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MYK

Catalog No.C2225

采用直线导轨，动作轻盈顺滑

小型轻量设计，适用于机械手

最大可搬运质量20kg

安装标准相当于ISO9409-1（JIS B 8436）

备有装有磁性开关的规格

3种规格（板直径）
φ50mm、φ63mm、φ80mm

表1

φ50mm φ63mm φ80mm

除了工件插入位置误差的自动调芯外，
还可用于“压入工序”。

将人类与梦想结合起来的洁净技术

轻型柔性模块
θ无回转规格（平行型）



CMYK

①

工件插入、压入时及工件搬运时
吸收X・Y轴的位置误差

注意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第③页的“安全注意事项”。

移动范围：X・Y

●采用直线导轨，动作轻盈顺滑
●小型轻量设计，适用于机械手
●安装标准相当于ISO9409-1（JISB8436）
●备有装有磁性开关的规格　 配合使用直线磁性传感控制器还可获取位置信息

轻型柔性模块

θ无回转规格（平行型）

●通气时
通过内部活塞使本体和盖板保持在中心位置。

●不通气时
θ无回转规格不具备向心力，不通气时X、Y轴均可自由动
作。

通气
锁定状态

不通气
非锁定状态

不通气
非锁定状态动作说明

吸收误差功能的发挥 工件插入完成

位置误差

工件插入开始

●侧面

●上面

●正面

●底面 定位销孔
标准设定

定位销孔
标准设定

配管接口

图片：CPLG50F



※保持力为采用本公司测量方法得出的值（参考值）

CMYK

■产品系列

②

① ②

不通气
X・Y轴处于自由状态

■使用示例

通气
在X・Y轴的中心位置
处于锁定状态

P=0.5MPa CPLG50F CPLG63F CPLG80F

●加压时保持力 145Ｎ 271Ｎ 457Ｎ

●最大可搬运质量　 6kg 10kg 20kg

● 规格种类
（板直径）

φ50㎜ φ63㎜ φ80㎜

插入有方向性的部
件时，需要确保插入
时不在θ方向上发生
旋转时。

插入有方向性的部件后，需要
以一定的力矩（注）按特定角度旋
转安装时。
注：力矩必须控制在允许力矩（水平）
内。

锁定垫圈
锁定杆
导轨
钢珠

弹簧
本体活塞

活塞杆

盖板
滑台

活塞杆帽



在选定机型或使用该产品前，请先仔细阅读“安全注意事项”，然后正确地进行使用。
以下所示注意事项是为了让您安全正确地使用产品，防止可能给您或他人带来的危害及财产损失。
请务必同时遵守ISO4414（Pneumatic  fluid  power - General rules and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systems and their components）、JIS B 
8370（空气压力系统通则）及其他安全规则。

危 险

■本产品是作为一般工业机械用零件进行设计及制造的。
■在进行元件的选型和安装时，系统设计者或责任人等有丰富知识经验的人，请务必在阅读完“安全注意事项”、“样本”、“使用说明书”后再
进行安装。误操作将引起危险。

■阅读完“使用说明书”后，请将其放在该产品用户随时都可阅读的地方加以保管。
■在将该产品转让或借给他人时，为了让新的所有者了解产品正确安全的使用方法，请把“使用说明书”等放在产品本体醒目的位置。
■该“安全注意事项”中的危险·警告·注意等并未包含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请仔细阅读产品目录和使用说明书，并将“安全性”永远放在第一位。

