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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SCAPE

RAFI 是人机交互领域的专家。我们同客户一起开发高品质的操控系统定制解决方案，如触控

屏、外壳、计算机平台、开关元件和操纵杆。我们熟知如何制造品质卓越的操纵杆：简便易

用，使用寿命长，良好的人体工程学设计。为了保证操纵杆在客户定制的操控系统方案中能

够完全精准满足要求，我们自主生产操纵杆：JOYSCAPE。

根据产品特点和成本，我们灵活提供不同类型的多功能操纵杆类型： BASIC, MULTI, 
LINEAR, ROUGH 和 TINY。与您一起，我们总能为您不同种类的操控系统找到合适的方
案。

 

 

 

 

 

 

 

• 自主生产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系统集成

• 使用标准模块，省空间的平台解决方案

• 基于特定客户和应用的手柄

• 无磨损3D霍尔传感器

• 适用于不同的接口，偏转角和触发力

• 手柄发光，适用于黑暗环境下的移动应用

• 独特的折叠波纹管，易于清洁，符合高卫生标准

灵活可靠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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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杆平台
总有合适的一款

46 x 46 mm steel housing 
48 x 48 mm synthetic material housing

77 x 77 mm

square gate: 18° each (on request also < 18°)
round and square gate: 20° each (on request 
also < 20°)

square gate: 20° each (on request also < 20°)

-
0.10 to 0.40 Nm
different actuating forces can be realized via 
different actuator springs

0.20 to 0.60 Nm
different actuating forces can be realized via 
different actuator springs

1.0 to 2.0 Nm
different actuating forces can be realized via 
different actuator springs

250 N (tensile load)
1,000 N (compressive load)  
500 N (tensile load)

-50°C to +90°C storage temperature
-40°C to +85°C working temperature
-50°C to +90°C storage temperature

-40°C to +85°C working temperature
-50°C to +90°C storage temperature

集成于操纵杆手柄内，紧凑灵活，适用于
拇指操作。

紧凑型的单轴操纵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
的手指操作。最佳形状的电容传感器和发
光手柄保证了高度的操作安全。

 安装尺寸/法兰
（含生产误差）

25 x 43 mm 30 x 30 mm

模拟输出

安装深度 0 mm 30 mm

最大偏转角度 35° 25°

多功能手柄 无 无

操作方式 瞬时触点功能，自锁 十字，直线，圆形

外壳材料

锁定

合成材料

导向功能 无 无

可选 可选

合成材料

冗余传感器

传感器 3D霍尔传感器 3D霍尔传感

可选                                          可选

操作杆弹簧
取决于操作器的弹力，折叠波纹管，轴承壳体
（锁止功能和优先导向）

-

Z方向最大操作力

-

  X和Y方向最大操作力

±20° 分辨率

使用寿命
工作温度:- 40°C 至 + 85°C

温度范围

接口 模拟输出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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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Installation size/flange
(plus production tolerance)

25 x 43 mm 30 x 30 mm 38 x 38 mm

Operating torque
depends on actuator spring, folding bellows, bearing shell 
(locking/preferred guidance)

- -

Operating life

适用于安装空间有限的场合。可以自由
在X-Y平面倾斜。为“指尖触觉”工作
需要而设计。

灵活且多功能应用。允许用于不同用途的多
功能手柄，如拇指操纵杆、翘板开关、按压
功能。安装空间低。采用钢或者合成材料。

JOYSCAPE真正的价值在于装上去就可以心手

相应。简易操作，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也可
以使用。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多功能手柄可
以实现复杂过程的简单直观操作。

                                                                                   46 x 46 mm 钢外壳
48 x 48 mm 合成材料外壳 77 x 77 mm

31 mm + 配套连接器 38 mm + 配套连接器 67 mm + 配套连接器

圆形口: 20°（按要求亦可 < 20°）
圆形/方形口: 20°（按要求亦可 < 20°）

方形口: 18°（按要求亦可 < 18°） 方形口: 20°（按要求亦可 < 20°）

不 是（中空轴，最多5根绞线） 是（中空轴，最多6根绞线）

方形，圆形 方形，圆形，十字，单通道 方形，十字，单通道

无 可选 可选

铁磁钢                                        铁磁钢或合成材料                              铁磁钢或合成材料

可选 可选 可选

 3D霍尔传感器 3D霍尔传感器 3D霍尔传感器

可选                                          可选                                          可选

数字输出（另有定制接口）                      数字和模拟输出（另有定制接口） 模拟输出（另有定制接口）

0.10至0.40 Nm 
通过不同的操作器弹力实现不同的触发力

0.20至0.60 Nm
通过不同的操作器弹力实现不同的触发力

1.0至2.0 Nm
通过不同的操作器弹力实现不同的触发力

最大 10Nm                                                                 最大 25Nm                                                                 最大 110Nm

+/- 250 N（压缩和拉伸负荷）

-40°C 至 +85°C 工作温度
-50°C 至 +90°C 储存温度

-40°C 至 +85°C 工作温度
-50°C 至 +90°C 储存温度

-40°C 至 +85°C 工作温度
-50°C 至 +90°C 储存温度

500 N (压缩负荷）
250 N（拉伸负荷）

1,000 N (压缩负荷）
500 N（拉伸负荷）

8 Bit（最大+/-4%线性关系） 8 Bit（最大+/- 3% 线性关系） 8 Bit（最大+/-3%线性关系）

> 5百万次                                                                  > 5百万次                                                                  > 5百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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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行业和领域

应用案例

JOYSCAPE ROUGH, MULTI 和 LINEAR

高品质的操控系统需要可靠灵活的操纵杆。
JOYSCAPE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此。不同行业领域的领先企业都信
赖RAFI生产的操纵杆系列产品。

操控元件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模块化的操纵

杆，让重型机械的操作更加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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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手柄多种操控功能来操控复杂液压系统，让机械设

备的操作更加安全

JOYSCAPE MULTI 和 LINEAR

让叉车操作简便可靠

JOYSCAPE MULTI

Pistenbully压雪车新一代简单直观的控制系统
JOYSCAPE ROUGH

以严格的卫生标准为医疗设备配备精确的控制单元

JOYSCAPE MULTI

工业应用

ApplikationenRAFI-JOYSTICK

RAFI GmbH & Co. KG
Ravensburger Str. 128-134, D-88276 Berg/Ravensburg
Tel.: +49 751/89-0, Fax: +49 751/89-13 00
www.rafi.de, info@rafi.de

Fahrhebelmodul für Ackerschlepper

Bedienpult für Kommissionier-Stapler Bedienkonsole für Ackerschle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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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电子

农林机械搬运机械

特种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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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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