003 … 0.0036 lbs/in3)。通过

这种做法，音叉会更加灵敏，且可以更可靠地检测到重量非常

轻的固体，例如悬浮微粒。 
 
OPTISWITCH 3000 C 
OPTISWITCH 3000 C可检测产品密度大于0.08 g/cm3 (0.003 
lbs/in3)的散状固体。 

 
模式调整(2) 
您可以通过模式调整（最小/最大）更改输出的开关条件。您可

以设置所需的模式（最大-最大检测或溢出保护、最小-最小检测

或空转运行保护）。 
 
信号灯(5) 
二极管显示开关状态。 
 
5.2 重复功能测试 - NAMUR 电子器件 
根据IEC 61508。 

SIL 
根据IEC 61508（冗余，SIL3级），OPTISWITCH在模式A（溢

出保护）下可用于测量SIL2级链。您可以在科隆的网站上找到

详细规格的“安全手册”。 
 
 

 重复功能测试 
根据IEC 61508，通过在振荡器上按下模拟键或短暂（>2秒）中

断传感器电源来执行重复功能测试。必须由开关放大器和已连接

的系统监测开关条件的正确顺序。不得拆除传感器，也不得通过

填充容器来触发响应。您也可以直接通过安全PLC或过程控制系

统对输出的电流值进行功能测试。 
电子模块上的模拟键 
OPTISWITCH有一个集成模拟键。电子模块上的模拟键被降低。

按模拟键>2秒。 
如果OPTISWITCH已连接到SPLC，则您必须中断传感器的连接

电缆2秒以上。松开模拟键或短暂中断传感器的连接电缆后，您

可以检查整个测量系统是否正常工作。在测试过程中模拟了一个

开关程序。 

 
图17：功能测试的流程图 

1 全信号 
2 空信号 
 
检查所有开关条件是否按正确的顺序和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出现。

如果情况并非如此，则测量系统有故障。请记住，在功能测试过

程中，连接的仪表会被激活。这允许您检查测量系统的正确功能。 
 
5.3 重复功能测试 - 二线电子器件 
根据IEC 61508。 

SIL 
根据IEC 61508（冗余，SIL3级），OPTISWITCH与适当的信号

调节仪表在模式A（溢出保护）下可用于测量SIL2级链。 
您可以在科隆的网站上找到详细规格的“安全手册”。 
重复功能测试 
根据IEC 61508，通过在信号调节仪表上按下测试键或短暂（>2
秒）中断传感器电源来执行重复功能测试。必须由信号调节仪表

上的2两个LED灯和已连接的系统监测开关条件的正确顺序。不得

拆除传感器，也不得通过填充容器来触发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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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直接通过安全PLC或过程控制系统对输出的电流值进

行功能测试。功能测试的实施和开关顺序也在相应的信号调节

仪表的操作说明手册中进行了说明。 
信号调节仪表上的测试键 
信号调节仪表有一个集成测试键。信号调节仪表前板上的测试

键被降低。用合适的物体（如螺丝刀、笔等）按住测试键2秒钟

以上。 
如果OPTISWITCH已连接到SPLC，则您必须中断传感器的连

接电缆2秒以上。松开测试键或短暂中断传感器的连接电缆后，

您可以检查整个测量系统是否正常工作。在测试过程中模拟了

以下工作条件： 
 故障信号 
 空信号 
 全信号 

 
图18：功能测试的流程图 

1 全信号 
2 空信号 
 
检查所有开关条件是否按正确的顺序和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出

现。如果情况并非如此，则测量系统有故障。请记住，在功能

测试过程中，连接的仪表会被激活。这允许您检查测量系统的

正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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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数据 
 