危 险
表示能明显预见危险的情况。
如不避免所显示的危险，将可能导致死亡或重伤。
此外，还可能导致财产损失或损坏。

警 告
表示并非直接存在危险，而是会因情况而产生危险。
如不避免所显示的危险，将可能导致死亡或重伤。
此外，还可能导致财产损失或损坏。

注 意
表示并非直接存在危险，而是会因情况而产生危险。
如不避免所显示的危险，将可能造成轻度或中度的伤害。
此外，还可能导致财产损失或损坏。

请 求 即使无受伤的可能，为了正确使用本产品也应遵守的内容。

指示事项根据危险度及损害度分为危险、警告、注意、请求。　

安全注意事项（轻型柔性模块）

●请勿用于下列用途。
　1.与人身安全及身体的维持、管理相关的医疗器具
　2.移动或搬运人体的机器或机械装置
　3.机械装置的重要安全零件
　本产品并未针对需要高度安全性用途进行计划及设计。可能造成
人身伤害。
●请勿在存在易燃物或点火物等危险品的场所使用。本产品并非防
爆型。可能会起火或引燃他物。
●安装产品时，请务必进行可靠的支撑及固定（包括工件）。否则会
因产品的翻倒、掉落、异常动作等原因而导致人员受伤。
●请绝对不要改造产品。否则会因异常动作而引起人员受伤。
●请勿对产品的基本结构・性能及功能进行不恰当的分解组装或修
理。否则会导致受伤等事故。
●请勿将水洒到产品上。一旦向产品上泼水、清洗产品或在水中使
用产品的话，便可能会因产品异常动作而造成人员受伤等事故。
●产品动作时，请勿接近或用手触摸。此外，在产品动作过程中，请
勿对产品内置或附带的机构（配管气管的脱离等）进行调节。
　执行元件的突然移动等可能会导致受伤。

警 告
●请勿在产品的规格范围外进行使用。否则会导致产品出现故障，
功能丧失或发生损坏。此外，还会导致使用寿命显著缩短。
●在向产品供应空气前或是使其动作前，请务必先实施元件动作范
围内的安全检查。一旦不谨慎地供应空气或电力，便可能会因接
触产品动作部分而导致人员受伤。
●产品配线、配管时请根据“样本”等确认并正确操作。配管错误的
话，会引起执行元件等异常动作。
●请勿将产品投入火中。
　否则可能导致产品破裂或产生有毒气体。
●请勿坐在产品上或将产品作为垫脚物或在产品上放置物品。
　否则可能会因跌落事故、产品翻倒、掉落而导致人员受伤或因产
品损伤而导致误动作或失控等。

使用前请务必认真阅读。

●在进行与产品相关的保养检查、维护、更换等各种作业时，请务必
先完全切断空气的供应，在确认产品及产品所连接的配管内的压
力为零后再进行作业。

　特别是空压机和储气罐内会有空气残留，应予以注意。管道内有
残余压力时，执行元件就可能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动作，致人
受伤。

●请不要将非接触搬运元件用于吸收机械设备的冲击或震动。否则
会导致人员受伤或损坏机械设备。

●请在最大可搬运质量以内使用。超出最大可搬运质量使用的话，
可能会导致装置损坏及人员受伤。

●请设计安全回路或安全装置，确保机械系统因急停、停电而停止
时，不会发生装置损坏、人员受伤等事故。

●48小时以上的动作停止及维护后的初次动作时，滑动部可能会发
生黏着现象，引起元件的动作迟缓和剧烈的活动。初次动作时请
做实验性动作，确认正常后再使用。

●请勿在海边直射阳光下或水银灯附近等产生臭氧的装置附近使
用。臭氧会引起橡胶零件劣化，造成性能及功能下降，或导致功能
丧失。

●为使本公司产品在多种条件下使用，请在系统设计负责人在进行
充分评估后，再确定该系统的适应性。系统预期的性能、安全性保
证为确定系统适应性的设计者的责任。请根据最新的样本、技术
资料充分讨论评估规格内容，并在考虑设备故障可能性的基础
上，构建自动保险等确保安全性·可靠性的系统。

●请勿在阳光（紫外线）直接照射的场所、有尘埃、盐分、铁粉的场
所、流体及环境介质中含有潮湿状态有机溶剂、磷酸脂系液压油、
亚硫酸气体、氯气、酸类等物质的情况下使用。否则会导致滑台短
时间内功能丧失、性能急剧降低或寿命缩短。更多使用材料相关
信息请参阅各主要部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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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请确保产品的安装作业空间。如作业空间得不到保证，日常检查
及维护将无法进行，会引起设备停止及产品破损。
●请不要踏到产品上面、作为踏脚台、放置物品，以免对驱动部分造
成伤痕、撞伤、变形。产品损坏、损伤可能导致动作停止及性能下
降。
●在进行安装・调整等作业时，请做好作业过程中的标识，以免空
气、电源等进入。空气・电源等突然进入的话，触电或执行元件的
突然动作可能引起人员受伤。
●使用露点温度超过零下20度的干燥空气时，使用的润滑油质量可
能会发生变化。从而造成性能的低下和功能丧失等。

