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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Relay - 
INTERFACE Cabling

用户说明 

1 基本信息

1.1 本用户说明的适用范围

本用户说明仅适用于 INTERFACE Relay （不包括
CONTACTRON）和 INTERFACE Cabling 产品。

INTERFACE Relay – 光耦和继电器

– RIFLINE complete 系列 —— 带插拔式输入 / 干扰抑制
模块的插拔式继电器和光耦合器

– PLC 系列 – 仅 6.2/14 mm 宽，带可插拔继电器和光耦
– PLC-V8C/... 产品
– PR 系列 – 可插拔继电器和光耦，包括可插拔输入 / 干

扰抑制模块
– DEK 系列 – 采用接口端子设计型的继电器模块
– EMG 系列 – 模块式继电器和光耦
– ST 系列 – 继电器和光耦可插在接线端子上
– 特殊继电器和固态继电器模块
– 不适用于 CONTACTRON

INTERFACE Cabling – 现场与自动化系统之间的 I/O 接线

– 布线接口 – 将单根线缆与高针位插头连接 （VIP、
UMK、...）

– 系统布线 – 即插即用式控制柜接线 （FLK、FLKM、
...）

– 电缆 – 装有 D-SUB 或 FLK 接头的预制电缆

1.2 规定的用途

INTERFACE Relay 和 INTERFACE Cabling 产品仅允许用
于产品专用文档资料和本用户说明中规定的用途。 若不按
规定使用，菲尼克斯电气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1.3 电压等级

电压等级符合 EN 61140 的要求。

  

注意参考最新版本的设备技术资料。  
这些资料可在 phoenixcontact.net/products 内下载。

产品组安装规范
INTERFACE Relay 和
INTERFACE Cabling

http://www.phoenixcontact.net/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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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低电压范围内使用时的安全注意事项

2.1 人员说明

– 专业电气技术人员是指接受过相关培训、具有相关工
作经验、已获得过相应指示并了解现行适用标准要求
的人员，他们能对所需的操作进行适当的评估，并能
识别到任何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定义符合
DIN VDE 1000-10 标准）

– 获得过电气指示的人员是指在所需执行的任务方面接
受过专业电气技术人员的指导，或者在需要的情况下
接受过相关培训、了解不正确操作可能导致的危险、
熟悉必要的安全设备、个人安全设备和安全措施等的
人员。（定义符合 DIN VDE 1000-10 标准）

2.2 安装和调试  

禁止不合格人员在产品、机器上或其附近作业。

在产品和设备上作业时必须提供相关操作说明和其它产品
文档资料，且必须始终遵守其中的规定。

应从意义上理解产品专用文档中描述的使用说明及电路图
示例并根据具体应用情况检查其适用性。 

对于所介绍的工艺流程和电路接线建议在各具体应用中的
适用性，菲尼克斯电气不承担任何责任。

如果在产品说明中并未标明 “ 防短路 ” 或 “ 有条件地防短路
”，则产品被分类为 “ 未防短路 ”。设计过载保护装置尺寸
时，要考虑连接横截面和文档记录中的最大持续电流 （极
限持续电流）。

2.3 拆卸和更换部件    

2.4 预防静电放电！

所有需防静电放电 （ESD）的产品在供货时均包装在 ESD
包装内。

这类产品的拆包和包装以及安装和拆卸仅允许由有相关资
格的人员在遵守 ESD 指示的前提下进行。 

警告：INTERFACE Relay 和
INTERFACE Cabling 系列产品仅允许合格人员
（专业电工或经过电气指导的人员）使用。

警告：所有工作 （安装、保养、清洁等）都必须
在未通电的情况下进行。 请遵守所在国适用的法
规和标准。

警告：在运行期间，生产设备上可能有危险的带
电部件。 

因此在未经许可取下护盖或保养不当的情况下，
可能会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或造成财产损失。

务必遵守产品专用文档资料中的说明。

警告：危险接触电压

如果因拆卸、更换或未装备好部件 （例如 保险
装置、插拔式连接器 ……）而造成可自由接触带
电部件的情况，则电压 （ ≥ 低电压保护 / 
≥  25 V AC ； ≥  60 V DC）可以被看作是危险
接触电压。 

警告：在拆卸、更换或装备部件之前，必须关断
电源电压并采取措施以防重新接通。

警告：在整个应用构建完毕后，才能接通电源电
压。 

不遵守本指示可能会有害健康，甚至导致危及生
命的伤害。

务必遵守产品专用文档资料中的说明。

注意： 预防静电放电！

设备中可能有会因静电放电而损坏或毁坏的部
件。 操作时必须根据 EN 61340-5-1 和 DIN IEC/
TR 61340-5-1 VDE 300-5-2 标准的要求采取必
要的安全措施以防静电放电 （E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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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安装 

• 在有间接接触的情况下进行保护 
如果在危险电压与安全特低电压之间没有安全的隔离
或强化绝缘，则必须以对待危险电压的方式来对待安
全特低电压。

• 安装时请注意产品相关特性，例如在特定电压范围内
需使用隔离板、衰减、安装位置、导线的最小弯曲半
径和电气安全等。

• 在支撑导轨方向与相邻模块之间至少有一个功能绝缘。
如果应用对于绝缘 （基本绝缘或强化绝缘）有更高的
要求，则必须采用适当的措施实现更高程度的绝缘
（例如隔板）。

• 配电柜中必须遵守适用的指导原则和法规。
• 请注意数据单和包装所附指南中规定的环境温度及注

明的特性 （例如衰减）。  

2.6 设备更换 

• 从应用中取出产品或将产品放入应用之前必须关断整
个应用的电源电压。

• 在整个应用构建完毕后，才允许接通电源电压。

2.7 过热  

• 安装时请注意产品相关特性，例如衰减、安装位置。
• 请根据负载选择保险装置。

2.8 接地

接地分为功能接地 （FE）和保护接地 （PE）。 功能接地仅
用于提高抗干扰能力。 并不用作人员的接触保护。 

保护接地则是一种低阻抗电流通路，在故障情况下可降低
操作人员所受的危险。 故障情况也包括高压故障和 / 或电
路与地面之间的电流故障。 保护接地大多用在低电压保护
范围之外。

保护接地 （PE）

保护接地用于保护人员和机器免受危险电压损害。

只有在按规定并根据应用场合采用了适当接地的情况下，
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危险发生。 

功能接地 （FE）

功能接地用于提高抗干扰能力。 功能接地 FE 仅适用于引走
干扰源。 并不用作人员的接触保护。

2.9 对电源电压的要求  

警告：接触保护

防护等级为 IP00 和 IP20 （ ≥  25 V AC/
≥  60 V DC）的产品适用于防护等级为 IP54 或
以上的封闭式配电柜或配电箱 （分线箱）。

务必遵守产品专用文档资料中的说明。

警告：在通电情况下不得更换设备！

警告：过热可能对引发燃烧并最终导致设备毁
坏。

务必遵守产品专用文档资料中的说明。

警告：如果产品上有 PE 接线端子，则必须将其
接好。

务必遵守产品专用文档资料中的说明。

详细信息请参阅产品专有数据单和包装所附指南

警告：危险接触电压

请仅使用已根据 EN 50178 在初级电路和次级电
路之间做好安全电气隔离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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