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米勒

接线箱及电缆接头定制化解决方案

工业ZE线夹电缆接头

魏德米勒ZE线夹电缆接头，对电缆进线
起防护密封作用，同时特殊的尾部螺钉结
构，能帮助电缆紧固。在高压输配电设备
和系统中广泛应用。该系列产品，部分规
格已实现国产化，大大缩短了货期，同
时产品价格适当下调，具有高的性价比和
竞争力。

进线螺纹：
M公制和PG制

材料：
标准HPb59-1 挤压黄铜
电镀镍

密封件：
NBR丁晴橡胶
可剥式
宽的线径范围

尾部螺钉：
A2-70不锈钢
固定紧固电缆

工业IP66/67/68防水接头

魏德米勒进口的金属防水密封接头，价格
和货期受很大制约。目前有计划推出全系
列的国产化工业防水接头，螺纹除标准长
度外，将推出长螺纹的接头，满足厚板连
接。此系列接头将会有CE，TÜV认证。
目标市场和客户：
工业非防爆区域
中端客户
各位电控柜
工业仪表
各类设备
« «

材料：
标准HPb59-1 挤压黄铜
电镀镍
CE& TUV认证

尼龙件：
特殊设计
宽的压紧范围
密封件：
NBR丁晴橡胶
耐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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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系列铸铝接线箱

魏德米勒K系列铸铝接线箱，具有质量
轻、高防护、尺寸紧凑和抗震性能高等特
点，广泛应用于机械设备、交通车辆和船
用设备上。
该系列接线箱是依据欧洲和国际标准，在
苏州工厂生产的全球销售的产品。具有货
期短，性价比高，在同行中，具有较强
的竞争力。同时，还能提供满足客户个性
化要求的特殊改制服务。
表面有自然色或原色两种。
齐全的国际认证
ATEX/IEC 防爆认证
UL：E197061
船级社GL：4453607 HH
« «

安装工具
梅花一字槽头螺钉Torx drive头部
带内六角梅花槽和一字槽
整个K系列，只需一把工具 (专用梅
花头或一字螺丝刀)

拧紧不需要向下的力，只需要轻轻
旋转密

典型应用：矿山机械、包装机械、车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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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圈材质：
氯丁橡胶(黑色)：
通常工况-40℃ - 80℃
硅橡胶(红色)：
特别环境-50℃ - 135℃
密封圈：
整体式
安装无扭曲
无需胶水、
无接缝无渗漏
容易更换

盒盖螺钉
材质：不锈钢
特殊涂层：涂镀锌(防止螺钉与铝之间
电化学腐蚀)

特殊选择：不锈钢螺纹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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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米勒防爆电缆接头

魏德米勒防爆接线箱，在石油化工行业，
一直以产品的高质量和专业性能著称。
作为防爆产品的专业厂家，魏德米勒于
2013年隆重推出新的防爆产品系列——防
爆电缆接头，具有国际IECEx、ATEX和
GB国内Exe/d双重防爆认证。
这是魏德米勒自主研发、本土生产，自有
品牌的防爆电缆接头。货期短、价格好，
已在石油化工项目和OEM客户广泛应用。
螺 纹：M公制、NPT制、G制
材 质：黄铜(化学镀镍)
不锈钢
密封圈：氯丁橡胶(-40˚C至85˚C)
硅胶橡胶(可选-50˚C至150˚C)

非铠系列：A2L

挠性管系列：A2LC

铠装：E1W

附件：转接头、堵头

典型应用：石油化工等危险场所
外围设备和现场生产控制的接线箱和防爆仪表上进线。

生产过程控制 接线箱进线

石化设备 接线箱进线

仪表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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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接线箱

在石油化工现场，为了满足工艺生产需
要，有各种各样的设备，如静设备：换
热器，分离器，塔，储罐等，动设备：
鼓风机，汽轮机，泵等。这些设备通常
位于危险区域，且都有不少分散的信号
点，而每一组信号都需要通过一根多芯电
缆从现场危险区域传至安全区域的控制室
中，或者就地的控制箱上。这时就需要防
爆接线箱将多芯电缆和这些分散信号点的
连接起来。

类型
尺寸
材料
端子数
开孔方向
进线孔大小
进线孔数量
出线口大小
出线口数量
防爆认证
电缆接头

1进8出接线箱
260X260X200
24
底部
M32
1
M20
8

标准开孔防爆接线箱

由于现场防爆接线箱所需连接的信号点数量的区别。通常将其划分为1进8出，1进12出
及1进16出，这也满足了绝大多数现场需要。我们将提供根据这三种划分组装而成的预
开孔标准防爆接线箱。内部配有适用于相对应信号点数的端子及其附件。满足增安组装
防爆认证需求。