●请务必遵守下列事项。
1.  在使用相关产品来组建空气压力系统时，请使用本公司的纯
正零件和适合品（推荐品）。

 保养维修时，请使用本公司纯正零件和适合品（推荐品）。
 遵守所规定的手段・方法。
2.  请勿对产品的基本结构・性能及功能进行不恰当的分解组装。

未遵守各项安全注意事项造成损失时，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其它

请求
●“样本”、“使用说明书”等上没有记载的条件和环境下的使用、及
航空设施、燃烧装置、娱乐器材、安全设备及其它会对人身安全及
财产有重大影响的、特别考虑有安全要求用途的使用时，请充分
注意对额定、性能有余的使用方法及自动保险等的安全措施。
　此外，请务必向本公司营业负责人咨询。
●为避免机械设备的动作部分与人体直接接触，请用防护罩等进行
隔离。
●请勿采用停电时工件会掉落的结构设计。
　在机械装置停电及非正常停止时，要有防止工件等落下的控制结
构。
●使用产品时，请根据需要穿戴防护手套、防护眼镜、安全鞋等以确
保安全。
●产品无法使用或不需要产品时，请作为工业废弃物进行恰当的废
弃处理。
●气动元件会因为使用寿命导致性能和功能降低。平时要检查气动
元件，确认满足系统必要的功能，防范事故于未然。
●产品相关问题请向就近的本公司营业所或技术服务中心咨询。地
址及电话号码登载在样本的页末。

安全注意事项（轻型柔性模块）

保修及免责事项

1. 保修期
　  本公司产品的保修期为产品交付后1年。
　※ 部分产品保修2年，详情请与我公司附近营业所或技术支
持中心联系。

2. 保证范围以及免责事项
（1） 凡在本公司以及正规销售店、代理店购买的产品，在保证

期内因本公司责任而发生故障的，予以免费修理或免费更
换。但即便在保证期内，部分产品的动作次数等寿命也有
可能超过规定值，此时请与我公司附近营业所或技术支持
中心联系。

（2） 本公司产品的保证为产品单体的保证。因此，对于因本公
司产品的故障或性能、功能下降引起的附带损害（维修、更
换本产品所需的各项费用等），本公司概不负责。

（3） 对于产品故障或性能、功能下降引起的损失，以及由此而
引起的其他设备的损失，我公司不负责任。

（4） 用户未按照我公司产品样品、说明书中的要求对产品进行
使用、保管、安装、设置、调整、保养等时，我公司对此以及
由此而发生的损失不负责任。

（5） 因我公司责任以外的天灾、火灾、第三者行为、用户故意或
过失造成产品故障并引起损失的，我公司不负责任。

4



警 告

1.请确认规格。
在规格范围外的电压、电流、温度、冲击等下使用时，会引起破坏
及动作不良，因此请熟读规格后再正确使用。

2.请注意产品间不要相互接触。
2个以上产品并行接近安装时，相互会有磁性干扰，可能引起磁
性开关动作异常。

3.配线请尽量缩短。
无触点磁性开关请安置到EN标准上的30m以内。负载为诱导
性、容量性时，也请各自设计登载在样本上的保护回路。

4. 请勿用力反复弯曲或拉扯导线。 
反复弯曲或拉扯导线的话，会引起断线。

5. 请注意泄漏电流。
2线式无触点磁性开关，即使在关闭时动作内部回路的电流（泄
漏电流）也会流到负载处，请确认满足下述公式。
　可编程控制器的输入OFF电流＞泄漏电流不满足上述公式
时，请选择3线式无触点磁性开关。并列连接n个磁性开关的话，
泄漏电流也变成n倍。

设计和选型

注 意

1. 请注意产品的安装环境。
请不要在产生大电流及强磁场的地方使用磁性开关。否则将导
致误动作。此外，安装部件材料请不要使用磁体。否则将导致误
动作。

2. 磁性开关请安装到动作范围的中央。
请将磁性开关的安装位置调整至动作范围（ON时的范围）的中
央。设定成动作范围的端部（ON、OFF的界限）时，动作会变得不
稳定。动作范围也会因温度变化变动，请予以注意。

3. 安装磁性开关时，请按拧紧扭矩的大小拧紧。
如在超过允许拧紧扭矩的情况下进行安装的话，则可能会导致
安装螺钉、安装支架、磁性开关等发生损坏。此外，如果拧紧扭矩
不足，则会发生磁性开关位置偏移， 导致动作不稳定。固定螺钉
的拧紧扭矩请设为0.1～0.2N・ｍ左右。