一般数据  

材料316L对应1.4404或1.4435  
OPTISWITCH 3000 C  
材料，接液部件  
- 工艺配件 - 螺纹 PBT 
- 振动元件 316L/318S13 (1.4462) 
材料，非接液部件  
- 外壳 塑料PBT（聚酯） 
- 外壳和外壳盖之间的密封圈 硅酮 
- 接地端子 316Ti/316L 
重量 1150 g (40 oz) 
最大横向负载 600 N (135 lbf) 
OPTISWITCH 3100 C  
材料，接液部件  
- 工艺配件 - 螺纹 316L 
- 工艺安装 - 法兰 316L 
- 密封件 Klingersil C-4400 
- 振动元件 316L 
- 延长管(OPTISWITCH 3300 C)ø43 mm (1.7 in) 316L 
材料，非接液部件  
- 外壳 塑料PBT（聚酯），铝压铸粉末涂层，316L 
- 外壳和外壳盖之间的密封圈 NBR（不锈钢外壳），硅酮（铝/塑料外壳） 
- 接地端子 316Ti/316L 
重量  
- OPTISWITCH 3100 C 带塑料外壳 1500 g (53 oz) 
- OPTISWITCH 3100 C 带铝外壳 1950 g (69 oz) 
- OPTISWITCH 3100 C 带不锈钢外壳 2300 g (81 oz) 
最大横向负载 600 N (135 lbf) 
OPTISWITCH 3200 C  
材料，接液部件  
- 工艺配件 - 螺纹 316L 
- 工艺安装 - 法兰 316L 
- 密封件 CR, CSM 
- 振动元件 316L 
悬缆 PUR 
材料，非接液部件  
- 外壳 塑料PBT（聚酯），铝压铸粉末涂层，316L 
- 外壳和外壳盖之间的密封圈 NBR（不锈钢外壳），硅酮（铝/塑料外壳） 
- 接地端子 316Ti/316L 
重量  
- OPTISWITCH 3200 C 带塑料外壳 1500 g (53 oz) 
- OPTISWITCH 3200 C 带铝外壳 1950 g (69 oz) 
- OPTISWITCH 3200 C 带不锈钢 2300 g (81 oz) 
悬缆 约165 g/m (1.8 oz/ft) 
最大允许抗拉载荷 3000 N (675 lbs) 
传感器长度 0,3 … 80 m (1 … 262 ft) 
OPTISWITCH 3300 C  
材料，接液部件  
- 工艺配件 - 螺纹 316L 
- 工艺安装 - 法兰 316L 
- 密封件 Klingersil C-4400 
- 振动元件 316L 
- 延长管 (OPTISWITCH 3300 C)  43 mm (1.7 in) 316L 
材料，非接液部件  
- 外壳 塑料PBT（聚酯），铝压铸粉末涂层，316L 
- 外壳和外壳盖之间的密封圈 NBR（不锈钢外壳），硅酮（铝/塑料外壳） 
- 接地端子 316Ti/31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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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 OPTISWITCH 3300 C 带塑料外壳 1500 g (53 oz) 
- OPTISWITCH 3300 C 带铝外壳 1950 g (69 oz) 
- OPTISWITCH 3300 C 带不锈钢外壳 2300 g (81 oz) 
- 延长管 (OPTISWITCH 3300 C)  43 mm (1.7 in) 约2000 g/m (21.5 oz/ft) 
传感器长度 0.3 … 6 m (1… 20 ft) 
最大横向负载 290 Nm (214 lbf ft), max.600 N (135 lbf) 
最大横向负载  
- OPTISWITCH 3300 C 290 Nm (214 lbf ft), max.600 N (135 lbf) 

