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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带跑偏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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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1系列与TS2系列的唯一区别是TS1为线入式，不带导线密封管螺纹
接口;TS2带1/2英寸NPT导线密封管螺纹接口。除此之外，两个系列
产品完全一样。TS2V34AI指示灯为绿色，其余所有TS系列产品指示灯
为红色。

TS1系列
不带导线密封管接口螺纹
传感器出线没有额外保护

TS2系列
带导线密封管接口螺纹
内螺纹尺寸:1/2" NPT

ZBW
箭头

ZBW
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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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贵的4B产品用户:

感谢购买4B产品和对4B公司的信任！

安装使用产品前请务必认真完整阅读并理解本说明书的全部内容。

所有4B产品都有相应的涉及安全的基本要求，为保证您购买的产品长期安全高效地工作，务必特别留意

相关的安全须知。如不严格遵守相关的安全要求可能带来严重伤害甚至死亡事故。

客户安全须知

1. 必须完整阅读所有与本产品有关的全部文字说明

必须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有关责任、安装操作和安全说明才能安全有效地使用本产品。 

2. 必须彻底弄清您的真正需求是什么

每个客户都独一无二，每个应用也是如此。所以只有用户自身才真正了解自己的需求，才真正了解自己
设施运行的能力。如有需要了解更多4B产品性能或有技术疑问请登录我公司网站  http://go4b.cn或拨打 
公司服务热线电话  18921066321  ，我们的专业工程师随时为您解答疑问。

3. 选择有资质、能力强的安装公司

正确合理的安装对设备的安全和运行至关重要。如果您请   以外的公司进行安装，务必找那些有资质、
有经验的电气安装公司进行设备安装。 

4. 建立并严格遵循定期检查维护计划 

建立并严格遵循定期检查维护计划，确保您的系统一直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如何确立定期检查的周期客户最有发言权，客户了解到的观察指标越多，制定的检修周期越适当。 
这些指标包括但不仅限于：天气状况、生产设施的结构、设备运行的时间长度、动物或昆虫寄生状况、

对自己员工执行力的了解等等。涉及到设备安装、操作、维护、检查等等任务的人员多必须具备适当

资质且训练有素。必须妥善保管定期检查维护记录。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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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务必保管好4B安装使用说明书并遵循推荐的维护检查方式 

每个客户的实际情况都不一样，除遵循一般经验原则外，必须注意很有可能你的设备需要额外的定期  
检查和维护，以确保监测设备一直处于理想的工作状态。务必保管好安装使用说明书以及有关维护服务等 
方面的文件资料，以方便随时备查。如有问题，请随时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18921066321。 

6. 服务请求

如您在使用中遇到问题需要现场服务，请联系登录 www.go4b.cn 或直接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

18921066321, 请提供产品部件号，唯一序列号及要求的服务日期。为了便于及时服务您，务必

在设备投入使用后在我们的网站上完成产品的注册。

旋转设备部件可能导致轧伤、
割伤和绊倒伤害。

没有防护罩时不要作业。

打开设备机罩进行作业前
先停电。

警告

暴露的畚斗或运动部件
可导致严重伤害甚至死亡
事故的发生。

打开设备机罩检查或作业

前一定要先停电

运动部件可导致严重伤害
甚至死亡事故的发生。

打开设备机罩检查或作业

前一定要先停电

危险 危险



产品概览

Touchswitch™ 是一种机电一体的限位开关。当皮带或皮带轮跑偏时产生的侧向力会作用在传感器的压力
传感面，内置的电子电路自动探测到皮带或皮带轮的侧向力的存在，并触发无源自由切换的继电器触点。
触点输出的信号用于皮带/皮带轮的跑偏报警和紧急停机。传感器由经过表面硬化处理的高等级不锈钢材料
制成，与皮带接触几乎没有磨损。传感器的工作不受粉尘或物料堆积的影响，可以在完全被物料覆盖的情
下正常工作。传感器通常成对安装在皮带轮的两侧，通常每个皮带轮只需安装一对跑偏传感器，但如有特
别要求，也可以安装额外的一对传感器。 
系统的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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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电压 - 12~24VDC (TS2V34AI), 24VDC (TS1V4AI*，TS2V4CAI)

功率消耗 - 21mA 继电器闭合时 / 15 mA 继电器断开时

LED指示灯 - LED 指示灯亮表明有电，没有跑偏 (TS2V34AI为绿色，其他所有型号为红色)

