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列

用途廣泛	堅固可靠
04

www.eao.com



www.eao.com . 2

04系列
用途廣泛 堅固可靠
直觀操作且符合人體工學，提高了鐵路運輸的安全性 
——EAO的04通用系列滿足各種應用要求和標準，在現代
軌道車輛中的價值已得到認同。

特別針對駕駛台，由於04系列採用現代化設計，操作安全

且符合人體工學，方便簡單，觸覺回饋明顯，已成為不可或

缺的組成部分。04系列產品型號多樣，可提供方形或圓形

結構以及標準或平裝結構安裝的選擇。

典型應用
	� 駕駛台
	� 控制單元
	� 控制櫃

可根據具體應用的規範要求，精確設計人機界面(HMI)的各

個功能部件。例如，標準化的或自訂的銘刻文字或符號有助

於實現流暢直觀的操作。04系列的操作精確、快速、可靠，

因此也適用於機械控制系統，例如控制櫃和主操作面板。

功能部件
	� 按鈕
	� 帶燈按鈕
	� 蘑菇頭按鈕
	� 選擇開關
	� 帶鎖開關
	� 鑰匙開關
	� 撥動開關
	� 指示器
	� 閃光器
	� 蜂鳴器
	� 電位計
	� 停止開關
	� 急停開關
	� 緊急呼叫開關

操作器和指示器前框由黑色或銀色塑膠以及自然色或黑色

陽極氧化鋁製成，既時尚又堅固。

慢動和快動開關元件可選用螺絲端子、環形電纜終端銜套、

單極或雙極插入式端子，以及完全不需要其他工具的操作

簡單的推入式端子(PIT)。

04系列採用的模組化設計可以輕鬆進行多達三個開關元件

的組合，實現多種配置，滿足各種終端使用者的功能要求。

04系列的通用組件已經廣泛應用在全世界的公共交通領

域。這些產品遵守國際認證以及相關標準和指令的規定，符

合鐵路行業以及機械工程行業和許多其他市場領域中的嚴

格要求。

材料
 � 開關元件 

 –觸點材料：硬銀、銀鍍金、銀鈀合金（用於腐蝕性環境） 

 –外殼：塑膠
 � 操作器 

 –前框：塑膠、鋁或不銹鋼 

 –安裝法蘭：塑膠，金屬 

 –操作器外殼：塑膠
 � 蜂鳴器 

 –蜂鳴器外殼：塑膠 

 –前蓋：鋁、塑膠、鍍鎳黃銅

機械特性

操作器
 � 操作力（按鈕） 

 –方形平面安裝方式 6.2 N 

 –其他安裝方式 8 N
 � 操作行程 

 –約5.8 mm ± 0.2 mm

機械壽命

（帶1個開關元件）
 � 按鈕≤300萬次操作
 � 選擇開關≤250萬次操作
 � 停止開關≤5萬次操作
 � 防呆急停≥5萬次操作
 � 帶鎖開關≤5萬次操作
 � 鑰匙開關≤250000次操作

電氣特性

開關符合DIN EN 60947-5-1《低壓開關設備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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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 模組化結構，適用于廣泛的應用
 � 駕駛台的理想選擇
 � 現代、歷久常新、直觀的設計
 � 獨特的觸覺回饋，使用安全
 � 符合國際行業標準

標準和指令
	� 認證

 – CB (IEC 60947)
 – cULus
 – DNV
 – GOST
 – NFF 16-102
 – VDE

	� 符合性聲明

 – CE
 – EN 45545
 – ECE R 118
 – 2006/42/EU (MD)
 – 2011/65/EU (RoHS)
 – REACH
 – CCC
 – UKCA

您可以在www.eao.com/04獲取更多資訊

和使用線上產品配置系統。

防護等級
	� 前端

	 –	IP65
 – IP67

環境條件
 � 操作器、開關元件、蜂鳴器和燈座：

	 –	儲存溫度：– 40 °C	至	+ 85 °C
	 –	工作溫度：– 40 °C	至	+ 55 °C

 � 雙頭燈座

	 –	儲存溫度：– 40 °C	至	+ 85 °C
	 –	工作溫度：– 40 °C	至	+ 6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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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地位穩固

用途廣泛

優點
� 已減小操作力
� 時尚、耐用且堅固的設計
� 多種材料、顏色和標記牌可選
� 工作溫度範圍自– 40 °C 至 + 55 °C
� 幾乎與面板齊平的平面安裝
� 前端防護IP65