1进12出接线箱
300X320X200
可选不锈钢304或316L
36

1进16出接线箱
300X400X200
48

M40
M50
1
1
M20
M20
12
16
组装认证: Ex e II T6,或 Ex ia IIC T6。认证号:GY J 12 1287
可根据电缆类型和电缆压接范围选择向对应的魏德米勒防爆电缆接头进行配置，对于多余开孔部分采用防爆堵头密封，
详细资料请查询电缆接头样本。

* 如标准开孔不满足需求，可根据客户要求调整开孔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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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箱解决方案

基于魏德米勒接线箱的经典结构，结合魏德米勒先进的生产测试设备，高水准的制造工艺和丰富的技术储备。为客户量身定做各种接
线箱产品。
这种定制服务可应用于各个行业，如石油化工，交通，机械等，其产品本身包括了尺寸各异的接线箱产品，IP68的高防护等级接线箱
以及完全改变了接线箱整个构架的带有其他功能性的箱体产品。

激光切割

全自动焊接

防护等级测试

异形接线箱

IP68水下防护箱

现场操作台

技术特点
● 材料：不锈钢304
● 防护等级：IP66
● 表面处理：机械抛光
● 尺寸：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
● 工作温度：-40˚C to +85˚C
● 应用：车载接线箱

技术特点
● 材料：碳钢Q235
● 防护等级：IP68
● 测试要求：水下50米，保持36小时不
进水
● 表面处理：表面喷塑

技术特点
● 材料：不锈钢SS304
● 表面处理：机械抛光
● 台板承重：50KG
● 锁定方式：螺钉
● 内部接口和元器件：支持六路网线终端
接口和电话终端接口

完全根据客户工况要求，结合CB箱密封
结构，为客户定制尺寸各异的不锈钢接
线箱。

魏德米勒电联接(上海)有限公司

Weidmuller Interface (Shanghai) Co., Ltd.

地址：上海市裕通路100号宝矿洲际商务中心25楼 (200070)
电话：(021) 22195008 传真：(021) 22195009

用于船舶或者石油平台密封舱门的控制。
正常工况中，该箱子处于良好的室内环
境。故障工况时，即沉船情况。该箱子需
要在36小时内保持不漏水状态，以便抢
修人员判断密封舱门开闭状态，为是否派
遣潜水员下水抢修做出依据。

用于核电站厂房内现场操作，为方便客
户便携式电脑现场临时办公设计。台板关
起后可上锁，用于存放电脑和文件资料。
台板打开后又可作为现场操作平台，内部
带网线，电话线及电源等现场办公必要接
口。

www.weidmueller.com.cn

魏德米勒是为电气联接、传输领域和工业环境提供电源、信号及数据处理等
工作条件的国际领先解决方案供应商。

接线箱及电缆接头定制化解决方案｜AS — 电联接方案专家

接线箱连接套件

工业设备上有不少信号线或电源线。这
些线缆的连接需要一整套的元器件来完
成。比如：接线箱，接插件，电缆接
头，端子，导线，电缆等。并且客户
对这些元器件有一些最基本的要求通常
是高防护等级，可快速安装，结构紧
凑等。魏德米勒该类产品均满足此类需
求，并可提供整体方案。

户外大型设备连接套件

对于大型户外设备而言，从最远端的执行
机构到设备的控制轨的距离通常在十几米
到几十米之间，并在这段距离中又会分布
不少不同的信号点。这就需要一整套连接
系统来提供多型号，高防护，长距离，
安装方便的电气连接。我们可根据客户设
备特点，结合自身产品优势，或为客户
挑选符合要求的第三方产品，来满足客户
全方位的高防护连接需求。
基本参数：
● 外壳材料：高质量合金铝(Al-Si12)
● 防护等级：IP66
● 工作温度：-40˚C to +85˚C
● 喷漆表面：半皱纹漆，颜色可选
● 电缆进出装置：接插件或电缆接头

OEM设备连接套件

魏德米勒作为专业的电联接公司，可以为
客户提供整体的连接套件。将与接线箱相
连的电缆，以及电缆另一端所连接的接插
接进行预置。电缆长度及接线要求可完全
根据客户所需。对于一些非魏德米勒自有
的接插接，我们也可以通过代采购，或

客供代安装等方式来实现安装。
这样，既省去了客户原本繁琐的接线工
作，也让客户更方便的控制人力成本。从
而也体现了魏德米勒的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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