注 意

1. 产品工作时，请勿从外部对磁性开关施加磁场。 
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动作，从而导致装置损坏及人员受伤。

安装与调节
警 告

1. 磁性开关附近有活动物体时，请注意不要接触。
产品可活动或附近有活动物体时，请注意不要让其相互接触。尤其
是，导线磨损、损伤后会导致磁性开关工作不稳定。甚至可能会导
致漏电、触电。

2. 请务必在切断电源的情况下进行接线作业。
如在通电源状态下配线的话，一旦弄错就可能触电。配线错误的
话，磁性开关瞬间就可能损坏。请在配线作业结束后，再接通电源。

1. 磁性开关的配线请边用“样本”等确认，边正确操作。 
配线错误的话，会引起异常动作。

2. 请勿与动力线和高压线串联接线。
请避免与动力线和高压线平行或串联接线。
磁性开关和控制回路可能会因干扰而误动作。

3. 请勿用力反复弯曲或拉扯导线。
反复弯曲或拉扯导线的话，会引起断线。

4. 请注意接线的极性。
标示了极性（+、-、输出）的磁性开关，配线时请注意不要搞错极性。
搞错的话，会引起磁性开关损坏。

接线
危 险

警 告

1. 请勿将负载短接。
负载短路状态下，打开磁性开关的话，磁性开关会因过电流瞬间损
坏。
负载短接例：将磁性开关的输出导线与电源直接连接。

注 意

安全注意事项（磁性开关） 使用前请务必认真阅读。

4. 请勿拉扯磁性开关的导线搬运产品。
往产品上安装好磁性开关后，请不要抓住导线搬运产品。不仅可
能弄断导线，也会对磁性开关内部施加应力，可能导致内部元件
损坏，因此请绝对不要这样做。

5. 请勿掉落、碰撞。
使用时，请勿进行敲打、掉落、碰撞等施加过大冲击（294.2m/s2以上）
的行为。

6.安装 磁性开关时，配线请留出一定余量。
应注意避免配线妨碍误差吸收（柔性）。

1. 请勿与其它公司的产品组合使用。
磁性开关特地设计成与本公司的各种产品组合使用。如与其它
产品组合使用，可能导致无法正常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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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在周围环境中存在易燃物、点火物等危险品时使用直线磁性
传感控制器和磁性开关头。这些产品并非防爆规格，可能会起火
或引燃他物。
● 请勿在产品工作时进行其附属机构的调整作业（接线用插头的插
拔、磁性开关头的安装或定位等）。否则产品的异常动作可能会致
人受伤。

●请勿损伤磁性开关头的导线。
　如果损坏电线、强行弯曲、拉拽、缠绕、放置重物、插入等的话，会
造成漏电及导电不良引起的火灾、触电、异常动作等。 

●请勿在直线磁性传感控制器动作时，对控制器以及磁性开关头施
加外部磁场。否则可能会因意外动作而导致装置损坏和人员受
伤。
●布线时，请勿与动力线、高压线平行布线或使用同一根布线管。否
则直线磁性传感控制器可能会在干扰作用下出现动作异常。 
●配线时请勿弄错极性。
　否则可能会导致直线磁性传感控制器和磁性开关头损坏。
●将2根以上装有直线磁性传感控制器磁性开关头的产品平行安装
时，产品之间的间隔必须在40mm以上。否则可能会出现动作异
常。

● 请勿在周围环境中存在大电流、强磁场时使用直线磁性传感控制
器和磁性开关头。否则将导致误动作。 

● 请勿拉拽直线磁性传感控制器、磁性开关头的导线，使其承受过
大的负载。否则可能会因漏电或导电不良而导致火灾、触电及异
常动作等。 
● 本产品必须使用指定的磁性开关头。
　否则将导致动作异常或损坏。
● 安装直线磁性传感控制器和磁性开关头时，请勿敲击、掉落、撞击，不
可使其承受过大的冲击（294.2m/s2以上）。否则即使外部完好，其内部
也有可能损坏，导致动作异常。
●请勿将负载短接。
　在负载短接状态下使开关输出为ON时，直线磁性传感控制器可能
会因为电流过大而损坏。
　负载短接例：将开关输出的输出导线与电源直接连接。
● 安装磁性开关头时的拧紧扭矩为0.2N・m。
　拧紧时扭矩超过上述规定值时，可能会使磁性开关头损坏。
　连接磁性开关头和控制器时，必须先切断电源。在电源接通状态
下连接磁性开关头时，控制器可能会在浪涌电压作用下出现动作
异常。
● 安装磁性开关头时，配线请留出一定余量。
　应注意避免配线妨碍误差吸收（柔性）。