帶燈按鈕

這些操作器的開關具有獨特的觸覺回饋特

性，在任何情況下均可確保實現安全操作。

因此，全球軌道車輛製造商都信任04系列

的帶燈按鈕，它們是HMI控制系統中的可靠

選擇。新型帶燈按鈕的操作力低至3 N，適合

用於駕駛室中所需的耐疲勞性和安全性。

開關為圓形或方形，有不同顏色，由塑膠或

金屬製成，採用平面安裝，或齊平於面

板，可實現防篡改操作，設計時尚、耐用且

堅固(IP65)。



5 . www.eao.com

優點
� 時尚、耐用且堅固的設計
� 多種可選LED，電壓和顏色（包括雙色型 

 號）
� 輕鬆自訂銘刻文字或符號
� 多種可選文字和符號板
� 工作溫度範圍自– 40 °C 至 + 55 °C
� 前端防護IP65

指示器

04系列的指示器可以輕鬆定制直觀的文字

和符號標記。

04系列的指示器還搭載了明亮的LED燈，工

作電壓範圍廣，而且符合EN 50155和IEEE 
1476標準，故可以完全勝任公共交通領域

中的嚴苛條件。

無論是使用平面型或凸起型，圓形或方形，

紅色、黃色、綠色、藍色或簡單透明的透鏡，

這些具有現代、耐用、堅固(IP65)設計的通

用指示器都可以在不同應用領域中給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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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固
觸感設計與耐用性

優點
� 明亮的單色或雙色LED照明
� 現代化設計，使用符合人體工學的圓弧 

 邊緣（符合DIN 5566-1）
� 前端防護IP65
� 多種包括持久性和暫態性操作的組合 
� 長短杠杆
� 使用壽命長

帶燈選擇開關

04系列的帶燈選擇開關防護等級高達IP65
，選配LED照明，滿足所有人體工學要求的

現代化設計，符合DIN 5566-1標準，因此是

各種軌道車輛應用的理想選擇。無論光照

條件如何，顏色多樣的均勻照明都能清楚地

指示開關位置的變化。時尚、符合人體工學

的設計使安全、直觀和高效的操作得以實

現，同樣，符合人體工學的操作器手柄具有

平滑圓弧邊緣也有助於降低受傷風險。

這些操作器具有至少125萬個開關週期的設

計機械壽命，2個或3個開關位置，以及持久

性和暫態性操作的靈活組合。04系列的選擇

開關即使在– 40 °C 至 + 55 °C的溫度範圍

內也能安全可靠地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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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匙開關

EAO鑰匙開關在國際公共交通市場中得到

廣泛應用。它們能夠防止受限系統未經授權

的啟動或停用操作以及未經授權進入車廂

或廁所設施的行為。

優點
� 適合室內或室外使用(IP67)
� 客戶特定的鑰匙形狀
� 工作溫度可低至– 40 °C
� 多種開關位置
� 機械和電氣件的使用壽命非常長
� 多種包括持久性和暫態性操作的組合

撥動開關

撥動開關結構堅固且用途廣泛，具有多達五

個可用開關位置以及各種持久性和暫態性

操作。它們在不同範疇上應用，主要用於公

路和鐵路車輛的駕駛艙以及船舶的駕駛台

控制系統中。

優點
� 非常堅固的設計
� 可見的開關位置
� 多種可選撥動杆
� 機械和電氣件的使用壽命非常長
� 適用於較大電流的切換
� 模組化結構，可實現多種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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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 允許設備顯示不同狀態
� 雙重指示可在一個輸入信號故障時發出警 

 告信號
� 專為04系列中的的所有照明裝置設 計
� 可靠的LED技術，確保較長的使用壽命
� 集成兩個獨立LED的單個燈座

LED雙頭燈座

04系列中的新型燈座，集成了兩個LED，以
提供雙冗餘、可靠、安全的照明。

這可靠的照明附件專為04系列的所有照明

裝置設計，旨在通過直觀性的快速視覺識別

來提高駕駛室內和控制台上的操作安全

性。

該燈座使設備能以獨特的方式顯示不同狀

態。雙LED顯示兩個輸入端使用脈衝控制系

統，使用者能夠快速準確獲取正確操作的回

饋。或者，當一個輸入信號發生故障

（0 VDC），LED顯示將閃爍進行警告。脈衝

輸入信號需由前端的外部控制系統生成。這

項現代化LED技術可確保較長的使用壽命

和均勻清晰的照明，即使是在強烈的陽光和

弱光條件下也都清晰可見。LED雙頭燈座可

與04系列的所有照明裝置進行組合。

安全
適合各種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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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 快動開關元件備有自潔觸點和獨特的觸感 

 式切換設計
� 慢動開關元件的觸點間距較大，適用於開 

 關額定值較高的系統和急停按鈕
� 五種不同類型的端子可選（螺絲端子、環 

 形電纜終端銜套螺絲、單極或雙極插入式 

 端子、推入式端子）
� 多種接觸材料，適合不同的應用

為了完善產品組合，標準旋轉開關元件通過

持久性和暫態性操作的不同組合可提供多

達12個開關位置。

開關元件

04系列是基於它具備各種類型的開關元件，

能满足了所有領域的應用需求，既包括快動

型號，操作時會產生獨特的觸覺和聲學回

饋，是適用于低電平應用的可靠開關單元；

也提供慢動開關元件，適用於開關額定值較

高的系統，也是急停按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

分。

這兩類產品均備有鍍銀、銀鍍金和銀鈀合

金觸點，並可配備不同類型的端子，以滿足

各種安裝和應用需求。

可以根據具體應用組合多個開關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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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系列的產品結構

功能部件

按鈕

帶燈按鈕

蘑菇頭按鈕

選擇開關

帶鎖開關

鑰匙開關

撥動開關

指示器

閃光器

蜂鳴器

電位計

停止開關

急停開關

緊急呼叫開關

卡口法蘭

塑膠

金屬

照明

LED
白熾燈

燈座

開關元件

快動開關元件

慢動開關元件

（可以同時使用多個開關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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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e. Efficient and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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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PCB moun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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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ust and att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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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active, versatile and fun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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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our website.
EAO.COM
EAO, the expert partner for Human Machine 
Interfaces (HMIs), off ers a variety of innova-
tive, intuitive and reliable HMI Products and 
Services.