传感方式- 力学信号-电子信号自动转换

 输出方式 - 常开固态继电器；
 
最大50mA @ 240 VAC/VDC, 非感应

结构形式 - 传感面表面经粉末冶金硬化处理，本体由无缝不锈钢整体冲压而成，环氧漆。

电缆规格- 3 米长- 6 芯22 AWG线规导线

重量 - 1.4 Kg 
防护等级 - NEMA 4X, IP66

防爆认证 -

技术参数

1. 不要让粉尘堆积在产品上
2. 传感器应通过各种方式适当接地 
3. 电缆应采用合规的接线盒接线，并安装在安全的区域

4. 电源电压不能超过传感器额定电压

安全使用的特殊条件

警告

• 旋转设备可能带来严重伤害甚至死亡事故。
• 进行设备安装前必须停电并悬挂停电提示标志。

Touchswitch™自带测试旋钮，可快速完成简单的传感器、控制器 

*TS1V4AI为历史型号，不再出售。

ATEX Ex II 1 D Ex ta IIIC T200 Baseefa17ATEX0074X
Ex ta IIIC T200 125°C Da IP66 IECEx BAS 17.0032X

125°C Da IP66 

3C - 2020012304351294, Ex tD A21 IP66 T80°C

简述：TS2V34AI ATEX / IECEx 20区粉尘防爆，3C 21区防爆

TS1V4AI/B, TS2V4CAI ATEX/ IECEx 21 区防爆，3C 21区防爆



 

Touchswitch™的安装孔,孔的中心必须对准皮带或皮带轮的

10 - 15页内容。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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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安装

下面是安装Touchswitches跑偏传感器的安装建议和说明。安装人员应对传感器的安装位置负责，确保传感
能探测到皮带或皮带轮的跑偏动作。典型的安装位置参见第

首先用57mm直径的孔锯在提升机壳体上钻出

(如图 A所示)。 

侧边。钻出的孔应表面光洁，无毛刺，防止传感器出现卡滞和误报。一共有四个安装孔，可以使用其中的 
一对（对角线）安装Touchswitch™传感器。随传感器附送的安装孔定位纸垫可用来准确定位安装孔。定位
后用电钻钻出7mm的安装孔。放置
管内的积水进入传感器的风险

Touchswitch™ 可以以下列任意一种方式进行安装 -   
1.  

2. 

3. 

全部尺寸单位 mm

测试旋钮

传感器工作面

电子部件
完全封装

电缆3米长
6芯22线规导线
外径5.5mm

传感器工作面
直径50mm

传感器安装尺寸：
4孔均布在直径为74mm的节圆上
通孔直径7mm,螺栓M6

74mm

Touchswitch™时最好把密封导管接口放置在3~9点之间,以减少密封导

在机器外壳上钻孔并攻丝，使用系统随附的 M6  TouchSwitch™ 螺栓。确保用于固定 的螺栓不会过长，
以免干扰机器的运行

使用 M6 螺纹的铆螺母。铆螺母长度取决于机器壳体厚度。确保用于固定  TouchSwitch™ 的螺栓不会
以免干扰干扰机器运行  

以电容放电焊接方式将 M6 x 30mm 螺纹焊钉焊在机器外壳上

密封管螺纹
1/2" NPT

面距离皮带侧边或皮带轮侧边的距离在30mm 至 38 mm之间，不要超过这个距离。

皮带总是先于提升机壳体机构或输送机护罩内表面与 TouchSwitch™ 表面相接触，但传感器工作表

  采用法兰垫片调整 TouchSwitch™ 与传感器工作面与皮带/皮侧边的距离，确保出现跑偏时输送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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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安装孔定位纸垫
 Touchswitch™ 皮带

皮带轮

图A

57mm 直径孔锯

 

 

节段上时，一定要保证密封管的长度足够长，能适应皮带轮的调节，不至于出现密封管长度不足的情况。
当跑偏传感器上安装密封管路时要按照有关规范限制其长度。但是当传感器安装在可调节皮带轮上或可调

器后，必须牺牲一部分尾轴的调整空间。封闭式输送机上的跑偏传感器典型安装位置参见15页描述。
温度上升，温度传感器监测到温度变化从而间接发现皮带轮的跑偏。在封闭式输送机尾部安装了跑偏传感
安装在封闭式输送机机壳表面的温度传感器(WDB70V3C)，皮带轮跑偏时与机壳摩擦生热，是此处的机壳
射状清扫器，其直径大于皮带轮直径。因此，4B 建议安装另外的传感器以监测皮带轮的跑偏，比如可以
靠近皮带轮的部位，此时传感器只能监测皮带的跑偏而无法兼顾皮带轮的跑偏监测，因为从动轮上带有辐
Touchswitch™传感器安装在封闭式输送机尾轴部位，可将传感器安装在皮带的上部，沿着皮带运动方向

