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作距离
侧面的安全门开关和驱动器的最大高度偏差(X)允许在±8mm的范
围(例如：安装公差或安全护栏的晃动等)。轴方向最大偏差(Y)
为±18 mm。
动作曲线 
动作曲线表示在驱动器接近动作方向过程中、安全门开关的动
作距离。

黄色LED持续亮灯表示在执行驱动器检测，闪烁表示安全门开关
正在检测边界区域内运转。

推荐动作方向：从前方或从侧面
侧面动作时，动作距离约缩短3mm。

推荐调整
将安全门开关与驱动器的间距调整为0.5 x 保证动作距离
(Sao)。
必须通过所连接的安全控制器确认双方的安全通道是否正常发
挥功能。

安装孔使用M4螺钉(最大紧固力矩0.8 N·m)可执行安装。产品可安
装于任意位置。-025型号的电缆最小弯曲直径为25 mm。安全门开关
与驱动器的激活区域需保持相向状态。安全门开关只可在稳定动作
距离≦Sao和≧Sar的范围内使用。

为了避免这种系统固有的干扰和动作距离的缩短，请遵循以下规定。

·2台安全门开关之间以及与同一频率(125 kHz)的其他系统之间的
最小距离参照以下内容。

密封套件(D41D-SK)
内容物：插头(平形4个、带边高头螺钉专用：4个)
目的　：密封安装孔时使用。

安装套件(D41D-MS)
内容物：安装板2块、套圈插头4个
目的　：安装板(固定于侧面等非平面处时使用)
　　　　套圈插头(在环境温度变化较大的应用上使用)

侧面动作仅限从图示中的传感器侧面开始。

*1.与控制器的连接规格请参阅产品目录。

注1：多个安全开闭装置具有同样安全功能时，需要分别追加各构成
元件的PFH值。

用于NFPA 79的用途。
作为现场布线手段的适配器可从厂商购买。请参阅厂商信息。
在污染度2的环境下使用。

安全信息

5673889-9A

本次承蒙惠购型号D41D高级编码安全门开关，谨
致谢意。 
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并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正确
使用。请妥善保管本手册，以便随时参阅。
本产品请具有电气知识的专业人员执行操作。
若有任何不明之处或意见，请随时联系欧姆龙主
管人员。
本手册中记述的信息请务必提供于产品的最终用户。

型号 D41D

安全注意事项

警示声明 检测范围(标准数据)

ZH 使用说明书

EU符合性声明

标准

欧姆龙承诺D41D符合下述EU指令的要求。
机械指令2006/42/EC
RE指令2014/53/EU

D41D高级编码安全门开关采用安全电路专用设计，用于活动式
防护装置的位置监控。

D41D按以下标准设计和制造。
·EN ISO 13849-1:2015 PLe类别4
·EN 60947-5-3
·EN 300 330
·EN ISO 14119
·IEC 61508 
·EN 6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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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线时，请务必在切断电源的状态下执行操作。否

则可能导致连接于装置的外部装置意外运转。

(2) 输入/输出端子务必正确布线，请在运行前确认动

作状态。一旦布线出错则可能损坏安全功能。

(3) 请勿在指定的主体和驱动器的安装朝向以外使用。

(4) 请按各国所定的法律规定报废产品。

安全注意事项

驱动件安装方向

额定值和标准 外形图

安装

附件

从前方动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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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
D41D-A1：M4螺钉(紧固力矩：0.8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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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备遵循FCC规则的第15部及加拿大产业省许可证免除RSS基准。
允许需要满足以下2个条件。

(1) 本设备不得产生有害干扰
(2) 本设备应接收所有收到的干扰

上述条件中包括可能导致错误运行的干扰。本设备符合直接触控操
作所需的神经刺激暴露限度(ISED RSS-102)规定。OMRON株式会社未
明确标示且许可的变更或改造可能会导致用户丧失操作设备的权
限。

Le présen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CNR d'Industrie
Canada applicables aux appareils radio exempts de licence.
L'exploitation est autorisée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1) l'appareil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et
(2) l'utilisateur de l'appareil doit accepter tout brouillage 

radioélectrique subi, même si le brouillage est susceptible d'en 
compromettre le fonctionnement.

Ce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limites d‘exposition relatives à la 
stimulation des nerfs (ISED CNR-102) pour les operations tactiles 
directes. Changements ou modifications non expressément 
approuvés par OMRON corporation  pourrait annuler le droit de 
l‘utilisateur à utiliser l‘équipement.

