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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式连接器，CON-CB 系列
- 多芯插头, 4-針, 直的, 180°
- 多针插头, C 型, 2-針, 直的
- 电磁线圈的数量 1

最低 / 最高环境温度 -15 ... 50 °C
防护等级 IP65
额定电压 24 V AC/DC
工作电压DC 24 V
工作电压 AC 24 V
工作电压 AC 24 V
电压偏差 DC -20% / +20%
电压偏差AC 50 Hz -10% / +10%
电压偏差AC 60 Hz -10% / +10%
阀门LED状态显示器 黄色
安装螺钉 M2.5 带槽
固定螺栓的起始力矩 [+0,05] 0,25 Nm
重量 0,016 kg

技术数据

物料号

5763573113

技术信息

材料

外壳 聚醚氨

密封 氟-树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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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规格

1）未设置
2）未设置
3）接地
4）磁14
5) 不可拆卸手辅助操控装置密封盖
6) 可拆卸
7) LED 阀门
8) 防松脱密封件和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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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式连接器，CON-CB 系列
- 多芯插头, 4-針, 直的, 180°
- 多针插头, C 型, 2-針, 直的
- 多针插头, C 型, 2-針, 直的
- 电磁线圈的数量 2

最低 / 最高环境温度 -15 ... 50 °C
防护等级 IP65
额定电压 24 V AC/DC
工作电压DC 24 V
工作电压 AC 24 V
工作电压 AC 24 V
电压偏差 DC -20% / +20%
电压偏差AC 50 Hz -10% / +10%
电压偏差AC 60 Hz -10% / +10%
阀门LED状态显示器 黄色
安装螺钉 M2.5 带槽
固定螺栓的起始力矩 [+0,05] 0,25 Nm
重量 0,026 kg

技术数据

物料号

5763573103

技术信息

材料

外壳 聚醚氨

密封 氟-树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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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规格

1) 未设置 2) 磁体 12 3) 接地 4) 磁体 14
5) 不可拆卸手辅助操控装置密封盖
6) 可拆卸
7) LED 阀门
8) 定位销
9) 防松脱密封件和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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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式连接器，CON-CB 系列
- 多芯插头, 4-針, 直的, 180°
- 多针插头, C 型, 2-針, 直的
- 电磁线圈的数量 1

最低 / 最高环境温度 -15 ... 50 °C
防护等级 IP65
保护电路 43V 双向
额定电压 24 V DC
工作电压DC 24 V
电压偏差 DC -10% / +10%
阀门LED状态显示器 黄色
安装螺钉 M2.5 带槽
固定螺栓的起始力矩 [+0,05] 0,25 Nm
重量 0,02 kg

技术数据

物料号

R412005847

技术信息

材料

外壳 聚醚氨

密封 氟-树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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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规格

PIN-铺设:
PIN 1:磁铁一
侧14
PIN 2: 磁铁一侧 12
PIN 3: 接地触点
PIN 4: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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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式连接器，CON-CB 系列
- 多芯插头, 4-針, 直的, 180°
- 多针插头, C 型, 2-針, 直的
- 多针插头, C 型, 2-針, 直的
- 电磁线圈的数量 2

最低 / 最高环境温度 -15 ... 50 °C
防护等级 IP65
额定电压 24 V DC
工作电压DC 24 V
电压偏差 DC -10% / +10%
阀门LED状态显示器 黄色
安装螺钉 M2.5 带槽
固定螺栓的起始力矩 [+0,05] 0,25 Nm
重量 0,03 kg

技术数据

物料号

R412005846

技术信息

材料

外壳 聚醚氨

密封 氟-树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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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规格

PIN-铺设:
PIN 1:磁铁一
侧14
PIN 2: 磁铁一侧 12
PIN 3: 接地触点
PIN 4: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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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式连接器，CON-CB 系列
- 控制方式 接插式 Ø8
- 多芯插头, 3-針, 直的, 180°
- 多针插头, C 型, 2-針, 直的
- 电磁线圈的数量 1

最低 / 最高环境温度 -25 ... 75 °C
防护等级 IP65
额定电压 24 V DC
工作电压DC 24 V
电压偏差 DC -20% / +20%
阀门LED状态显示器 黄色
安装螺钉 M2.5 带槽
固定螺栓的起始力矩 [+0,05] 0,25 Nm
重量 0,012 kg

技术数据

物料号

5763503183

规定的保护等级只适用于已安装和检查的状态。

技术信息

技术信息

材料

外壳 聚醚氨

密封 氟-树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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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规格

1) 磁 14
2) 未设置
3) 接地
4) 防松脱密封件和螺丝
5) 不可拆卸手动辅助操控装置密封盖
6) 可拆卸 7) LED 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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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式连接器，CON-CB 系列
- 控制方式 接插式 Ø8
- 多芯插头, 3-針, 直的, 180°
- 多针插头, C 型, 2-針, 直的
- 多针插头, C 型, 2-針, 直的
- 电磁线圈的数量 2

最低 / 最高环境温度 -25 ... 75 °C
防护等级 IP65
额定电压 24 V DC
工作电压DC 24 V
电压偏差 DC -20% / +20%
阀门LED状态显示器 黄色
安装螺钉 M2.5 带槽
固定螺栓的起始力矩 [+0,05] 0,25 Nm
重量 0,019 kg

技术数据

物料号

5763503193

规定的保护等级只适用于已安装和检查的状态。

技术信息

技术信息

材料

外壳 聚醚氨

密封 氟-树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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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规格

1) 磁 14
2) 磁 12
3) 接地
4) 防松脱密封件和螺丝
5) 不可拆卸手动辅助操控装置密封盖
6) 可拆卸
7) LED 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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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插头, 系列 CON-RD
- 多针插头 接插式 Ø8 3-針 锁定式 直的 180°
- 开放式电缆终端
- 带电缆
- 未屏蔽

额定电压 48 V AC/DC
防护等级 IP65
重量 0,058 kg

技术数据

物料号 电流，最大值 芯数 电缆直径-Ø 电缆长度

8946016112 3 A 3 4,5 mm 2,5 m

规定的保护等级只适用于已安装和检查的状态。

技术信息

技术信息

材料

电缆外皮 聚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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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规格

L = 长度

线脚设置

极点图插座

（1）BN=棕色
3）BU=蓝色
（4）BK=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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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器, 系列 CON-VP
- 从形状A到形状C
- 多针插头, 直的, 180°
- 多芯插头, 直的, 180°
- 未屏蔽

最低 / 最高环境温度 -25 ... 50 °C
额定电压 42 V DC
防护等级 IP65
防护等级 IP65
重量 0,013 kg

技术数据

物料号 结构特点 电流，最大值

8946053622 从形状A到形状C 0,5 A

技术信息

材料

外壳 聚酰胺

规格

规格

1) 接触点依据DIN EN 175301-803, 形状 A
2) 接触点依据DIN EN 175301-803, 形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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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孔堵头，CON-CB 系列
最低 / 最高环境温度 -15 ... 50 °C
防护等级 IP65
重量 0,006 kg

技术数据

物料号 类型

5763500414 用于CD01-PL系列

技术信息

材料

外壳 聚甲醛

规格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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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辅助操控装置密封盖
重量 0,003 kg

交付的产品可能与插图不同。

技术数据

物料号 供货数量

8980122904 10 件

技术信息

材料

外壳 聚酰胺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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