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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OTAST 16

清晰的信号

很多设备上预留给按钮和开关的空间都是有限的，尤其

是它们必须兼具易用和使用舒适，这也是一直在这方面

的权衡——兼顾设计与质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开发

LUMOTAST 16。

新的一体式按钮系列包含按钮和急停，主要是应用于设
备制造和手持终端上。这款节省空间的开关系列同样在
前端和后端尺寸空间都令人印象深刻。

按钮
内嵌的轻触开关提供一种清脆的触觉反馈，可以达到独

特 一流的开关动作，以及全面发光的效果。我们的发

光按钮可以由RAFI或者客户贴上适合不同应用的标签。

急停开关
LUMOTAST 16急停开关系列能够可靠地让机器设备停

止。LUMOTAST 16设计精美，引人注目。

手持设备的趋势是朝着通过无线电与机器相连的无线解

决方案方向发展。此处用的急停按钮必须提供一种特殊

的功能，比如RAFI独特的“激活/未激活”急停按钮类型

—一种创新的带有信号效果的产品。这款独特的急停开
关符合安全应用标准，不仅可以提高安全性，而且便

捷。只有当手持设备与机器相连时，我们的”激活/未激

活“急停开关才能依照急停功能来工作。为了避免混淆
，激活状态下显示一种特殊的半透明红色光。在设备或
系统上的硬接线急停开关不受此影响。

LUMOTAST 16 产品的优势：

LUMOTAST 16 产品类型：

LUMOTAST 16 – 扁平，可靠，灵活

 
 
 
 
 

è  产品型号繁多，适用于不同应用及行业领域
è 标准的安装孔直径16.2 mm
è 安装深度只需18.0 mm
è 前端紧凑扁平设计
è 灵活简单的标签选择
è 清晰的触觉反馈

è 防护等级IP 65 和 IP 67
è  防误操作的发光急停开关，符合IEC 60 947-5-5标准

 
 

è  C-LAB按钮和带有定制字符标签的C-LAB发光按钮
è 发光按钮
è 按钮
è 急停开关

è “激活/未激活”急停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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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B 安装说明

LUMOTAST 16 
C-LAB

➔ 一般特性
 产品种类 按钮; C-LAB 发光按钮
       卡圈形状                                    圆形
       前圈颜色                                    见选型区域

 

➔ 	LUMOTAST 16 C-LAB 按钮或发光按钮能够由客户简单配置。这意味着可以根

据客户自己的意愿或者设计偏好选择不同的前圈颜色来配置卡圈，也可以实现

定制的标签符号或者文字。

➔ 安装尺寸
       卡圈直径                                                                23.5mm 
 整体高度 22.3mm 
 安装深度 18.0mm 
 安装孔 16.2 mm

排布阵列 25 x 25 mm

➔ 技术参数
       固定方式                                    螺圈
       螺圈扭矩 最大 0.8 Nm 
     背面端子                                    公快接端子 2.8 x 0.5 mm 
       触点材料                                                                 金触点

➔ 电气参数
 触点配置  1 常开
 最小额定电压 0.02 V 
 最大额定电压 35 V

依据 UL 60 947最大额定电压 30 V AC (42.4 V 峰值) 
 最小额定电流 0.01 mA

最大额定电流 100 mA 
最大额定功率 1 W

➔ LED 电气参数
最小LED工作电压  10 V DC
最大LED工作电压 32 V DC 
最小LED工作电流 18 mA 
最大LED工作电流 22 mA 
LED端口标识                                阳极+，阴极-

➔ 其它特性
 工作温度 -25°C 至 +70°C 
 储存温度 -40°C 至 +80°C 
 使用寿命 500,000次

B10 寿命                                                              600,000次
       前端防护等级                                                          IP65; IP67

符合ROHS规范 是
符合REACH规范                                                    是

组装透明卡圈

组装不透明卡圈

1

C-LAB                            垫片 

字符片仅适用于带卡位的那一面

4

4

前圈

1

不透明键帽

垫片

2

透明卡圈

2

*

3

*

3

*在将组件插入壳体的时候要注意，垫片上有

两个不同大小的定位点。这两个点必须与壳体
的凹槽保持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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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OTAST 16

LUMOTAST 16, C-LAB

                带有插入适配器的基础款                            字符插片                                 卡圈，透明

➔ LUMOTAST 16 按钮 C-LAB

颜色                                                 订购编号

      C-LAB 按钮，基本款                                                                                           -                                                     1.15.210.900/0000

      C-LAB 卡圈                                                                                                        不透明黑色                                      5.00.888.504/0100 

      C-LAB 卡圈                                                                                                        不透明白色                                      5.00.888.504/0200 