危 险

警 告

注 意

安全注意事项（直线磁性传感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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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气缸部可在不加油状态下使用，利用油雾器等加油时，请使用1

号透平油（ISO VG32）的同等产品。请避免使用锭子油、机油。
2. 导向部可在不加油的状态下使用。

使用要领及注意事项

1.  对产品配管前，请务必对配管内进行充分清洗（喷吹压缩空气）。
如混入配管作业中产生的碎屑、密封胶带及铁锈等，将导致空气
泄漏等动作不良的情况出现。

1. 在有水滴、油滴等滴落或粉尘较多的场所使用时请用罩壳等加
以保护。

2. 产品不能在可能有腐蚀的环境下使用。用于此类环境下，可能会
导致损伤或异常动作。

3. 请勿在极端干燥的状态下使用。
4. 环境温度超过60℃将出现损伤及动作不良等情况，因此请勿使
用。此外，低于5℃将出现水分冻结、损伤及动作不良等情况，因
此请采取防冻结措施。

环境

使用时1. 使用流体为空气，如使用其它流体，请向就近的本公司营业所咨
询。

2. 产品请使用不含劣化的压缩机油等物质的清洁空气。请在产品
附近安装空气过滤器（过滤精度40μm以下），去除冷凝水和杂
质。此外，请定期排放空气过滤器中的冷凝水。冷凝水及杂质等
进入产品内将导致动作不良。

空气源

配管

一般注意事项

1. 维护时请先确认产品内无残压后，再进行作业。
2. 施加的位移量请勿超过各方向的移动量。产品损坏、损伤可能导
致动作停止及性能下降。

3. 通过切换通气与不通气来锁定、解锁误差吸收（柔性）功能。插入、
挤压作业时请设置为不通气的解锁状态，移动时请设置为通气
的锁定状态。请在移动端安装液压缓冲器等，尽量使其平稳、顺
畅地停止。突然停止可能导致锁紧不足、向心精度下降等。

4. 请在最大可搬运质量的范围内使用。超过最大可搬运质量使用
时，可能导致滑动部的磨损与老化。

5.  也可放在地面上使用。安装负载应低于最大可搬运质量。
6.  未通压缩空气时，没有保持中心位置的力。
7.  使用有限轨道导轨，因此如果持续使用，微动滑移会导致钢球偏
离位置，即使在板的移动范围内也可能无法吸收误差，因此请每
隔一定期间或一定的动作次数手动进行全范围的移动，使钢球
回归正规位置。

8.  吸收误差后，供给空气以锁定时夹具、手指等发生振动的情况
下，请使用进气节流的节流阀。请调整锁定时的活塞速度。

9.  使用机器人和其他执行元件进行直线行进、回转移动时，可能会
由于安装负载的惯性力而产生过大的力矩。即使在允许力矩范
围内，也请确保足够的余量使用。

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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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通气时（Unlock）请在水平位置使用。安装面必须是平面。安装
时发生扭曲或弯曲不仅影响精度，还将导致空气泄漏或动作不
良。

2. 产品的安装面有伤痕或碰伤时，会破坏平面度，敬请注意。
3. 请确保产品主体和安装螺栓具有足够的强度。
4. 如担心由于冲击或振动引起螺栓松动，请考虑采取防松等措施。
请注意粘结剂蔓延。若粘结剂进入产品内，将导致动作不良。

