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固而精准
MAGRES EAM 磁式绝对值编码器

久经考验，坚固耐用！
—— 精度高达 ±0.15°
MAGRES 绝对值编码器通过了全球最恶劣的环境条件的考验。新一代 MAGRES 编
码器将卓越的坚固性和高精度集于一身，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实现高效的过程控
制和最佳的性能表现。
堡 盟 始 终 致 力 于 产 品 的 持 续 改 进： 在 最 新 推 出 的

凭借符合 ISO 13849 标准的固件，编码器可以整合安全

MAGRES EAM 编码器中，我们进一步完善了产品设计，

功能，满足 PLd 认证标准。最终的系统分级和 PLd 认

确保编码器即使在苛刻的环境中也具有更长的使用寿

证（包括软硬件）只能由相应的监管机构来开展。

命，更加坚固耐用。该产品的另一大亮点是高精密磁
感应技术，该技术具有更高的测量精度，可提高您的

编码器采用模块化设计，结构精简，用途广泛，并具

应用效率。

有出色的性价比。

MAG RESEAM —— 坚固耐用，高效可靠
技术亮点
无磨损磁感应技术
测量精度高达

±0.15°

工作温度范围宽：–40 … +85 °C
抗冲击和抗振动能力分别高达

500g 和 30g

IP67
ShaftLock 法兰设计
固件符合 ISO 13849 标准
可提供冗余型号
支持多种接口（SSI、Analog、现场总线、实时 Ethernet）
带额外的增量信号，分辨率高达 4096 ppr
防护等级高达
坚固的

优势一览
在恶劣环境中可靠运行
通过精准测量完成精确定位
产品丰富，可灵活选择
出色的性价比

HTL / TTL

SAE J1939

0 … 10 V
0.5 … 4.5 V
4 … 20 mA

使用灵活，面向未来！
—— 只为实现您的创想
MAGRES EAM580 实时 Ethernet 接口编码器适用于所有工业应用。
PROFINET —— 最大程度提高系统开机率

为“工业 4.0”和物联网做好了准备

通过媒体冗余协议（MRP）提高系统开机率。如果环

EAM580

状拓扑结构中出现线路或开关故障时，系统会继续
正常运行
采用链路层发现协议（LLDP）
，无需在更换设备前预

先进行参数设置：EAM580 可快速检测网络中相邻设
备的连接状态，从而缩短设备更换时间
支持实时（RT）和等时同步实时（IRT）工作模式，满

足各种应用对实时性和同时性的不同要求
EtherCAT —— 实现超高速、高精度控制
调试方便、直观：通过控制系统轻松完成设备地址

分配和固件升级
周期时间（62.5μs）极短，确保实现高精度的同步运

动控制
EAM580

支持自由振荡模式、同步模式及分布式时钟

三种模式，用户可以根据具体应用自行选择
EtherNet/IP —— 适用于通用数据访问
如果环状拓扑结构的设备网络出现中断，设备级环网

（DLR）能确保编码器数据仍然可以发送至控制系统
可通过办公网络访问编码器数据和过程数据，并通

过集成的 Web 服务器进行控制

系 列 编 码 器 带 PROFINET 接 口， 支 持 OPC UA

通信标准
OPC

UA 是一种不受平台限制的开放式通信标准，其

应用非常广泛，同时可轻松适应未来需要

坚固，精准！
—— 完美的组合
满足苛刻应用的
高精度要求

集成磁屏蔽罩
不锈钢外壳的抗外部磁场干扰能力
是铝等其他材质的 10 倍。

适用于 CX（C5-M）类高腐蚀环境
粉末涂层外壳和耐腐蚀铝合金法兰
确保最高的防护性能和耐用性。

得益于创新的高精度磁感应技术，MAGRES EAM 编码
器可用于迄今为止只有光电编码器才能胜任的应用
领域。凭借高达 ±0.15° 的测量精度，该编码器在几
乎任何应用中都能为您带来坚固型磁感应技术所具
备的独特优势。
此外，高精度还有助于简化应用设计，尤其是在编

出色的性价比
采用高性价比的
产品设计：零部
件数量少，模块
化程度高。

码器的冗余应用方面。
MAGRES EAM 系列编码器具有极高的测量稳定性，不
受温度和速度以及旋转方向变化的影响，在同类产
品脱颖而出。这些功能确保传感器即使在苛刻的应
用中也能轻松满足每一项要求。

抗冲击和抗振动能力分别
高达 500g 和 30g
不含任何易发生振动和破损的部件，
抗冲击、抗振动性达到极致。

测量精度高达 ±0.15°
高精度磁感应技术可提高应用的效
率，即使在苛刻的工作环境中，也
丝毫不受影响。

工作温度：-40 … +85 °C
精密磁感应技术不受温度波动和冷凝
水的影响。

IP67 防护等级：
经久耐用，满足户外应用要求
径向轴封和创新的接头 /PG 设计提供
最大保护。

传感器尺寸小，通孔孔径大
（最大 ø15 mm）
即使是 36 mm 紧凑设计，依然具有
高度的灵活性。

坚固的 ShaftLock 轴锁设计法兰
精巧的设计可防止轴向穿透，即使
安装不当，也基本不影响编码器的
可靠性。

可承受的径向和轴向负载分别高达
80 N 和 40 N
58 mm 和 36 mm 两种规格的编码器均
采用坚固的宽间隙式大尺寸滚珠
轴承。

极高的可靠性！
—— 固件符合 ISO 13849 标准
您是否体验过在安全功能中使用自带嵌入式软件的标准组件？针对这类应用，
堡盟提供了一种易于集成的经济型编码器 —— MAGRES EAM。
提供应用说明，确保高效集成
MAGRES EAM 编码器软件是根据 ISO 13849 标准而开发
的，因此是安全功能整合的理想选择，使整个系统满