      C-LAB 卡圈                                                                                                        不透明红色                                      5.00.888.504/0300 

      C-LAB 卡圈                                                                                                        不透明黄色                                      5.00.888.504/0400 

      C-LAB 卡圈                                                                                                        不透明绿色                                      5.00.888.504/0500 

      C-LAB 卡圈                                                                                                        不透明蓝色                                      5.00.888.504/0600

➔ LUMOTAST 16 C-LAB 发光按钮

颜色                                                 订购编号

      C-LAB 发光按钮，基本款                                                                                   -                                                      1.15.210.910/0000

      C-LAB 卡圈                                                                                                       半透明白色                                       5.00.888.505/2200 

      C-LAB 卡圈                                                                                                       半透明红色                                       5.00.888.505/2300 

      C-LAB 卡圈                                                                                                       半透明黄色                                       5.00.888.505/2400 

      C-LAB 卡圈                                                                                                       半透明绿色                                       5.00.888.505/2500 

      C-LAB 卡圈                                                                                                       半透明蓝色                                       5.00.888.505/2600

➔ LUMOTAST 16 C-LAB 发光按钮，可标字符

颜色                                                  订购编号

      C-LAB 发光按钮，可标字符，基本款                                                                 -                                                      1.15.210.920/0000

      C-LAB 卡圈                                                                                                        透明白色                                          5.00.888.506/1000 

      C-LAB 卡圈                                                                                                        透明红色                                          5.00.888.506/1300 

      C-LAB 卡圈                                                                                                        透明黄色                                          5.00.888.506/1400 

      C-LAB 卡圈                                                                                                        透明绿色                                          5.00.888.506/1500 

      C-LAB 卡圈                                                                                                        透明蓝色                                          5.00.888.506/1600 

      
印字片 DIN A4，带有 7x9 字符片，

空白，可自行打印                                                                                                                                                      
5.70.800.203/0000

➔ 前圈

前圈                                                                                                                                                                           订购编号

      黑色                                                                                                                                                                           5.00.888.510/0100 

      红色                                                                                                                                                                           5.00.888.510/0300 

      黄色                                                                                                                                                                           5.00.888.510/0400 

      绿色                                                                                                                                                                           5.00.888.510/0500 

      蓝色                                                                                                                                                                           5.00.888.510/0600 

      金属色                                                                                                                                                                       5.00.888.510/8100

请同时订购基本款按钮，卡圈和前圈，它们是单个交货的。

请同时订购基本款按钮，卡圈和前圈，它们是单个交货的。

请同时订购基本款按钮，卡圈和前圈，它们是单个交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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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OTAST 16
按钮/发光按钮

➔ 一般特性
       产品种类                                                                按钮，发光按钮
       卡圈形状                                                                圆形
       前圈颜色                                                                黑色/金属色

		➔ 通过使用RAFI轻触开关，LUMOTAST 16 按钮和发光按钮有着清脆的触觉反馈，清

晰可辨的按键声。可在广泛的行业领域和应用范围使用。

➔ LUMOTAST 16 按钮

颜色
订购编号
前圈，黑色

订购编号

前圈，金属色

     按钮                                                      不透明黑色                                          1.15.210.001/0101 1.15.210.021/0100 

     按钮                                                      不透明白色                                          1.15.210.001/0201                               1.15.210.021/0200 

     按钮                                                      不透明红色                                          1.15.210.001/0301                               1.15.210.021/0300 

     按钮                                                      不透明黄色                                          1.15.210.001/0401                               1.15.210.021/0400 

     按钮                                                      不透明绿色                                          1.15.210.001/0501                               1.15.210.021/0500 

     按钮                                                      不透明蓝色                                          1.15.210.001/0601                               1.15.210.021/0600

➔ LUMOTAST 16 发光按钮

颜色                                                    
订购编号
前圈，黑色

订购编号
前圈，金属色

     发光按钮                                               半透明白色                                          1.15.210.101/2201                               1.15.210.121/2200 

     发光按钮                                               半透明红色                                          1.15.210.101/2301                               1.15.210.121/2300 

     发光按钮                                               半透明黄色                                          1.15.210.101/2401                               1.15.210.121/2400 

     发光按钮                                               半透明绿色                                          1.15.210.101/2501                               1.15.210.121/2500 

     发光按钮                                               半透明蓝色                                          1.15.210.101/2601                               1.15.210.121/2600

➔ 安装尺寸
       卡圈直径                                                              23.5 mm 
       整体高度                                                                22.3 mm 
       安装深度                                                                18.0 mm 
       安装孔                                                                    16.2 mm

