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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 to you!

经过与客户多年的密切合作，我们已成为市
场上的服务型传感器专家，如今，我们在全
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6000多名员工。虽
然我们已经发展壮大，但我们仍然保持着创
立之初的优点：小公司的灵活性和个性化，
以及集团公司的质量和专业精神。
客户仍然是我们工作的中心。
ifm-close to you！

质量和服务

对我们而言，质量不仅仅指产品。我们的所
有流程都以客户服务和产品质量为宗旨。
我们可在全球任何地方，–以任何语言为每个
客户提供支持。如果需要快速帮助，我们的
免费服务热线上的专家将提供有力的支持。

我们利用客户的反馈意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我们的传感器使用特殊程序进行测试，其
数值远远超出指定的限值，以确保符合客户
的要求。此外，每件产品在离开公司之前都
要进行最后检验。我们谨守这一承诺，为每
个目录产品提供5年质保。

不止是阀门传感器

在工业过程技术中，阀门传感器只是其中的
难题之一。无论是温度、压力值、流量还是
液位：必须持续监测许多其他过程参数。ifm
为这些应用提供了广泛的流体传感器。全面
的证书和认证使得可用于敏感和要求严苛的
领域。通讯和控制技术以及匹配连接器也可
从单一来源获得。我们不仅提供产品，还为
您的应用提供解决方案。

重点行业

ifm的阀门传感器可满足不同行业的要求：

• 食品行业 – 在使用蒸汽喷嘴的清洁过程中，
传感器还需要防水。
ifm提供的防护等级为IP 68 / IP 69K。

• 水/废水 – 水分和污垢不影响运行。

• 纸张加工 – 即使纸张被纤维素纸浆覆盖，
无法辨认，阀门传感器仍能正常工作。 

• 移动机械 – 振动和冲击应力以及温差不会
影响传感器。

• 化学品 – ifm为危险区域提供ATEX传感器。

ifm传感器始终能够
正常工作，即使在
恶劣的环境中也是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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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气动回转执行器的
位置反馈

用于带AS-i连接的气动
回转执行器的位置反馈

用于升杆阀的连续位置
反馈

用于升杆阀的位置反馈

用于手动阀和球阀的位
置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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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气动回转执
行器的位置反馈

永久可靠：
无接触感应开关原理，无磨损。
使用耐腐蚀材料，使用寿命长。

快速运行：
匹配的固定附件，用于快速安装。

阀门位置显示：
传感器上的LED指示阀门位置。目
标凸轮上的位置指示器确保了阀门
位置在一定距离内也可清晰易辨。

NAMUR阀门标准：
对应于执行器上的统一连接点适用
的德国VDI/VDE 3845标准。

电感式阀门传感器
ifm可针对所有要求
提供合适的阀门传
感器。除DC和
AC/DC版本，还可
提供用于ATEX应用
的设计。

NPN / PNP，2×常开

10...36 DC阀门传感器 M12插头，塑料 IN5224

PNP，2 x 常开

10...36 DC阀门传感器 M12插头，塑料 IN5225
10...36 DC阀门传感器 M12插头，金属 IN5327

AC/DC，2 x 常开

20...250 AC/DC阀门传感器 电缆 IN0110

2 x NC

适用于ATEX应用，II组，1D、1G、2G类

8.2 DC带执行器接口连
接的阀门传感器 端子 NN504A

8.2 DC带执行器接口连
接的阀门传感器 M12插头，连接端子 NN505A

25 AC / 50 DC带执行器接口连
接的阀门传感器 端子 IN0131

10...36 DC带执行器接口连
接的阀门传感器 M12 / Rd24 IN5334

10...30 DC带执行器接口连
接的阀门传感器 端子 IN5409

型号 工作电压
[V]

连接 订货号

X

Y

Z

7

4

5
7

0

A

A

4

9

附件
目标凸轮 

适用于危险区域适用于工业应用

3080 / 30 基础目标凸轮 E12517
3080 / 30 可调目标凸轮 E12516
2080 / 30 基础目标凸轮 + 适配器 E12517 + E12526
2080 / 30 可调目标凸轮 + 适配器 E12516 + E12526
30130 / 30 基础型大目标凸轮 E17328
30130 / 30 可调型大目标凸轮 E17119

安装尺寸 
X / Y
[mm]

执行器轴的高度
Z

[mm]

描述 订货号

槽4 x 4 mm

螺纹M6

目标凸轮

一个传感器检测两个位置

该阀门传感器主要由两个电感式传感器组成，
两个感应传感器在一个外壳中，

。于顶部
根据目标凸轮的方向，上传感器或下传感器
切换位置。优势：系统以无接触的方式运行，
完全无磨损，因此，确保了高可靠性和较
长的使用寿命。目标凸轮有两种设计：目标
偏移90°或具有可调开关角度，都适用于标准
应用。

