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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100系列

通过检测型光电传感器
放大器分离型



LED通过检测 药丸通过检测

应用示例

无死角检测区域:  21mm x 21mm

最小检测物：Φ0.5mm

高速的反应时间：200μs

在一定范围中可稳定检测通过的微小物体。

配备报警输出功能，可简化维
护工作，提高效率。

基本性能

采用微分检测脉冲输出模式，不影
响因长时间积尘等透光率偏低时的
检测效果。

 线长2m

螺丝通过检测 电子部品通过检测



检测头(TP-H21) 屏蔽电缆(CN-14A-EP1-C2)

灵敏度调节器

OFF延迟定时器

FX-500系列

1.2ms与70ms的OFF延迟定时器可供切换。

与光纤放大器FX-500系列相同的DIN导轨安装。

装备灵敏度调节器，微小物体通过检测时，可自由调节。

装备可屏蔽电磁杂波的电缆，让
检测更精准。

装备市售的标准连接器，安装容
易，维护方便。

弯曲半径R10，可弯曲500万次。

注1：当检测头安装在移动基座上使用时，请固定屏蔽电缆
根部，使没有压力施加在屏蔽电缆与连接器的连接处。

注1：

检测头窗口可轻松开启或关闭，轻
松实现管道内物体的通过检测。

柔和的LED绿色电源指示灯显示，
断电发生时一目了然。

红外线LED投光的无死角检测区域
设计，让检测物无一遗漏。

放大器(TP-111)

不妨碍运行

的小型护罩，

防止误操作



规格

输入、输出电路

外形尺寸图  (单位: mm)

● 检测头

● 放大器

● 屏蔽电缆

检测头

放大器

屏蔽电缆

12V~24V  DC
±10%

导线颜色

负载

负载

(褐色)+VD

D1

ZD1

ZD2

D2

Tr1

Tr2

(黑色)输出

(粉红色)报警输出

(蓝色)0V

100mA MAX.

100mA MAX.

外部连接示例内部电路

主     

电     

路

D：电源逆接保护用二极管         
ZD：电涌吸收齐纳二极管         
Tr：NPN输出晶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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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调节器

OFF延迟定时器

工作状态指示灯(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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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3.7电缆线，长2m

适用于35mm宽DIN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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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型号 TP-H21
检测范围 21mm×21mm
检测物体 Φ0.5mm以上的不透明物体

电源指示灯 绿色LED(通电时亮起)

环
境
性
能

使用环境温度 -10℃~+55℃ (注意不可结霜、结冰)
使用环境湿度 35%RH~85%RH，存储时：35%RH~85%RH

使用环境照明度 荧光灯：受光面照明度10,000 x以下；太阳光：受光面照明度1,500 x以下
耐电压 AC1,000V   1分钟(所有电源连接端子与外壳之间)
耐振动 频率10Hz～500Hz　双振幅1.5mm(MAX. 10G)　X，Y和Z方向各2小时
耐冲击 加速度500m/s2(约50G)    X，Y和Z方向各3次

投光元件 红外线LED(投光波峰波长：940nm)
材质 外壳：聚碳酸酯  透镜：PMMA
重量 本体重量：约15g  包装重量：约20g

项目                              型号 TP-111
电源电压 12V～24V DC±10% 脉动P-P10%以下
消耗电流 40mA以下

输出

检测输出(脉冲输出)　报警输出
NPN开路集电极晶体管
・最大流入电流：100mA
・外加电压：30V DC以下(输出和0V之间)
・剩余电压：1.5V以下(流入电流为100mA时)

报警输出动作 通过检测物体的遮光量小于设定阈值或断线时ON
反应时间 200μs
输出动作 入光变化量稳定减小时ON

OFF延迟定时器 可用切换1.2ms/70ms
工作状态指示灯 橙色LED(输出ON时亮起)

稳定指示灯 绿色LED(稳定入光时、稳定非入光时亮起)
灵敏度调节器 配备持续可变调节器

环
境
性
能

使用环境温度 -10℃～+55℃(注意不可结霜、结冰) 
使用环境湿度 35%RH～85%RH，存储时：35%RH～85%RH

耐电压 AC1,000V   1分钟(所有电源连接端子与外壳之间)
耐振动 频率10Hz～150Hz　双振幅0.75mm(MAX. 10G)　X，Y和Z方向各2小时
耐冲击 加速度98m/s2(约10G)　X，Y和Z方向各3次
材质 外壳：聚碳酸酯，外罩：聚碳酸酯
电缆 0.2mm2  4芯橡皮电缆，长2m

电缆延长 0.3mm2以上的电缆全长可延长至100m(电源电压12V DC以上)
重量 本体重量：约60g， 包装重量：约65g

项目                              型号 CN-14A-EP1-C2
电缆线 0.2mm2  2芯橡皮电缆 ，两端带连接器
屏蔽层 镀锡铜丝

电缆外径 Φ3.8mm
电缆长度 2m

重量 本体重量：约55g  包装重量：约60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