5. 将手指等安装到产品安装面上时，应注意避免配管及配线妨碍
误差吸收（柔性）。

6. 安装磁性开关时，配线请留出一定余量。应注意避免配线妨碍误
差吸收（柔性）。

7. 将夹具和手指等安装到板上时，请用活扳手等支承板，以免施加
允许力矩以上的力。安装螺栓的拧紧扭矩请参阅第⑨页。

安装

重复精度
允许弯矩

磁性开关导轨、磁石的安装

选择直线磁性传感器（-ZLL1、-ZLL2）时

在无负载、不通气的状态下将板移向任意方向，供给空气后测量板
的停止位置。重复10次上述测量，求最大差值。将求得的最大差值的
1/2加上±号作为重复精度。

吸收误差时的弯矩不可超过规格表中的数值。
允许弯矩请根据导向中心位置到安装负载重心位置的距离进行计
算。

四面均有安装磁性开关用导轨、磁石的螺纹孔，因此可以变更导轨
的位置或之后安装。
安装螺栓的拧紧扭矩，请用允许范围的扭矩值拧紧。
本体与磁石之间需要0.5mm厚的套环。
请注意防止丢失和忘记组装。

使用螺栓 最大拧紧扭矩(N・m)

M2×0.4 0.3

附带磁性开关头、控制器、前面保护罩、电源开关电缆。
关于板位置和直线磁性传感器显示值，请参阅第⑭页。

使用要领及注意事项

Mp

My

Mp

螺栓
磁性开关导轨

磁石
套环

螺栓

注：总质量为5g。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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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要领及注意事项

拧紧扭矩

螺纹尺寸 拧紧扭矩(N・m)

M5×0.8 1.0～1.5

Rc1/8 7～9

安装方向 类型 型号 使用螺栓 最大拧紧扭矩 
（N・m）

A
（mm）

D
（mm）

夹具、手指的 
安装

平行型

CPLG50F

M6×1 5.2 8

ー
CPLG63F ー
CPLG80F ー

本体的安装
CPLG50F M6×1 5.2 ー 6

CPLG63F
M8×1.25 12.5

ー
8

CPLG80F ー

本体安装板

夹具、手指

安装螺栓

安装螺栓

A

D

本体安装板

夹具、手指

安装螺栓

安装螺栓
A

D

●接头

●夹具、手指的安装 ●本体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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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θ无回转规格 平行型

轻型柔性模块

基本型号
项目

CPLG50F CPLG63F CPLG80F

外形
法兰部 mm φ74 φ96 φ116

板径 mm φ50 φ63 φ80

高度 mm 54 58 65

质量 g 500 800 1500

气缸缸径 mm 32 40 50

动作方式 单作用型
使用流体 空气
使用压力范围 MPa 0.2 ～ 0.7

保证耐压 MPa 1.05

使用温度范围 ℃ 0 ～ 60

配管连接口径 M5×0.8 Rc1/8

加油
气缸部 不需要
滑动部 不需要

最大可搬运质量 kg 6 10 20

移动量 Ｘ－Ｙ mm φ4 φ6 φ6

重复精度 注1（X-Y方向） mm ±0.05

基本动额定载荷注2 N 3780 5713 6765 

基本静额定载荷注3 N 6492 9703 12349 

允许弯矩
轴向（Mp） N・m 2.0 4.0 7.0 

水平（My） N・m 1.0 2.0 4.0 

允许最大压缩载荷 注4 Ｎ 1300 1900 2100

注1：重复精度：在无负载、不通气状态下将板移向任意方向后，供给空气时板的停止位置的最大差值。
　　详情请参阅第⑧页。
　2： 基本动额定载荷是指分别驱动一群相同的直线导轨时，行走50×103m时理论上可承受的方向和大小恒定的载荷。（摘自日本汤姆森株式会社技术资料）
　3： 基本静额定载荷是指在承受最大载荷的钢球与导轨的接触部中央位置，形成一定水准的接触应力的静载荷，是进行正常的滚动运动时的允许极限载荷。（摘自日本汤

姆森株式会社技术资料）
　4：压入时的载荷请在允许最大压缩载荷值以下使用。

内部结构 各部位名称及主要部件材料

No.
型号

名称
CPLG50F CPLG63F CPLG80F

① 本体 铝合金（无电解镀镍）
●② 活塞杆帽 铝合金（无电解镀镍）
③ 滑台 铝合金（无电解镀镍）
●④ 盖板 铝合金（无电解镀镍）
⑤ 活塞 铝合金（阳极化处理）
●⑥ 活塞杆 硬钢（镀铬）
⑦ 锁定杆 不锈钢（热处理）
●⑧ 锁定垫圈 不锈钢（热处理）
⑨ 导轨 不锈钢（热处理）
●⑩ 挡块 不锈钢
⑪ 小螺钉 不锈钢
●⑫ 螺栓 不锈钢
⑬ 钢珠 硬钢
●⑭ 弹簧 钢琴线
⑮ 平行销 不锈钢
●⑯ 密封 合成橡胶（NBR）
⑰ 螺栓 不锈钢