 
输出变量  

继电器输出  
输出 继电器输出(DPDT)，2个浮动单刀双掷 
接通电压  
- 最小 10 mV 
- 最大 253 V AC, 253 V DC 
开关电流  
- 最小 10 μA 
- 最大 5 A AC, 1 A DC 
开断能力  
- 最大 1250 VA, 50 W 
触电材料（继电器触点） 镀有AgCdO和Au 
模式（可调节） 最小/最大 
延迟时间  
- 浸没时 约0.5s 
- 暴露时 约 1s 
晶体管输出  
输出 浮动晶体管输出，过载和永久短路保护 
负载电流 最大400 mA 
接通电压 最大55 V DC 
阻断电流 <100 μA 
模式（可调节） 最小/最大 
延迟时间  
- 浸没时 约0.5s 
- 暴露时 约 1s 
非接触式电子开关  
输出 非接触式电子开关 
模式（可调节） 最小/最大 
延迟时间  
- 浸没时 约0.5s 
- 暴露时 约 1s 
二线输出  
输出 二线输出 
合适的信号调节仪表 SU 501 
输出信号  
- 模式最小。 振动元件未覆盖：16 mA ±1 mA，振动元件覆盖：8 mA ±1 mA 
- 模式最大。 振动元件未覆盖：8 mA ±1 mA，振动元件覆盖：16 mA ±1 mA 

 
- 故障信号 <2 mA 
模式（可调节） 最小/最大 
延迟时间  
- 浸没时 约0.5s 
- 暴露时 约 1s 
NAMUR输出  
输出 二线NAMUR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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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消耗  
下降特性（最大） ≥2.2 mA 未覆盖/≤1 mA 覆盖 
- 上升特性（最小） ≤1 mA 未覆盖/≥2.2 mA 覆盖 
- 故障信号 ≤1 mA 
必要的处理系统 符合EC 60947-5-6 (EN 50227/ DIN 19234)的NAMUR处理系统 
模式（可根据下降或上升特性调整的NAMUR输出）  
- 最小 上升特性（浸没时高电流） 
- 最大 下降特性（浸没时低电流） 

 
环境条件  

外壳的环境条件 -40… +70 °C (-40… +158 °F) 
储存和运输温度 -40… +80 °C (-40… +176 °F) 

 
工艺条件  

OPTISWITCH 3000 C  
参数 固体极限物位 
工艺压力 -1 …6 bar/-100… 600 kPa (-14.5 … 87 psi) 带PN 40 
316L的OPTISWITCH工艺温度 -50… 100 °C (-58… +212 °F) 
密度 >0.08 g/cm3 (0.003 lbs/in3) 
颗粒大小  最大 15 mm (0.6 in) 
OPTISWITCH 3100 C、3300 C  
参数 固体极限物位 
工艺压力 -1 … 25 bar/-100… 2500 kPa (-14.5… 363 psi) 带PN 40 
316L的OPTISWITCH工艺温度 -50… 150 °C (-58… 302 °F) 
工艺温度（螺纹或法兰温度），带温度适配器（选项） -50… 250 °C (-58… 482 °F) 

 

 
图19：环境温度 - 产品温度 

1 产品温度 
2 环境温度 
3 带温度适配器的温度范围 

 
密度 >0.008 g/cm3 (0.0003 lbs/in3) 
颗粒大小  最大 15 mm (0.6 in) 
OPTISWITCH 3200 C  
参数 固体极限物位 
工艺压力 -1 …6 bar/-100… 600 kPa (-14.5 … 87 psi) 带PN 40 
316L的OPTISWITCH工艺温度 -20… +80 °C (-4 … +176 °F) 
密度 >0.008 g/cm3 (0.0003 lbs/in3) 
颗粒大小  最大 15 mm (0.6 in) 

 
机电数据  

电缆接头/插座（取决于型号）  
- 单室外壳  1X 电缆接头 M20x1.5（电缆ø5 …9 mm），1x 盲塞 M20x1.5；附

加 1x 电缆接头 M20x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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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1X 电缆接头.½NPT，1x 盲塞.½NPT，1x 电缆接头.½NPT 
 或： 
  1X 插座 M12x1，1x 盲塞 M20x1.5 
弹簧加压端子 用于小于等于1.5mm2的电线横截面 