D41D-A2：M5螺钉
(紧固力矩：2N・m)

D41D-A3：M5螺钉
(紧固力矩：0.6N・m)

12 1216 1518

12 18

欧姆龙株式会社

如果不正确使用，该危险可能
造成人员受到轻伤或中等程度
的伤害，出现意外时，可能导
致重伤或死亡事故。也可能造
成同样严重的财物损害。

警告

警告

有时可能有因人身伤害而导致死亡的危险。
DC电源装置请满足以下项目要求。
- 满足IEC 60204-1中所定义的PELV的条件
- 满足UL 508中所定义的等级2电路的条件

有时可能有因人身伤害而导致死亡的危险。
达到安全标准时，请基于产品被禁用时对作业
人员可能带来的风险考量，依据ISO14119规定
的合理方法进行安装。

有时可能有因人身伤害而导致死亡的危险。
请切勿将超出额定值的DC电源输出或AC电源输
出连接于本产品的电源输入上。

有时可能有因人身伤害而导致死亡的危险。
请将开关和驱动器安装于防护门开口部可在确
保安全的距离内进行检测的位置。

有时可能有因人身伤害而导致死亡的危险。
对于连接于本产品的安全功能相关设备、元
件，请根据要求的安全等级、以及安全类别，
使用适宜的规格产品。对于系统安全性及安全
类别的适合性，必须对系统整体实施评估。安
全类别的适合判定请与持有权限的第三方认定
机构等进行详谈。

(5) 在RFID系统、接近传感器、马达、变频器、开关电源等产
生强电波或磁场的设备周围可能无法正常运行。需在这些
设备附近使用时，请事先确认有无影响后再使用。

(6) 如果将开关和驱动器安装于金属部位，则可能对动作距离
产生影响。如需安装于金属部位，请务必事先确认有无影
响后再使用。

(7) 请以安装时规定的紧固力矩进行安装。

(8) 布线专用电线请使用欧姆龙指定的电线。(参阅连接项目)

(9) 连接时，请勿超出本产品的延长规格。此外，请按布线范
例进行布线，并务必确认工作状况。

(10) 设置时，请通过门的晃动确认产品与驱动器未相互接触。
(因门的开闭而碰撞时，可能会导致产品性能的老化。)

(11) 请勿过度用力拉扯或折弯电缆。否则可能会因断线而导致故
障。

(12) 虽然风险时间不会因串联数量而变化，但请按布线范例进
行布线。

(13) 请务必执行日常检修、以及每6个月一次的定期检修。否则
系统一旦出现异常，则可能导致重伤。

(14) 决定安全距离时，请考量响应时间导致的本产品输出迟延
问题。如果作业人员在危险源停止前抵达危险源，则可能
导致重伤的危险。

(15) 安装安全门开关显示部时，请尽量确保在肉眼可确认的范
围。一旦看错安全门开关状态，则可能发生危险。

(16) 请勿在海拔2000m以上的场所使用。

(17) 请勿将其他产品与本产品进行串联连接。否则可能会导致
输入、输出信号波形紊乱，从而导致安全功能失灵。

(18) 请勿在水中使用或持续沾水的环境下使用。否则可能导致产品
进水。(保护等级并不能保证持续使用环境下的性能。)

(19) 请勿通过备用或替换专用的驱动器执行禁用。请务必妥善
保管备用驱动器，不得轻易连接。

(20) 请同时使用OSSD1和OSSD2的输出构建安全系统。否则可能
会因单侧配线上的单一故障而导致安全功能失灵。

(21) 为了防止因OSSD输出线的接地故障而导致运转失误，布线
时请务必满足IEC 60204-1的9.4.3项所定要求事项。

(22) 不得将本产品与安全控制器的输入并排布线。

(23) 请勿擅自进行拆分、维修、改造。否则可能导致正常的安
全功能失灵。

(24) 请勿在有易燃、易爆气体的环境下使用。

(25) 请“负责人”务必分别确认本产品的设置、检修、维护均
已正确完成。“负责人”是指在机械的设计、装置、运
用、保养、报废的各阶段持有确保安全所需资格及责任和
权限者。

(26) 辅助输出非安全输出。请勿将辅助输出单独作为安全功能
使用。否则可能导致安全功能在本产品或外围设备发生故
障时失灵。

(27) 更换产品时，请务必在切断电源后再执行操作。否则可能
会因非预期启动而发生危险。

(28) 可能会出现因布线错误、设定错误、开关故障等所致安全
功能失灵、因机械故障所致动作无法持续的现象，由此可
能会导致人身事故的发生。故请在开始运行前，务必确认
安全功能是否正常运转。