预装的阻尼元件减少了安装。
可以从外部看到目标凸轮的方向。因此，可
以很容易地插入和固定在轴的端部，无需复
杂的调整。

目标凸轮设计轴高度为30 mm或20 mm（带
适配器）。

由于采用标准化的机械尺寸和孔中心，传感
器和目标凸轮可以安装在所有常见的执行器
上。

带2个主动感应
区的阀门传感器

目标凸轮，可调和
可旋转

更多的选择？
欲了解更多产品，

请访问www.ifm.com/cn

90°

基础目标凸轮，可
偏置90 °

感应面都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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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带AS-i连接的气动
回转执行器的位置反馈

系统解决方案：
AS-i是最底层的现场级别的执行器和
传感器的总线连接标准，不受制造商
的影响。ifm提供AS-i作为一体化解
决方案。

可靠：
精密的AS-i技术提供高可靠性和长
机器正常运行时间。

简单：
模块化结构和灵活的连接技术确保
轻松集成到AS-i系统中。

成本优化：
两线制扁平电缆传输数据和电源，
消除复杂的并联接线。

8

AS-i，2 输入

26.5...31.6 DC
AS-i阀门传感器 M12插头 AC2315

AS-i, 2 输入/1输出

26.5...31.6 DC
AS-i

带执行器接口连
接的阀门传感器 M12插头/插座 AC2316

AS-i, 2 输入/2输出

26.5...31.6 DC
AS-i

带执行器接口连
接的阀门传感器 M12插头/插座 AC2317

型号 工作电压
[V]

连接 订货号

安装尺寸 
X / Y*
[mm]

执行器轴的高度 
Z*

[mm]

型号 订货号

80 / 30
阀门执行器
自动化套件

20 AC0021
80 / 30 30 AC0022
130 / 30 30 AC0023

* 参见第7页表格和图片

带AS-i连接的电感式
阀门传感器
带AS-Interface的总
线布线降低了布线复
杂性，并有助于后续
扩展。

阀门执行器自动化套
件
AS-i传感器、电磁阀、
目标凸轮、连接电缆
和安装附件在一个
包装箱中。

适用于危险区域适用于工业应用

位置反馈和阀门控制

ifm T系列阀门传感器适用于位置监测和通过
电磁阀控制气动阀门执行器。

通过2线制总线电缆将2个输入和输出信号通
过AS-i以比传统接线更低的成本传输到AS-i
master。只需一个AS-i master，即可监控和
开关多达62个执行器和电磁阀。为了诊断目
的，监测阀门断路和短路。从而提高安全性。

9

5

6

7

1
2
3 更多的选择？

欲了解更多产品，
请访问

www.ifm.com/cn

AS-Interface系统
组件和附件

不锈钢绝缘
位移连接器

不锈钢分线盒

ProcessLine模块

型号 订货号

带集成现场总线接口的AS-i Profinet网关 AC1402

扁平电缆分线器，用于将AS-i扁平电缆转换到M12插头 E70454

扁平电缆分线器，用于将AS-i扁平电缆转换到M12插头 E70354

有源ProcessLine模块 
IP 69K AC2910

目标凸轮附件参
见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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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升杆阀的
连续位置反馈

集成AS-i：
AS-i通讯系统非常适合多个阀门的
反馈。因此，也提供具有集成AS-i
接口的efector valvis。

可自由编程：

efector valvis通过三个开关输出发
出阀门活塞位置信号：阀门打开，
阀门关闭和任何中间位置，例如，
用于检测阀座升降或密封件磨损。

易于设置：
按下按钮即可进行简单的编程，将
机械调整替换为相应的阀门位置。

不同的适配器：
ifm为不同的阀门类型提供适配器，
如APV / SPC，Bardiani和GEA，
用于连接不同的升杆阀门。

10

升杆阀门传感器
efector valvis IX型
单座、双座和隔膜
阀门的位置反馈 DC PNP 3 x 常开

18...36 DC升杆阀门传感器 PVC电缆，0.3 m 
M12插头 IX5010

DC，模拟输出 1...5 V

18...36 DC升杆阀门传感器 PVC电缆，2 m IX5002

AS-i

26.5...31.6 DC升杆阀门传感器 PVC电缆，0.3 m 
M12插头 IX5030

型号 工作电压
[V]

连接 订货号

适用于工业应用

升杆阀门的精确监测

efector valvis将阀杆行程降低至0.2 mm。在
测量距离内，可以通过按钮设置三个阀门位
置（例如上、关闭、阀座提升位置）。

在模拟版中，efector valvis通过标准模拟信
号将整个测量距离传输到PLC。

由于分辨率较高，传感器可以在密封件开始
磨损时即可检测到。这意味着它可以用于基
于条件的维护。

11

安装附件
得益于各种适配器，
efector  valvis可
以安装在不同类型
的阀门上。

行程监测
efector valvis设计用于反馈升杆阀的阀门位
置，行程高达80 mm。传感器安装在阀轴上，
连续测量行程。

针对阀门类型的安装适配器 订货号

阿法拉伐SSV型（单座阀） E12470
阿法拉伐LKLA-T型（蝶阀） E12476

APV/SPX 阀门（蝶阀） E12515
APV/SPX 阀门（单座阀） E12501

GEA 单座阀 E12478
Bardiani E12170

16个由模拟多路复
用器触发的电感式

空芯电感器。

阀门位置连续测量并
转换为高度线性的模
拟信号。
根据版本，可对三个
开关点进行编程，或
在PLC中处理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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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升杆阀
的位置反馈