 
调整元件  

电子器件型式：继电器、晶体管输出、非接触式电子开关 
模式开关  
- 最小 最小检测或空转运行保护 
- 最大 最大检测或溢出保护 
电子器件型式 - 二线输出  
模式开关  
- 最小 振动元件未覆盖：16mA ±1mA 振动元件未覆盖：8 mA ±1 mA 
- 最大 振动元件未覆盖：8 mA ±1 mA 振动元件覆盖：16 mA ±1 mA 
电子器件型式 - NAMUR输出  
模式开关  
- 最小 上升特性（浸没时高电流） 
- 最大 下降特性（浸没时低电流） 

 
供电电压  

继电器输出  
电源电压 20… 253 V AC, 50/60 Hz, 20… 72 V DC（当U >60 V Dc时，环境温度最

高可达50 °C/122 °F） 
功率消耗 1… 8 VA (AC), 约 1.3 W (DC) 
晶体管输出  
电源电压 10… 55 V DC 
功率消耗 最大 0.5 W 
非接触式电子开关  
电源电压 20… 253 V AC, 50/60 Hz, 20… 253 V DC 
家用电流需求 约 3 mA（通过负载电路） 
负载电流  
- 最小 10 mA 
- 最大 400mA (当I >300mA时，环境温度最高可达60 °C/140 °F) 最大4 A至40ms 
二线输出  
电源电压 10… 36 V DC（通过信号调节仪表） 
NAMUR输出  
电源电压（标准特性） 根据NAMUR IEC 60947-5-6连接至放大器，约8.2 V 
开路电压 U0 约8.2 V 
短路电流 IU 约8.2 mA 

 
电气保护措施  

电子器件型式：继电器、非接触式电子开关 
保护 IP 66/IP 67 
过压类别 III 
保护级别 I 
电子器件型式 - 晶体管、二线、NAMUR输出 
保护 IP 66/IP 67 
过压类别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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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级别 II 

 
认证 

OPTISWITCH 3000 C 
OPTISWITCH 3000 C无认证。 
OPTISWITCH 3100 C、3200 C、3300 C, 电子器件型式 - 继电器、晶体管输出、非接触式电子开关 
ATEX II 1/2G, 2G EEx d IIC T6 
ATEX II 1/2 D IP66 T 
OPTISWITCH 3100 C、3200 C、3300 C, 电子器件型式 - 二线输出 
ATEX II 1G, 1/2G, 2G EEx ia IIC T6 
ATEX II 1G, 1/2G, 2G EEx ia IIC T6 + ATEX II 1/2 D IP66 T6 
ATEX II 1/2G, 2G EEx d IIC T6 
ATEX II 1/2 D IP66 T 

 
CE合格认证 

电子器件型式 - 继电器、晶体管、二线、NAMUR输出 
EMVG (89/336/EWG)，排放：EN 61326: 1997（B类）， 
敏感性：EN 61326: 1997/A1: 1998 
NSR (73/23/EWG), EN 61010-1：2001 
电子器件型式：非接触式电子开关 
EMVG (89/336/EWG)，排放：EN 61326/A1: 1998（B类）， 
敏感性：EN 61326: 1997/A1: 1998 
NSR (73/23/EWG), EN 61010-1：2001 

 
SIL合格认证 

根据IEC 61508的规定，OPTISWITCH满足功能安全的要求。您可以在“安全手册OPTISWITCH”中找到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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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尺寸 
 
外壳 

 
图20：- 外壳型号 （OPTISWITCH 3000 C 仅带塑料外壳） 

1 塑料外壳 
2 不锈钢外壳 
3 铝外壳 

 
OPTISWITCH 3000 C 

 
图21：OPTISWITCH 3000 C, 螺纹型号 G1½ 

OPTISWITCH 3100 C 

 
图22：OPTISWITCH 3100 C, 螺丝型号 G1 

 OPTISWITCH 3200 C 

 
图23：OPTISWITCH 3200 C, 螺丝型号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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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SWITCH 3300 C 

 
图24：OPTISWITCH 3300 C, 螺纹型号 G1½ 

温度适配器 

 
图25：温度适配器(仅用于OPTISWITCH 3100 C和320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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