排布阵列                                                                25 x 25 mm
➔ 技术参数
       固定方式                                                                 螺圈
       螺圈扭矩                                                                 最大 0.8 Nm 
       背面端子                                                                 公快接端子2.8 x 0.5 mm 
       触点材料                                                                 金触点

➔ 电气参数
       触点配置                                                                 1 常开
       最小额定电压                                                          0.02 V 
       最大额定电压                                                          35 V 
       最小额定电流                                                          0.01 mA

最大额定电流                                                         100 mA
依据 UL 60 947 最大额定电压                               30 V AC (42.4 V 峰值) 
最大额定功率                                                         1 W

➔ LED 电气参数

LED 最小工作电压                                                  10 V DC
LED 最大工作电压                                                  32 V DC
LED 最小工作电流                                                  18 mA
LED 最大工作电流                                                  22 mA
LED 端口标识                                                         阳极 +，阴极 -

➔ 其他特性
       工作温度                                                                 -25°C to +70°C 
       储存温度                                                                 -40°C to +80°C 
       使用寿命 (操作次数)                                               500,000 次

B10 寿命                                                                 600,000 次
       前端防护等级                                                          IP65; IP67

符合ROHS 规范                                                     是
符合REACH 规范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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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OTAST 16

LUMOTAST 16 
急停开关

➔ LUMOTAST 16 急停开关元件最多可配置3路触点，这意味着，可以将2个冗余触点用

于安全作用，另一个信号触点触发位置感应。如此为您的应用又增加了一层安全保障

。我们还提供另一种产品类型即激活/未激活急停开关。

➔ 一般特性
       产品系列                                                                 LUMOTAST 16 
       产品类型                                                                 急停开关
       卡圈形状                                                                 圆形
        颜色                                                                       黄色 – 红色 / 黄色 – 半透明

➔ 安装尺寸
       卡圈直径                                                                25.0 mm 
       整体高度                                                                40.8 mm 
       安装深度                                                                18.0 mm 
       安装孔                                                                    16.2 mm

排布阵列                                                                30 x 30 mm
➔ 技术参数
       固定方式                                                                 螺圈
       螺圈扭矩                                                                 最大 1.5 Nm
       背面端子                                                                 公快接端子 2.8 x 0.5 mm 
       触点材料                                                                 金触点或银触点

➔ 金触点，电气参数

触点配置                                                                见选型区域
       最小额定电压                                                          0.02 V 
       最大额定电压                                                          35 V 
       最小额定电流                                                          1 mA 
       最大额定电流                                                          100 mA

最大额定功率                                                          0.5 W 
➔ 银触点，电气参数

触点配置                                                                见选型区域
       最小额定电压                                                         10 V 
       最大额定电压                                                         35 V 
       最小额定电流                                                         15 mA 
       最大额定电流                                                          6 A 

       最大额定功率                                                          250 W
➔ LED 电气参数

LED 最小工作电压                                                  18 V 
LED 最大工作电压                                                  28 V 
LED 最小工作电流                                                  8 mA 
LED 最大工作电流                                                  18 mA

➔ 其他特性

       工作温度                                                                 -25°C to +70°C 
       储存温度                                                                 -40°C to +80°C 
       使用寿命（操作次数）                                           30,000 
       前面防护等级                                                          IP65; IP67

B10 寿命                                                                 30,000

➔ “激活/未激活” 急停开关                                                                                订购编号（金触点）  订购编号（银触点）

     “激活/未激活” 急停开关，2 常闭                                                                   1.15.213.064/0000                            1.15.213.054/0000

➔ LUMOTAST 16 急停开关

触点配置                                              发光                                                   订购编号（金触点）                          订购编号（银触点）

     急停开关，1 常闭                                  不                                                     1.15.213.011 /0000                             1.15.213.001 /0000 

     急停开关，2 常闭                                  不                                                     1.15.213.012 /0000                             1.15.213.002 /0000 

     急停开关，2 常闭 + 1 常开                    不                                                     1.15.213.013 /0000                             1.15.213.003 /0000 

     急停开关，2 常闭                              箭头发光                                               1.15.213.014 /0000                            1.15.213.004 /0000

以上的“激活/未激活”急停开关具有半透明的蘑菇头，且符合机器安全指令ISO13850.根据UL60947，任何插入或者命名

仅能遵循停止按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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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仅供选型参考。RAFI对所有数据、图片保留
更新和更正的权利。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rafi-electronics.cn。

纳安斐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合川路2679号虹桥国际商务广场B座306-308 
电话：+86-21-6477 2528 传真：+86-21-6467 2527 
电邮：info@rafi-electronics.cn 网址：www.rafi-electronic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