的典型安装位置参见14页描述。
栓孔上，这样安装的好处是调整皮带张紧力时传感器可随皮带轮一起移动。开放式皮带输送机上的传感器
安装在开放式皮带输送机尾轮（从动轮）上时，最好将传感器安装支架直接用螺栓固定在尾轮轴承座的螺
的强度和刚度以承受跑偏皮带的侧向压力，最好是有足够的强度足以承受包括皮带轮跑偏在内的侧向力。
Touchswitch™传感器安装在皮带输送机上时，通常需要在输送机上焊接安装支架。安装支架必须有足够

跑偏检测，如果确实需要，也可以在尾轴上下移动的范围内成对安装额外的传感器。
线以上的最高位置 (见13页描述)。因为尾轴可能有较长的上下移动，一对传感器不足以覆盖整个皮带轮的
线。因为尾轴可以上下移动以适应皮带的张紧程度变化，所以要将Touchswitch™传感器安装在尾轴中心
近确有障碍，也可以安装在尾轴皮带轮的下降段，但要保证成对安装，一对传感器的连线垂直于皮带轮轴
安装在斗提机尾部时，如果尾轴附近没有障碍尽可能将传感器安装在尾轴皮带轮上升段附近。如果尾轴附

上时，要尽量安装在驱动轴的前进方向。按在斗提机上的典型安装方式参见10 - 13页内容。
便地检查、检修这些传感器。传感器成对安装，一对传感器的连线垂直于皮带轮轴线。安装在皮带输送机
以安装在头部皮带轮顶部或上升部位附近。不管用安装在什么部位，一定要保证通过斗提机头部廊桥能方
法在此处安装传感器（比如此处有观察孔、 X-PAC或其他结构障碍），此时，Touchswitch™传感器也可
可能将传感器安装在斗提机卸料侧头部皮带轮轴线以上的位置。有时候因为这个位置有其他结构的干扰无
在斗提机或皮带输送机上安装跑偏传感器时，能同时监控皮带和皮带轮的跑偏。安装在斗提机头部时，尽



6芯22 AWG线规的导线描述如下：3

标准接线图

尽可能在离传感器 米之内安装接线盒，采用适当的密封管保护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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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红色 - 24 VDC (TS1V4AI)， 24 VDC (TS2V4CAI)

黑色  - 0 VDC直流

绿色  - 接地端

白色 - 固态继电器输出公共端

蓝色  - 固态继电器输出触点，常开(得电后闭合，跑偏后断开） 

橙色 - 固态继电器输出触点，常闭 (不要使用)

注意事项

所有电器接线必须符合当地和相关国家电气标准和规范，由有经验的专业电工完成。  

采用挠性金属密封软管保护传感器电缆，采用硬质金属密封管保护从传感器到控制器的电缆。密封软管因

外部水汽入侵或冷凝等原因造成内部积水，水有可能被密封导管导入传感器，时间一长将影响传感器的性

能，所以必须在密封管系统的最低点安装排水装置。 

 12~24 VDC (TS2V34AI)
直流正极

• 传感器安装支座制作的强度刚度必须足以承受跑偏皮带的侧向力
• 完成皮带拉伸校直和试车之后再安装 Touchswitch™ 跑偏传感器
• 绝对不要把Touchswitch™ 传感器电缆跟三相电机的电缆混放在同一线槽内
• 如果附近有高压源存在，要使用屏蔽电缆
• Touchswitch™ 传感器接线为低压直流电

要保证传感器只有在通电、测试能正常报警之后才能安装到设备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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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的运作:
Touchswitch™ 是一种机电一体的限位传感器，直接对跑偏皮带的侧向力作出反应。如果是假在传感器传
感器传感面上的力达到一定程度，传感器将作出反应，输出相应的信号 (图示 D), 图C表示没有里的作用，  
传感器处于正常运作状态。

注意事项

Touchswitch跑偏传感器出厂时已经调好灵敏度，使用时无需再作任何调节。

Touchswitch跑偏传感器自带一个不可更换的 50 mA 保险丝和一个设置温度为 75° C的热保险丝。 

4B 建议跑偏的皮带与Touchswitch表面发生接触时，理论上机器设备应当停机。如果此时设备未能停机，
跑偏的皮带将继续与传感器工作表面发生摩擦，尽管传感器工作表面是经过特殊热处理的坚硬表面，但
也会因长时间摩擦而损坏，同时剧烈的摩擦会产生大量的热，热量的产生会烧毁热保险丝。热保险丝不
可更换，无法修复。

