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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ON & CONTROL
开关与位置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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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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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与位置传感器 I 运动
自动化与控制

关于高诺斯 CROUZET
高诺斯 (Crouzet) 产品线涵盖自动化与控制产品、
运动产品、开关与位置传感器、驾驶舱控制及电气|
保护解决方案。
高诺斯 (Crouzet) 一直以来与客户紧密合作开发完
全定制的解决方案。
在追求创新和提高客户满意的推动下, 我们的团队
致力于为应用交付最佳的产品解决方案, 总能满足
且经常超过客户对质量、可靠性和性能的期望。

市场应用
几十年来，高诺斯 (Crouzet) 为生产高科技设备的客户
提供高品质、高可靠性，并符合国家监管标准的产品。
高诺斯 (Crouzet) 的开关与传感器被广泛应用于以下市
场:
››工业泵阀
››核电工业
››电力分配

德国 / 奥地利

荷兰

中国

电话 : +(855) 929 5465
客户服务 - #1, 技术支持 #2

电话 : +49 (0) 21039385930
传真 : +49 (0) 2103/980-222

电话 : +31 (0) 20-654 52 20
传真 : +31 (0) 71-541 35 74

电话 : +86 (21) 8025 7166
传真 : +86 (21) 6107 1771

美国

比利时

英国

韩国

电话 : +(855) 929 5465
客户服务 - #1, 技术支持 #2

电话 : +32 (0) 2 620 06 05
传真 : +32 (0) 2 461 00 23

电话 : +44 (0) 2076 600 025
传真 : +44 (0) 1202 416 198

电话 : +82 (2) 2679 8312
传真 : +82 (2) 2679 9888

墨西哥

西班牙 / 葡萄牙

瑞士

印度

电话 : +52 664 615 8143

americas.custserv@crouzet.com

电话 : +34 (91) 215 80 95
传真 : +34 (93) 484 39 73

电话 : +41 (0) 22 567 57 90
传真 : +41 (0) 62 887 30 40

电话 : +91 (80) 4113 2204/05
传真 : +91 (80) 4113 2206

其他国家

法国

其他国家

东亚与太平洋地区

电话 : +1 (800) 677 5311
传真 : +1 (800) 677 3865

电话 : +33 (0) 475 802 101
传真 : +33 (0) 475 828 900

电话 : +33 (0) 475 802 102
传真 : +33 (0) 475 828 900

电话 : +86 (21) 8025 7177
传真 : +86 (21) 6107 1771

kundenservice@crouzet.com

轨道交通

亚太

klantenservice@crouzet.com

检测, 开关与运动控制解决方案

china@crouzet.com

››特种车辆

americas.custserv@crouzet.com

我们设计并生产
InnoVista Sensors™ 是为自动化系统设计并
生产传感器、控制元件及执行器的全球专家。

americas.custserv@crouzet.com

传感器

控制器

klantenservice@crouzet.com

atencionalcliente@crouzet.com

relationclient@crouzet.com

customer.relation@crouzet.com

kundenservice@crouzet.com

customer.relation@crouzet.com

korea@crouzet.com

india@crouzet.com

eap@crouzet.com

意大利

执行器

凭借公认的专家团队和强劲的创新政策， InnoVista Sensors™ 为全球客户带来高性能解
决方案。
InnoVista Sensors™，作为您可靠而灵变的
合作伙伴，与您一起面对工业挑战，共同发展

欧洲 / 中东 / 非洲

加拿大

americas.custserv@crouzet.com

››轨道交通

高诺斯 (Crouzet) : 您可靠而灵变的合作伙伴, 与您
一起面对工业挑战，共同发展。

InnoVista Sensors™ 率领旗下公司高诺斯
(Crouzet), 为您提供广泛的可靠、高效、定制化
元件, 应用于航空航天及国防、交通运输与工业
等市场。

美洲

电话 : +39 (02) 38 594 099
传真 : +39 (02) 66 599 218

assistenzaclienti@crouzet.com

我们的市场

www.innovistasensor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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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21 年以来, 高诺斯 (Crouzet) 始终致力于设计
与生产, 为自动化系统提供高效的产品, 广泛应用于
航空航天与国防和其他众多工业领域, 专注的特定|
应用如进出控制、轨道交通、核电及工业阀门等。

提醒:

航空航天
& 国防

交通

工业

本目录所载的产品信息纯粹作为信息提供, 不构成陈述、保证或任何形式的合同承诺。Crouzet Automatismes 及其子公司保留在不通知的情况下修改其产品的权利。对于我们产品的任何
特定使用或应用, 都必须进行咨询。买方有责任确定, 特别是通过所有适当的测试以确认产品是否适合应用。除非在产品销售前取得特许协议, 我们的保修政策不适用于任何应用, 我们亦不
承担相关责任, 应用包括: 任何修改、增减; 与其他电气或电子元件、回路或系统、不适合的材料或物质的结合。

www.crouzet.com

www.crouz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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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诺斯 CROUZET 轨道交通行业应用总览
接触器