(29) 请勿将本产品作为门挡使用。否则可能会导致安全功能失
灵。

使用注意

(1) 请小心产品掉落、也勿对其施加非标准振动或碰撞。否则
可能会导致故障或运转失误。

(2) 请勿保管、设置于下述场所，否则可能会导致故障或运转
失误。

1) 超出-25℃～+65℃环境下的使用
2) 超出-25℃～+85℃环境下的保管
3) 93%以上湿度环境下的使用
4) 阳光直射环境下的使用
5) 温度变化急剧的场所
6) 湿度高、易结露的场所

(3) 请勿使产品附着油剂或溶剂。一旦附着油剂或溶剂，则可
能导致标记消失或元件老化。

(4) 请勿于存在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下使用。

D41D

热塑性PBT(外壳)

RFID

125 kHz

类型4

D41D-1: 高级编码(独立编码)
D41D-2: 高级编码(可执行独立编码再示教)

-6 dBm以下

100 ms以下

200 ms以下

2 s以下

D41D-A1、D41D-A2、D41D-A3

31台以下(*1)

100 m以下 (开关与电源之间)

附带接口插头M8、8极、
A软线(D41D-1CD-N1)、
接口M12的连接电缆、
0.25m长度(D41D-2CD-025-N2)

2×M4 (驱动器参照外形图)

0.8N・m(驱动器参照外形图）

12 mm
(侧面动作：9 mm)

10 mm (-10～60℃)
6 mm (-10～60℃、侧面动作)
8 mm (-25～65℃)
4 mm (-25～65℃、侧面动作)
18 mm
(侧面动作：15 mm)

＜2.0 mm
＜0.5 mm

-25～65℃

-25～85℃

93%以下
(不得结露、结冰)

IP65和IP67

10～55 Hz、振幅1.0 mm

30 g/11 ms

1 Hz
DC32V
0.8 kV

＜0.5 mA

35 mA

III
3
(UL认证2)

DC24V（-15%/+10%）
(稳定化PELV电源)

0.5 mA

100 A 

测试脉冲间隔

1.0 ms以下

输入平均
消耗电流

5 mA 

安全输出 输出型 附带PNP、短路保护

(OSSD) DC-12: DC24V（Ue）/0.25 A（Ie）
DC-13: DC24V（Ue）/0.25 A（Ie）

运行电流(Ie1) 0.25 A以下

电压降(Ud) ＜1 V
测试脉冲时间 1.0 ms以下

测试脉冲间隔 1,000 ms
输出型 附带PNP、短路保护

DC-12: DC24V（Ue）/0.05 A（Ie）
DC-13: DC24V（Ue）/0.05 A（Ie）

运行电流(Ie2) 0.05 A以下
电压降(Ud) ＜2 V 

100 ms以上

用途类别

辅助输出
用途类别

污染度

电源电压(Ue)

最小运行电流(Im)

附带条件的短路电流

安全输入 输入信号允许
测试脉冲时间

允许操作频率(f)
额定绝缘电压(Ui)
额定冲击耐压性（Uimp）

漏电流(Ir)

无负载电流(Io)

过电压类别

使用环境温度

保存和运输温度

使用环境湿度

保护结构
(IEC 60529)

耐振性

耐冲击性

保证动作距离(ON→OFF)(Sar)

差动行程
反复精度(R)

电缆长度

连接

固定螺钉

固定螺钉紧固力矩

额定动作距离(Sn)
(IEC 60947-5-3)

保证动作距离(OFF→ON)(Sao)
(IEC 60947-5-3)

投光器输出

响应时间(ON→OFF)

风险时间

启动等待时间

驱动件

串联连接

材质

检测方法

频段

联动方式(ISO 14119)

编码化级别(ISO 14119)

型号

技术规格

2A以下

电气规格

连接

环境规格

重量 主机：＜50 g, 包装：＜110 g

外部设备保险丝额定值

机械规格

LED指示

高级编码安全门开关

本文为英语原版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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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所示布线范例为推荐范例。安全门锁及其设定是否适用于单独用途依然需由用户仔细确认。
安全门的电源必须对过电压具有永久性保护功能。因此，必须使用稳定的PELV电源单元。安全输出可连接于控制系统的安全电路。如果用途符
合ISO 13849-1规定的PLe/安全类别4，安全门开关或连接的门开关安全输出需连接于相同安全类别的安全控制器或安全继电器单元等上。铺设
先导线时无需防护。但是，电缆需要设置于远离电源线的位置。安全传感器布线于继电器或非安全相关控制元件时，需要重新进行风险分析。
将安全门开关连接于安全控制器或安全继电器单元时，必须将控制器的双通道监控时间设定为100ms以上、将测试脉冲宽度允许值设定为1ms以
上。此外，请禁用系统间短路监控功能。一般开关关闭时间250μs只需30 m的连接电缆即可达到。安全传感器的开关关闭时间可根据所用电缆
长度及其容量进行延长。