Online product confi gurator

Build your tailored product in the online product confi gu-
ration system and obtain technical specifi cations and 
3D data at the same time. The right HMI for you, step by 
step: eao.com/products

EAO downloads

Find more extensive documents such as catalogues, 
data sheets, certifi cates and brochures to read and use 
for research: eao.com/downloads

訪問

我們的網站.
EAO.COM

關聯文檔

可以找到更多關於我們的創新,直觀,可靠的HMI產品和解決方案。

EAO，您的生產人機界面的專家夥伴,能夠

提供多種創新,直觀和性能可靠的人機界面

產品和服務。

在線產品配置器

你可以在在線產品配置系統中配置自己的訂制產品，

同時獲取技術規格和3D數據一步一步地在:
eao.com/products配置合適於您的人機界面。

EAO下載

您可以在 eao.com/downloads上查找到目錄,數據

表,證書和閱讀宣傳冊和研究用法方面的各種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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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O 聯絡資料
卓越服務，在您身邊

總部

EAO Holding AG
Tannwaldstrasse 88
CH-4600 Olten
電話 +41 62 286 92 00
info@eao.com

瑞士
EAO AG
Tannwaldstrasse 88
CH-4600 Olten
電話 +41 62 286 91 11
info@eao.com

EAO Systems AG
Tannwaldstrasse 88
CH-4600 Olten 
電話 +41 62 286 91 11
sales.esy@eao.com

中國
依利好(廣州)開關元件有限公司
廣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科學城科豐
路31號華南新材料創新
園G4棟301號
CN-廣州, 中華人民共和國
電話 +86 20 3229 0390
sales.ecn@eao.com

德國
EAO Automotive GmbH & Co. KG
Richard-Wagner-Straße 3
DE-08209 Auerbach / Vogtland
電話 +49 3744 8264 0
sales.esa@eao.com

北美地區
EAO Corporation
One Parrott Drive
Shelton
US-CT 06484
電話 +1 203 951 4600 
sales.eus@eao.com

製造廠

銷售公司

中國
依利好(廣州)開關元件有限公司
廣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科學城科豐
路31號華南新材料創新
園G4棟301號
CN-廣州, 中華人民共和國
電話 +86 20 3229 0390
sales.ecn@eao.com

EAO上海銷售辦公室
上海市閔行區
申武路 159 號 虹橋麗寶廣場
2號樓401室 201106
電話 +86 21 6095 0717
sales.ecn@eao.com

德國，奧地利，波蘭，
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
EAO GmbH
Langenberger Straße 570
DE-45277 Essen 
電話 +49 201 8587 0 
sales.ede@eao.com

法國

EAO France SAS
Nextdoor – Bâtiment Silex
15 rue des Cuirassiers
CS 33821
FR-69487 Lyon Cedex O3 
電話 +33 9 74 18 93 41 
sales.efr@eao.com

香港(亞太地區)
依利好(遠東)有限公司
九龍荔枝角
長沙灣道777號
天安工業大廈
A座1字樓A1室
HK-香港
電話 +852 27 86 91 41
sales.ehk@eao.com

意大利
EAO Italia S.r.l.
Centro Direzionale Summit – 
Palazzo D1
Via Brescia 28
IT-20063 Cernusco sul Naviglio (MI)
電話 +39 029 247 0722
sales.eit@eao.com

日本
EAO Japan Co. Ltd.
Net 1 Mita Bldg. 3F
3-1-4 Mita Minato-ku
JP-Tokyo 108-0073
電話 +81 3 5444 5411 
sales.ejp@eao.com

荷蘭，比利時
EAO Benelux B.V.
Kamerlingh Onnesweg 46
NL-3316 GL Dordrecht
電話 +31 78 653 17 00 
sales.enl@eao.com

北美地區
EAO Corporation
One Parrott Drive
Shelton
US-CT 06484
電話 +1 203 951 4600 
sales.eus@eao.com

瑞士
EAO Schweiz AG
Tannwaldstrasse 86
CH-4600 Olten 
電話 +41 62 286 95 00
sales.ech@eao.com

英國，丹麥，芬蘭，愛爾蘭，
挪威，瑞典
EAO Ltd.
Highland House
Albert Drive
Burgess Hill
GB-West Sussex RH15 9TN
電話 +44 1444 236 000 
sales.euk@ea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