③

①⑤⑥⑭⑰⑮

⑬⑦⑧④⑨⑩⑪⑫

②⑯

標準仕様
保持力アップ仕様
任意位置ロック仕様
チェンジャ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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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符号

CPL -

轻型柔性模块

大小
50：φ50mm
63：φ63mm
80：φ80mm

移动方向 
F：平行移动

磁石、磁性开关导轨
空白 ：无磁石、磁性开关导轨
 S  ：带1个磁石、磁性开关导轨
 SS  ：带2个磁石、磁性开关导轨

θ无回转规格

磁性开关型号（仅适用于CPLGS、CPLGSS）
空白 ：无磁性开关
ZE135 ：2线式、无触点型
ZE155 ：3线式、无触点NPN输出型
ZE175 ：3线式、无触点PNP输出型
ZE235 ：2线式、无触点型
ZE255 ：3线式、无触点NPN输出型
ZE275 ：3线式、无触点PNP输出型
ZE137 ：2线式、2色发光无触点型
ZE157 ：3线式、2色发光无触点NPN输出型
ZE177 ：3线式、2色发光无触点PNP输出型
ZE237 ：2线式、2色发光无触点型
ZE257 ：3线式、2色发光无触点NPN输出型
ZE277 ：3线式、2色发光无触点PNP输出型
ZLL1 ：直线磁性开关头　横向引出型 注1

ZLL2 ：直线磁性开关头　向上引出型 注1

导线长度（仅适用于CPLGS、CPLGSS）
A ：1000mm
B ：3000mm
G ：300mm带M8插头 注2

1L ：1000mm 注3

2L ：2000mm 注3

3L ：3000mm 注3

磁性开关的数量（仅适用于CPLGS、CPLGSS） 注4

1：带1个
2：带2个
3：带3个
4：带4个

适用产品
CPLG50F
CPLG63F
CPLG80F

适用产品
CPLG50F
CPLG63F
CPLG80F

FG

注1 ：带控制器
　2 ：仅限ZE175、ZE275、ZE177、ZE277
　3 ：仅限ZLL1、ZLL2
　4 ：1个磁石磁性开关导轨上最多可安装2个磁性开关。

S-CPLG1

M-CPLG1

■附加零件
　●磁性开关导轨（磁性开关导轨1个、安装螺栓2个）

　●磁石（磁石Assy 1个、安装螺栓2个、套环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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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参考值）

●保持力
※保持力：在通气状态下，保持X-Y方向中心位置的力

●板相对弯矩的变位角度

保
持
力（

N
）

施加压力（MPa）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0.3 0.4 0.5 0.6 0.70.2

CPLG80F

CPLG63F

CPLG50F

0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 1 2 3 4 5 6 7 8

弯矩（N・m）

轴向（Ｍp）

变
位
角
度（

° 
） CPLG80F

CPLG63F

CPLG50F

弯矩（N・m）

0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水平（Ｍy）

变
位
角
度（

° 
）

CPLG80FCPLG63FCPLG50F

0 1 2 3 4 5

Mp

My

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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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图（mm）