注：安全监控模块结构
推荐安全控制器请参阅本产品目录。

独立编码的安全门开关和驱动器需要执行以下所示的“示教”步
骤。

1. 将驱动器移至检测区域外，在切断安全门开关电源的状态下接通
电源。

2. 将驱动器移至检测区域内。
在示教期间，安全门开关的绿色LED将会熄灯，红色LED亮灯，
黄色LED闪烁(1 Hz)。

3. 10秒钟后，黄色LED呈现短周期闪烁(3 Hz)状态时，切断安全门
开关的电源。(如果未能在5分钟以内切断电源，安全门开关则
会取消执行“示教”步骤，红色LED将会闪烁5次)

4. 需要重新接通确定示教所需的电源，并重新检测驱动器。由此，
被激活的编码即可真正得到保存。

订购型号为D41D-1，编码的写入(示教)仅限1次。

订购型号为D41D-2时，新品驱动器的“示教”步骤可反复执行。对
新品驱动件执行示教时，此前适用的编码将会被禁用。安全输出在
之后的10分钟内不会启动。这是针对预期禁用的保护。
在禁止启用时间内(10分)、检测到新品驱动件前，绿色LED为闪烁状
态。
如果在此段时间内发生停电，防止预期禁用的10分钟时间将在电源
复原后重新开始。

连接

布线范例

示教
功能测试
安全组件的安全功能务必执行测试。请事先确认已满足以下条件。

1. 确认安全门开关和驱动器是否已正确安装。
2. 电源线已正确安装且无异常。
3. 系统中无污垢(尤其是金属片等)。

保养
维护频率
SIL3/Ple时为每月1次以上
SIL2/PLd时为每年1次以上

(日常检修)
·安全护栏打开后，请按安全护栏逐个确认机械停止状况。

(半年检修1次)

1. 确认安全门开关和驱动器已正确安装且无异常。
2. 清除金属片。
3. 电缆已正确连接且无异常。

试运行、安装和保养

安全输出可连接于控制系统的安全电路。打开安全护栏后，驱动器
将会移动至安全门开关的激活区域以外，安全门开关的安全输出立
即进入OFF状态。(动作距离参阅额定值和标准)

发生不会立即影响安全门开关功能的错误(环境温度过高、干扰安全
输出、系统间短路等)时，将会提示警告信息、辅助输出进入OFF状
态、使安全输出迟延停止。(参阅故障排除章节)

如果错误警告持续30分钟，安全输出将会进入OFF状态。
信号组合(辅助输出的状态、安全通道的状态)可在需要于控制生产
流程状态下停止时使用。

故障排除后，开闭相应的防护门后，错误信息即会重置。可通过安
全输出重启。

运行原理 拆卸
拆除产品时，请务必在切断电源后再执行操作。

报废
请按各国所定的法律规定报废产品。

拆卸和报废

符合性声明

诊断专用LED的运行原理

安全门开关通过配置于开关侧面的3色LED显示运行状态和故障。
绿色OED表示安全门开关为可运行状态。电源电压开启时，所有安全
输入均为已输入状态。
绿色LED为闪烁(1 Hz)状态时，表示安全输入的一侧或两侧均未输入
24V(X1、X2)。
黄色LED表示驱动件始终存在于范围内。驱动器在安全门开关的差动
行程范围边界附近运行时，黄色LED为闪烁状态。
这种闪烁状态可用于尽早检测安全门开关与驱动器之间的间距(防护
门的悬垂等)变动。在与驱动器的距离增长、安全输出进入OFF状态、
机械停止之前，需要调整安全门开关。检测到错误后，红色LED即会
亮灯。

辅助输出的运行原理
辅助输出请参阅动作状态(参阅表1)。辅助输出OUT可用于PLC等上的
集中视觉化或控制功能。输出表示表1记载的开关状态。

诊断功能

错误
发生安全门开关功能失灵错误(内部错误)时，安全输出在风险时间
内进入OFF状态。问题解决后，打开相应的防护门后，错误信息即会
重置。

错误警告
辅助输出也与黄色LED相同，可用于尽早检测安全门开关与驱动器之
间的间距变动。如果故障正在发生中，将会显示红色LED，辅助输出
进入OFF状态。如果故障未能排除，安全输出最晚将会在30分钟后进
入OFF状态。因为是在控制生产流程的状态下停止，所以可使用信号
组合、辅助输出的禁用、以及安全通道的启用功能。