图示 D
皮带向右侧跑偏，与传感器接触，传感器发出报警

绿色指示灯熄灭: 
表 明 传 感 器 失 电 ， 皮 带                            
跑偏发生接触，或者传感器没电。

皮带跑偏
与传感器
发生接触

蓝色

白色

蓝色

白色

图示 C
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没有
皮带

跑偏接触

背面的绿色指示灯点亮: 
表明传感器有电，触点
得电，没有皮带跑偏。

蓝色

白色

蓝色

白色

注意事项

橙色线通常不用，请剪断并绝缘处理。

背面的绿色指示灯点亮: 
表明传感器有电，触点
得电，没有皮带跑偏。

背面的绿色指示灯点亮: 
表明传感器有电，触点
得电，没有皮带跑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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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界定提升机的左、右侧:

斗提机左侧视图 斗提机右侧视图

注意 :  由面对斗提机卸料口的方式确定斗提机的左、右侧。

TOUCHSWITCH™ 跑偏传感器左右完全对称安装。

传感器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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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SWITCH™ 传感器一定要安装在皮带轮 
轴线之上，9点钟到 3点钟方位之间，只要有可能 
尽可能安装在卸料一侧。 

注意 : 为了提升安全系数，可以增加传感器对的
安装数量。

注意 : 传感器成对安装在皮带的两侧，连线平行于 
皮带轮中心线。

左侧视图

头部通道能很方便安装维护传感器。
可以将传感器安装在上料侧的皮带轮轴线附近或皮带轮顶部。不管最终安装在哪里，一定要保证通过斗提机
将Touchswitch™传感器安装在卸料一侧皮带轮中心线附近。要是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安装在这个位置时，也
在斗提机头部或输送机驱动端安装跑偏传感器时，盯住皮带与皮带轮的位置关系就行。 在斗提机上尽可能

跑偏传感器在斗提机上的典型安装位置 :

对的安装数量。
注意 : 为了提升安全系数，可以增加传感器

处）。
调整到的最高位置处（也就是皮带拉伸最小
的上料侧，并且安装在尾轴皮带轮轴向上能

要将 TOUCHSWITCH™ 传感器安装在尾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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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视图

TOUCHSWITCHES 
传感器在中间惰轮上
的安装位置。

   
 

 

TOUCHSWITCH™ 传感器一定要安装 
在皮带轮轴线之上，9点钟到 3点钟方位

之间，尽可能安装在卸料一侧。

 

注意 : 为了提升安全系数，可以增加
传感器对的安装数量。

注意 : 传感器成对安装在皮带的两侧，

连线平行于皮带轮中心线。

 

 

注意 : 为了提升安全系数，可以增加
传感器对的安装数量。

注意 : 传感器成对安装在皮带的两侧，
连线平行于皮带轮中心线。

头部通道能很方便安装维护传感器。
可以将传感器安装在上料侧的皮带轮轴线附近或皮带轮顶部。不管最终安装在哪里，一定要保证通过斗提机

将Touchswitch™传感器安装在卸料一侧皮带轮中心线附近。要是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安装在这个位置时，也
在斗提机头部或输送机驱动端安装跑偏传感器时，盯住皮带与皮带轮的位置关系就行。 在斗提机上尽可能

传感器有中间惰轮的斗提机上的典型安装位置:

轴向上能调整到的最高位置处。
尾轴的上料侧，并且安装在尾轴皮带轮

要将 TOUCHSWITCH™ 传感器安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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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提机头轴/尾轴部分典型安装图示:

尾轴

皮带

皮带轮

TOUCHSWITCHES传感器 
安装在皮带轮的两侧，连线
平行于皮带路轴线。

探测皮带和皮带轮的跑偏。

左侧视图

 

轴向上能调整到的最高位置处。
尾轴的上料侧，并且安装在尾轴皮带轮

要将 TOUCHSWITCH™ 传感器安装在

装位置，以适应皮带轮轴位置的变化。
调整时，传感器可以槽型孔中移动安
开一个垂直的槽型孔，当皮带轮轴上下
外的传感器也可以在斗提机外壳结构上
应斗提机尾轴的提升动作。如不安装额
尾轴部分可以安装额外的传感器，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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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 

左侧

注意 : TOUCHSWITCH™ 
传感器安装支架必须有足够的强度，能抵御跑偏的皮带和皮带轮的侧向力

注意 : 传感器成对安装在皮带轮
两侧，连线平行于皮带轮中心线。

注意 : 将跑偏传感器安装在开放式输送机上料侧， 
安装支架尽可能避开轴承座安装支架。

注意 : 有中间惰轮时，
最好在中间惰轮上也
安装上跑偏传感器。

注意 : 将跑偏传感器尽可能安装在与皮带平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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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式皮带输送机从动轴端跑偏传感器
应安装在上部皮带截面处，沿皮带运动方
向，固定在可移动的外壳机构上。