型号 符号 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P

CPLG50F 74 45° 45° 63 M6×1 40 31.5 6 7 54 10 6 22 M5×0.8

CPLG63F 96 30° 60° 80 M8×1.25 50 40 8 9 58 11 8 26 Rc1/8

CPLG80F 116 30° 60° 100 M8×1.25 63 50 8 9 65 12 8 34 Rc1/8

型号 符号 Q R Ｓ T U V W X Y Z AA AB AC

CPLG50F 34.5 26.2 19.5 4.5 13.7 7 50 40 52 70 25 20 3

CPLG63F 37.5 27.2 20.5 4.5 13.7 7 63 50 64 87 31.5 25 3

CPLG80F 43 29.7 23 5 14.2 7.5 80 63 81 110 40 31.5 4

φZ

K

3

M

L

S

R

2-Ｍ2×0.4 深度AC
（磁性开关导轨安装用，双面）

6
+

0.
03

 0
 深
度

3

90°

4-M6×1 深度8

Y

Y

±0.02 AB φAA +0.03
 0  深度3

C

G G ±0.02

6-E通孔

P（配管连接口）

Q

C

φF +0.03
 0  深度3

J

H
+

0.
03

 0
 深
度

3

φH+0.03
 0　通孔

φD B
φ6 +0.03

 0  深度3

7

45
°

φX

2-M2×0.4 深度4
（磁石安装用，双面）

φ
A N φ
W

14

29

T

2-M2×0.4 深度4
（磁石安装用，双面）
2-Ｍ2×0.4 深度AC
（磁性开关导轨安装用，双面）

V

U

14

29

AB

●带2个磁石、磁性开关导轨时 ●带1个磁石、磁性开关导轨时

AD

35

11.4AD

AC
35

11.4

11.4

10

型号 符号 AC AD

CPLGSS50F 5.4 17.9

CPLGSS63F 5.4 18.9

CPLGSS80F 5.9 21.4

型号 符号 AD

CPLGS50F 17.9

CPLGS63F 18.9

CPLGS80F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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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位置和直线磁性传感控制器的显示值的关系（参考）

● 在轻型柔性模块θ无回转规格上安装直线磁性传感器（-ZLL1、-ZLL2）使用时，从将板锁定在中心位置的状态下停止通气，使板向X方向的左侧移
动后，直线磁性传感控制器上会显示较小的值。反之，使板向右移动时显示较大的值。Y方向的显示也相同。将直线磁性开关头逆向（例如将导线
从X方向的开关支架向右引出）时，显示值数值的大小会左右反转。
　 直线磁性传感控制器有“定标功能”，具备检测位置的功能。使用直线磁性传感控制器时，建议将保持位置处的显示值调整为500±20。

注： 安装直线磁性开关头时，需要设定安装
方向。详情请参阅使用说明书。

●相关样本
 Catalog No.C2217
 直线磁性传感控制器 加长型

●相关用户手册
 No.HC003
 直线磁性传感控制器 加长型

Ｙ 方向用
直线磁性传感控制器加长型

由板侧观察到的图
SW.OUT

KOGANEI ZL2

SW.OUT

KOGANEI ZL2

直线磁性开关头（注）

直线磁性开关头（注）

 X  方向用
直线磁性传感控制器加长型

将板向
Y  方向移动

数值大数值小

数值大

数值小

配管连接口

将板向
X  方向移动

磁性开关支架

資料No.HC003

ユーザーズマニュアル
Ver. 1.1

リニア磁気センサコントローラ
ロングタイプ

Catalog  No.C2217-②

リニア磁気センサコントローラ
ロングタイプ

アクチュエータの動作位置を「見える化」

■ 搭載可能アクチュエータ
　 エアハンド・直進駆動シリンダ
■ コントローラ出力仕様
　   4 点スイッチ出力標準装備
　 アナログ出力（DC1～5V）標準装備
■ 欧州CEマーキング適合

コガネイブランド
全製品RoHS指令対応
コガネイブランド
全製品RoHS指令対応

8

ロングタイプ従来品

1000100

20ストローク (mm)

表示値
（参考）
ミニガイドスライダMGA8

従来品搭載
(ZL1)

ロングタイプ搭載
(ZL2)

センシング範囲拡大！

■ 4桁 LED表示
　 表示色は緑または赤に変更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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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YK

2021年6月30日  初版  AK   ©KOGANEI CORP.

●该样本为2021年6月当前数据。
●刊载的规格和外观可能会因产品改进而有所变更，
 恕不预先通知。敬请谅解。

●本样本使用环保油墨。

日本：http://www.koganei.co.jp
中国：http://www.koganeichina.cn

株式会社小金井
□本社 184-8533   东京都小金井市绿町3-11-28
□营业本部 184-8533   东京都小金井市绿町3-11-28
□海外营业部 184-8533   东京都小金井市绿町3-11-28

上海小金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市天山路600弄1号同达创业大厦2601、2602室
电话：(86)21-6145-7313
传真：(86)21-6145-7323
北京分公司 电话：010-6461-1481
无锡分公司 电话：0510-8270-7601
苏州分公司 电话：0512-6818-5395
深圳分公司 电话：0755-8606-9761
广州分公司 电话：020-3848-3840

工厂 □上海小金井电子 (中国)
流通中心 □上海

咨询电话 40086-40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