坚固：
久经测试和验证，可满足卫生和潮
湿区域的极端要求。可永久承受高
温、温度冲击和侵蚀性清洁剂。

食品级：
外壳完全由不锈钢制成或与PEEK组
合。

灵活：
通用的外壳类型和长度，可安装在
不同的应用中。
增加的感应范围确保灵活安装，满
足机械公差要求。

防进水：
防护等级IP 69K，防止水分渗透。

安全连接：
ecolink EVF –是卫生和潮湿区域的
最佳连接器。

12

IF、IG、II型电感式
传感器

电感式传感器型号
IS，NS
尺寸紧凑，适合安装
在极小的空间中。
NS型专为ATEX应
用而设计。

PNP  常开

不锈钢外壳

4 mm nf平滑套管 Ø 11 mm M12 IF5807

外壳，塑料

5 mm nf平滑套管 Ø 11 mm PVC电缆，5 m IF5822

PNP NC

 2 mm f矩形 PVC电缆，2 m IS5002

NC/NO 可编程

 2 mm f矩形 PUR电缆，2 m IS5026

常开，合并的AC / DC输出级

 2 mm f矩形 PUR电缆，2 m IS0003

适用于ATEX应用，II组，1D类，1G、2G类

 2 mm f矩形 PVC电缆，2 m NS5002

 2 mm f矩形 PVC电缆，2 m IS5001

4 mm fM12，L 45 mm M12 IFT203
 3 mm fM12，L 60 mm M12 IFT240
 5 mm fM18，L 70 mm M12 IGT247
10 mm fM30，L 70 mm M12 IIT228

型号 检测范围
[mm]

连接 订货号

f：齐平式安装  nf：非齐平式安装

适用于危险区域适用于卫生和潮湿区域

升杆阀门的终端位置监控

升杆阀门的终端位置通常由电感式传感器监
测。电感式传感器具有高防护等级（高达IP
68 / 69K），并设计用于宽温度范围，因此可
以承受高压蒸汽清洁过程，不出现任何问题。
传感器公差较小，可实现精确的位置检测。

可以安装在执行器上方或下方、外部或在外
壳中。为了尽量减少接线，使用AS-i总线系
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几个传感器连接到分
布的AS-i模块。从该模块，双线制AS-i总线
电缆将信号传输到master或控制器。

ifm提供从传感器到AS-i组件到控制器的全面
产品组合，也就是说可以从单一来源获得所
有产品。 

13

附件和连接技术

开关盒
IS型矩形传感器与V3微动开关尺寸相同，因
此可以安装到常用的开关盒上。
客户专用版本，例如带PCB连接器，便于安
装。

型号 订货号

有源AS-i模块 AC2752
AS-i扁平电缆绝缘位移连接器 E70471

圆柱形外壳中传感器的角度支架 E10735
M12插座，角型；5m MPPE电缆 EVF007

更多的选择？
欲了解更多产品，

请访问www.ifm.com/cn

坚固的不锈钢外壳
(高级不锈钢) 。

传感器符合食品行业
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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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手动阀和球阀的位置反馈
适用范围广：
适用于从F04到F10的ISO顶部法兰
阀。

易于安装：
易于固定到手动阀和球阀上。

灵活：
高度可调，灵活性高。

使用寿命长：
几乎无法破坏的不锈钢部件，耐化
学品。

防护等级高：
适用于危险区域。

14

用于手动阀和球阀
的安装套件

F0442 M5 E12519
F0550 M5 E12520
F0550 M6 E12521
F0770 M6 E12522
F0770 M8 E12523
F10102 M8 E12524

顶部法兰 Ø
[mm]

ISO顶部法兰
型

延伸轴 订货号

顶部法兰 Ø

适用于危险区域适用于工业应用

用于手动阀和球阀的终端位置反馈

该安装套件可以方便地将反馈传感器安装到
手动启动的阀门上。在VDI / VDE 3845的80
x 30 mm执行器接口上可以使用大量传感器
和凸轮。整个系统可在-30 ... 80°C的环境温
度下使用。

应用广泛且灵活

上部由Vestamid制成，可以在危险区域进行
操作。
下部装配在许多ISO法兰阀（DIN EN ISO
5211）上，并通过延伸轴连接到阀轴。不锈
钢部件确保其获得更长的使用寿命。

目标凸轮

阀门传感器

用于安装套件的阀
门传感器（可选）

附件和连接技术

DC PNP，2 x 常开

10...36 DC阀门传感器 M12 IN5327

2 x NC

适用于ATEX应用，II组，1D、1G、2G类

8.2 DC阀门传感器 M12 NN5008

AS-i

26.5...31.6 DC阀门传感器 M12 AC2315

型号 工作电压
[V]

连接 订货号

型号 订货号

用于Namur传感器的开关放大器，2通道 N0532A

基础目标凸轮 + 适配器 E12517
E12526

M12插座，5 m，橙色，PVC电缆 EVT001
M12插座，ATEX认证，5 m，黑色，PUR电缆 ENC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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