左侧

右侧

TOUCHSWITCHES 
跑偏传感器应安装在
驱动轮外部6 点钟

到12点钟方向之间。

如果可能最好安装在

9点钟方向。

 

注意 : 为了提升安全系数，可以增加

传感器对的安装数量。

注意 : 传感器成对安装在皮带的两侧，

连线平行于皮带轮中心线。

驱动轮

驱动轮 从动轮

从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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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现场安装照片

Touchswitch™ 跑偏传感器
安装在开放式输送机从动端的

Touchswitch™ 跑偏传感器
在斗提机上的安装

Touchswitch™跑偏传感器安装在 
封闭式皮带输送机驱动端皮带轮附近

Touchswitch 
传感面 

输送机皮带

Touchswitch 
跑偏传感器
安装支座

输送机皮带轮

Touchswitch
跑偏传感器

速度传感器

轴承温度
传感器

输送机皮带轮

ZBW
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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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查

故障 原因 解决办法

Touchswitch™ 
传感器发出报警信号
或
LED 还是指示灯不亮

皮带跑偏 检查并解决跑偏问题

Touchswitch™ 
传感器传感面与
外壳结构干涉

检查传感器安装孔径是不是  57mm，安装孔表面毛刺

是否清理干净，检查Touchswitch™ 传感器是否处于
安装孔正中央。

测试旋钮被动过了 逆时针旋转测试旋钮约 1/4圈，直到松开为止

没有通电
检查Touchswitch™ 传感器供电电压是否正确
并检查橙色线有没有做好绝缘

警告

如果系统没有按要求立即发出警报或停机，必须将相关传感器从设备系统中拆除，排除
故障后再装回设备中。

   缆接线、接线盒以及密封导管的状况。
   作为日常维护工作的一部分，一定要定期测试传感器和监测系统，目视检查传感器传感面、安装孔电  

此时传感器上的 LED指示灯应点亮，表明传感器有电而且没有报警5.
最右边或者最左边。
逆时针将旋钮转回到原来的位置 (大约 1/4圈 )，要确保旋钮处于松弛状态也就是不要一下子将旋钮扭到4.

  检查并排除问题后才能再装到机器设备上。
 停机动作没有如期发生，说明传感器或系统有问题。将传感器从机器设备上拆下来，警和

如果报警和停机动作如期发生, 说明传感器和系统都处于正常状态，接下来进行到第4步测试：a.
此时检查报警和停机功能是否如期动作：3.
顺时针缓慢转动测试旋钮，直到LED指示灯熄灭（模拟了皮带跑偏状况）。2.
观察到传感器壳体上的LED指示灯处于点亮状态，而且皮带、皮带轮与传感器传感面没有接触。1.

从设备上拆下来。测试步骤如下：
Touchswitch™ 跑偏传感器自带一个测试旋钮，能很方便地对传感器和系统进行测试，而不需要将传感器

定期对传感器和监控系统进行测试确保传感器和系统一直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与调试



1. 独家书面的有限质量保证

我们在此承诺所有由4B 部件有限公司（美国）、4B 布莱慕部件有限公司以及 4B 法国公司售出的与4B
相关的产品，自购买之日起一年内在正常情况下使用但因制造工艺或材料不良等原因造成的缺陷直接买家

享有质量保证权益。经4B鉴定确认为制造工艺或材料不良的任何产品可以退还到 

2. 默示担保免责申明

除了上述独家书面的有限质量保证外

4B特别申明不负有质保责任。 对因使用不当、错误使用或应用错误造成的产品不良申诉

3. 没有“通过样本或实例”举证的保障

4B在产品样本、技术资料和网站上尝试各种努力以尽可能准确描述其产品，这些描述表达完全是为了传达 
产品的身份，并没有表达或暗示任何形式的保障，或事实保障-即没有表达或暗示其产品一定与其相应描述

完全一致。

4. 损失的界限

产品质保

4B分公司或4B授权服务

网点,4B将根据情况立即免费进行维修或换货。

4B不承诺、不暗示任何其他形式的质量保证责任。

除了上述独家书面的有限质量保证外，4B 不承诺、也不暗示任何其他形式的质量保证责任或事

实保障，包括对产品是否合适、是否对路等暗示性保障。

我们对实质性损害、连带损害、特殊损害、惩罚性损害还有不论是直接的利润损失明确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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