故障排除

功能

接口插头管脚配置  

M8/M12、8级、A软线

5

8

4

3

21

7

6

欧姆龙制接口颜色代码
(M8/M12接口电缆)

(M8) D41D-8P5-CFM8-7**M
(M12) D41L-8P5-CFM12-9**M

A1 Ue 1 白

X1 安全输入1 2 茶

A2 GND 3 绿

Y1 安全输出1 4 黄

OUT 補助出力 5 灰

X2 安全输入2 6 桃

Y2 安全输出2 7 蓝

IN 无功能 8 红

LED显示(红) 错误原因

闪烁1次 Y1输出错误

闪烁2次 Y2输出错误

闪烁3次 检测到Y1与Y2的系统间短路

闪烁4次 环境温度过高

闪烁5次 驱动件错误、或发生故障

亮红灯 内部故障、黄灯闪烁时表示正在执行
示教步骤

 

表1: 具有辅助输出功能的安全门开关诊断信息

1.请参阅示教项目

传感器功能
LED

辅助输出
安全输出

备注
绿 红 黄 Y1、Y2

电源电压 ON OFF

OFF

OFF

Off 0 V 0 V 电压ON、无电压质量评估

动作 ON ON 24 V 24 V 黄色LED表示驱动件始终存在于范围内。 

在边界区域动作 ON 24 V

脉冲运行

24 V 在与驱动器的距离增长、安全输出进入OFF状态、
机械停止之前，需要调整安全门开关。

错误警告、
开关动作

 OFF 闪烁 ON 0 V 24 V 错误未得到解决时为30分钟后

错误 闪烁 ON 0 V 0 V 参阅闪烁编码表

驱动件的示教 ON 闪烁 0 V 0 V 安全门开关为示教模式

有效化禁止期间*1 闪烁

闪烁

闪烁

OFF

OFF

OFF

OFF

OFF

0 V 0 V 再示教后10分钟暂停

输入电路X1、X2的
错误

 

(1Hz)

0 V 0 V 例：门开启、上游安全电路的门也开启。

输入电路X1、X2的
错误

 

(1Hz)

ON 24 V 0 V 例：门关闭、上游安全电路的门开启。

注)使用欧姆龙制的电缆时，接口的紧固力矩为1N·m。

闪烁
(1Hz)

OFF

OFF

欧姆龙对于用户用途范围内的产品组合、或产品适用规
格、规范或规则的遵守状况概不负责。 如果用户需要，
欧姆龙可提供适用于产品的额定值或特定使用限制的正
规第三方认证文件。 仅凭此信息，不足以对最终产品、
机器、系统、或其他利用或所用相关产品的适用性作出
全面判断。 用户对于自身的利用、产品或系统相关特性
产品适用性的判断应自行负责。用户应对所有用途相关
事宜自行负责。

在未确认系统整体是否具备应对此类风险的设计、欧姆
龙产品是否具有正确的额定值、设备整体或系统整体中
的安装状况能否发挥计划使用效果前，请切勿在可能对
生命或财产带来严重风险的状态下使用、或大量使用本
产品。

适用性

OMRON EUROPE B.V. （欧洲）
Wegalaan 67-69, 2132 JD Hoofddorp
The Netherlands
Tel: (31)2356-81-300/Fax: (31)2356-81-388

OMRON ELECTRONICS LLC（美洲）
2895 Greenspoint Parkway, Suite 200 
Hoffman Estates, IL 60169 U.S.A.
Tel: (1) 847-843-7900/Fax: (1) 847-843-7787

OMRON ASIA PACIFIC PTE. LTD. （亚洲•太平洋）
No. 438A Alexandra Road # 05-05/08 (Lobby 2), 
Alexandra Technopark, 
Singapore 119967
Tel: (65) 6835-3011/Fax: (65) 6835-2711

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中国）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
中银大厦2211室 邮编：200120
Tel: (86)21-5037-2222/Fax: (86)21-5037-2200

OMRON Corporation   Industrial Automation Company （日本）

Contact:  www.ia.omron.com

注1. 安全控制器结构
推荐安全控制器请参阅本产品目录。

*1. S-PLC=安全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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