››市场上较大范围      
››额定范围从 1 mA z 至 16 A / AC 或 DC
››标签终端或引线 / 电缆输出        
››IP40 至 IP69 防护等级
››转换 SPDT 与独立的 NO/NC 电路
››强制断开功能 NC 接触
››提供多种执行器和安装附件                      
››使用寿命可达千万次

司控器

积极参与轨道交
通行业50余年,
高诺斯 Crouzet
已在业内建立良
好的声誉, 作为
一个可靠的安全
关键元件生产
商, 产品适用于
各种车段与部分
固定装置。

   限位开关

受电弓

››稳固的金属外壳
››额定从 1 mA 至 10 A / AC 或 DC
››电缆输出，无卤素要求
››IP66 至 IP69 防护等级
››双断开触点转换 SPDT 独立 NO/NC 电路
››强制断开功能 NC 接触
››提供多种执行器可选                
››使用寿命可达千万次

隔离开关

PBX 是安全开关, 它保证在
短路和/或焊接时, 由于过
电流强制打开数控接触。

紧急手刹

电机

››极致静音 : 35 dBA
››空载状态寿命高达 24,000 小时
››负载状态到达 5,000 小时
››能效提升 80%
››输出功率高达 104W
››IP65, 高达 IP67 & IP69 ( 请联系我们 )

行星
››最大扭矩 120 Nm
››比率 5 至 393

计时器

高效与成本效益

久经考验

› 稳健的产品符合铁路标准与客户特定要求

› 提供全球解决方案, 集检测、开关、运动和远程控制于一身

› 通过与主要参与者的合作, 我们获得了广泛的铁路应用知识|
—阿尔斯通-西门子、庞巴迪、中国中车、富士、日立、康尼、
克诺尔集团、赛雪龙、福斯罗、Wabtec集团…

› 易于集成、低噪音和低振动电机, 降低维护成本
› 遍布全球的欧洲和亚洲生产基地

› 分享最佳经验
› 法国铁路工业 (FIF) & 铁路供应研究所 (RSI) 成员

更多详情

››针对特定应用的大适应能力 (低电流和高电流)
››延长机电寿命

DCmind 有刷与无刷电机

高诺斯 Crouzet 提供全面的直流有刷或
无刷电机与减速箱的组合以满足客户
的特定需求, 并配有易于使用的专用软
件的应用设置。

››单个型号支持从 12 到 240V 的多种电源电压等级
››1 或 2 个继电器输出 8 A, 或更高输出 16 A
››17.5 与 22.5mm DIN 导轨安装或 35mm 嵌入安装
››公认的高质量和可靠性确保仪器的正确运作

控制

安全保障

为什么选择我们的直流电机 ?

逻辑控制器

自动化

产品优势

电线输出|
左边与右边

运动控制

减速箱

站台屏蔽门

底部输出线

››多种组合可选, 大量配件

DCmind 有刷电机

转辙机

双极杠杆 DPDT 接点
配有挂钩

为什么选择我们的 PBX 开关 ?
››超长行程, 安装方便

平行轴
››请联系我们

EN 45545 IEC 61373 EN 50124-1

PBX 开关

››高可靠性

蜗轮
››最大扭矩 10 Nm
››比率 5 至 100

规范

在提升轨道交通行业的安全性上, 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们的机电解决方案采用最新技术
设计, 可提升轨道行业应用安全性。

内联快式终端
››范围可达 600 W ( 额定功率 ) 6 Nm ( 峰值扭矩 )
››集成电子
››易用软件 : DCmind soft + CANopen 专家和应用程序
››CANopen 可选 , 其他通讯协议按需
››编码器分辨率 4096 , 其他编码器按需
››IP54, 高达 IP65, IP67 & IP69 ( 请联系我们 )

辅助坡道

› 量身定制解决方案

| | 轨道交通

创新解决方案 |
提升安全性

DCmind 无刷电机

道闸

› 适用于严苛环境 & 使用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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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开关

开关

列车门

微动开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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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保护板  
››12 至 40 I/O  
››数字和模拟输入
››抗震动
››可在更大环境温度范围下工作 (+70°C)
››通过可移动连接器输出
››IP50 防护等级 ( 连接器 )
››通过标准的 RS DB9 针编程口 232 电缆

››完整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电机 + 减速箱 + 电子控制器)
››可调闭力
››集成安全功能使乘客在紧急情况下快速离开列车
››体积小适用于空间有限的应用
››减少维护

更多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