EAM580R 和 EAM360R：坚固 2

足 PLd 安全认证标准。编码器应用说明中提供了进行

卓越的耐用性，适用于工程机械自动化和苛刻的户

有效安全评估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外环境条件。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应用需求，R 系
列中的 EAM580R 和 EAM360R 采用了更多特殊设计，

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有任何疑问，我们的销售与客户

确保产品的坚固性达到极致。

支持团队非常乐意为您提供帮助。

设计符合
凭借

E1 标准，具有出色的抗电磁干扰能力

IP67 防护等级和 CX（C5-M）防腐蚀等级，能

在户外环境下长期可靠使用
自带电缆型编码器采用坚固耐用的 0.5 平方芯线，

可选配工程机械专用接头（如德驰（Deutsch）连接器）

EAM 多圈套件型的间隙不超过 2mm
无轴承套件型编码器基本无磨损，因此极为耐用。
全密封设计为编码器提供完美保护，不受任何污染影响。
2 mm 轴向间隙确保集成灵活方便。

丰富的堡盟产品系列
—— 满足您的个性化需求
模块化设计是丰富产品种类、扩大产品用途、提高性价比的关键因素。
MAGRES EAM580 系列编码器非常节省空间，适合安装

在进行机械设计时，您是否需要根据具体要求进行必

空间有限的应用场合，而 MAGRES EAM360 则凭借其紧

要的调整呢？采用我们专为您定制的产品，您总是可

凑设计而一枝独秀。这两种设计都具有极高的灵活性：

以找到技术上最优的解决方案。

每一种常见的法兰型编码器均可配备直径 6 … 15 mm
的实心轴和空心轴，甚至还可以提供无轴承套件型。

我们的专家非常高兴为您提供相关报价。

得益于模块化的产品架构，36 mm 型编码器采用了与

欢迎与我们联系：www.baumer.com/worldwide

58 mm 型编码器相同大小的滚珠轴承，尤其坚固耐用。

结构设计和连接方式
尺寸：36 mm

尺寸：58mm

夹紧法兰

3 x M12

同步法兰

M12

同步法兰

M23

盲孔型

电缆

盲孔型

电缆

套件型

M12

套件型

以上仅列举了外壳带粉末涂层的产品。除非客户另有要求，
EAM580R 和 EAM360R 的标配为粉末涂层外壳。

MAGRES EAM580 和 EAM360 产品概要

EAM580R-SY

EAM360R-K

EAM580-B

EAM580-SC

EAM580R-K

EAM580
尺寸
电源电压

功能
测量精度
每圈步数
圈数
接口

轴类型

磁感应
ø58 mm

EAM360R

ø36 mm

最高 0.15°
最高 14 位
最高 18 位
SSI、CANopen®、PROFINET、
EtherCAT、EtherNet/IP（SSI
和 CANopen® 可选配增量
信号）

SSI、CANopen®
CANopen®、CANopen®
冗余型、SAE J1939、 （可选配增量信号）
Analog（0.5 … 4.5 VDC、
0 … 10 VDC、4 … 20 mA）

轴负载
工作温度

-40 … +85 °C

抗冲击性（DIN EN 60068-2-27） 最高 500 g，1 ms
抗振性（DIN EN 60086-2-6） 最高 30 g，10 … 2000 Hz
IP65, IP67
IP67
防护等级（DIN EN 60529）
连接方式

EAM360

4.5 … 30 VDC（CANopen®、SAE J1939、SSI）
8 … 30 VDC / 14 … 30 VDC（Analog – 特定型号）
10 … 30 VDC（PROFINET、EtherCAT、EtherNet/IP）
单圈 / 多圈

实心轴、空心轴或套件型
ø10、ø12、ø14 和 ø15 mm（空心轴）
ø10 mm（夹紧法兰）
ø6 mm（同步法兰）
ø6、ø8 和 ø12 mm（套件型）
40 N 轴向，80 N 径向

轴径

EAM360R-SW

M12/M23 法兰接头
0.14 mm2 电缆

M12 法兰接头
0.5 mm2 电缆

CANopen®、SAE J1939、
Analog (0.5 … 4.5 VDC、
0 … 10 VDC、4 … 20 mA)

ø10、ø12、ø14 和 ø15 mm（空心轴）
ø10 mm（同步法兰）
ø6、ø8 和 ø12 mm（套件型）

IP65, IP67

IP67

M12 法兰接头
0.14 mm2 电缆

M12 法兰接头
0.5 mm2 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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