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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绿色显示信号指示灯

RAFIX 22 FS+  1.74.508.111/2200

带有独立的 2.8 x 0,8 mm 快接端子和集成的反极性保
护，三种信号状态由同一光源显示。

•      LED 红色/LED 绿色发光
•     工作电压 最小 8 … 最大 30 V DC

                                                                                                            •     带有集成的反极性保护

 半透明白色 (未激活)                   红色 (激活) 
 不发光                                        发光

环形发光的按钮 
RAFIX 22 FS+  1.30.270.100/2201

可以通过发光来显示开关状态。利用按钮内短行程适配器以
及“MICON 5”轻触开关作为触点模块。可以通过在PCB上设
计LED来集成和排布实现多种颜色的发光和颜色的变化。

•     黑色卡圈和壳体
•     自复位功能
•     白色，半透明前圈 (可以发光)

钥匙开关 “SSG10”
RAFIX 22 FS+  1.30.275.901/0000

被赋予权限，主要用于汽车制造行业。钥匙包含在
交货清单中。

•     壳体颜色是瓦灰色
•     金属颜色前圈
•     旋转角度（V形）1 x 90 度
•     在 0 位置可拔除钥匙

急停开关 “激活 / 未激活“按钮

RAFIX 22 FS+  1.30.273.312/2200 
(与触点模块 1.20.126.xxx/xxxx 匹配)

半透明蘑菇头可以整体发光，完全符合 ISO 13850 机械安
全标准。激活状态的信号显示可以由安装于触点模块中的
红色LED或LED插片来实现 。依据 UL 60 947 标准，可能只
能作为“停 止”按钮使用。

•     黄色壳体
•     半透明蘑菇头键帽 (可以发光) 
•     急停开光自锁功能

组合式按钮开关

RAFIX 22 FS+

补充说明

白色 (未连接)              红色 (故障)                绿色 (运行) 
不发光                        发光                          发光

白色 (未连接)             示例红色                 示例绿色
不发光                       发光                        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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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绿色显示信号指示灯

RAFIX 30 FS+  1.74.510.111/2200

带有独立的 2.8 x 0,8 mm 快接端子和集成的反极性

保护。三种信号状态由同一光源显示。

•     LED 红色/LED 绿色发光
•    工作电压最小 8 … 最大 30 V DC

                                                                                                            •    带有集成的反极性保护

白色                                 红色                             绿色

黄色                                 蓝色

 不锈钢前圈与前盖以及环形发光的按钮

RAFIX 30 FS+ 白色            1.30.290.121/0000 
RAFIX 30 FS+ 红色            1.30.290.121/2300 
RAFIX 30 FS+  绿色            1.30.290.121/2500 
RAFIX 30 FS+ 黄色            1.30.290.121/2400 
RAFIX 30 FS+ 蓝色            1.30.290.121/2600

该按钮系列扩展了不锈钢前圈和环形发光的产品范
围。按钮使用短行程适配器，以及 “MICON 5”轻触
开关作为触点元件。可以通过在PCB上设计LED来集
成和排布实现多种颜色的发光和颜色的变化。

•      黑色壳体
•      不锈钢前圈和前盖
•      半透明白色，红色，绿色

 黄色和蓝色环形发光
•      自复位功能

不锈钢按钮盲盖

RAFIX 30 FS+  5.05.200.028/0000

用于在前面板多余的按钮孔上堵位。从设计角
度，该不锈钢产 品适用于“RAFIX 30 FS+” 系列

和“RAMO 30”的前面板，使整体设计风格与之和

谐搭配。也可以用于预安装PCB模块的PCB之上 

“RAFIX 22 FS+”。

•     不锈钢壳体
•     固定方式: 螺圈

组合式按钮开关
RAFIX 30 FS+

补充说明

白色 (未连通)               红色 (故障)                  绿色(运行)                       
不发光                         发光                            发光



字符和字符片 
RAFIX 22 FS+ and RAFIX 30 FS+

红/绿色显示信号指示灯

RAFIX 22 FSR  1.74.509.111/2200

带有独立的 2.8 x 0,8 mm 快接端子和集成的反极性保

护。 三种信号状态由同一光源显示

•      LED 红色/LED 绿色发光
•     工作电压 最小 8 … 最大 30 V DC

                                                                                                            •     带有集成的反极性保护

带同一字符的
标签纸

各种符号打印的标签纸，根据
需求提供不同的颜色

空白的标签纸

字符片是用于需要带字符的按钮开关。使用“FLEXLAB”标签贴纸，个性化的字符便可以通过喷墨打印机印制。此外，也

可以下载WORD文档模板以编辑字符和图案。字符片是预先裁剪好的，可以直接从标签纸上独立的取下来。

空白的标签贴纸
(9 x 6 = 54 字符片)
FLEXLAB 5.70.800.200/0000

•     空白，表面覆膜
•     规格 DIN A4 (297 x 210 mm)
•     聚酯材料，厚度大约 0.125 mm,

另一侧带纹理
•     字符面光滑，带有底胶
•     喷墨打印机 / 设置: 覆膜

带字符的标签纸
带有标准符号，符合 DIN ISO 7000:2008-12 
(每张10个字符片)
FLEXLAB 5.70.090.001 ... . 026/1001

•     已打印的覆膜
•     规格140 x 65 mm
•     聚酯材料，厚度大约 0.125 mm 
•     10个字符片
•     黑色字符 / 数字化打印
•     26 个标准字符符号

组合式按钮开关
RAFIX 22 F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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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 (未连通)            红色 (故障)                 绿色 (运行)
不发光                      发光                           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