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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Q-Titan——一流的按钮和指示灯 外形美观 应用灵活

美学和工程学的完美结合

集美观的外形和可靠的应用于一体——伊顿电气的工业设计方案充分体

现了这一特点。

伊顿电气成功推出的RMQ-Titan系列按钮和指示灯进一步完善了这一设

计理念。该系列产品前环为钛的颜色，“Titan”即由此得名。产品不仅

外观时尚，同时在应用方面拥有多种独特的优势。

RMQ-Titan是在世界市场通用的按钮和指示灯，因为它们按照IEC/EN

60947、UL和CE等国际标准制造和检验。高达IP66的防护等级使其适合

各种恶劣的工业应用场合。应用非常灵活。

实用性原则卓有成效

RMQ-Titan的人体工程学设计为日常应用带来便利。按钮造型适合指触

就是其中一例。指示灯配以特别研制的散射镜以保证充分发光。

配装不锈钢螺钉的新型表面安装外壳，防护等级为IP66，可以允许最多6

个按钮和指示灯在最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工作。

RMQ-Titan适用于所有过程监控

不管是在控制屏上，还是在配电柜上，安装RMQ-Titan都可以可靠地发

送信号。

新型的带灯急停开关配有内置的指示灯。这样，即使在黑暗的房间中发

光也非常明显，无需另外安装指示灯。

重要报警可发出警示音来进一步强化。RMQ-Titan的蜂鸣音可发出坚持

而尖利的警示音，来保证险情能被及时发现。

自锁定和弹簧复位——易于转换

所有RMQ-Titan自锁定按钮都可以方便地在侧壁设定自锁定或弹簧复位

功能。这一功能非常实用。比如：在准备阶段，需要反复频启动，但之

后需要保持自锁定状态。当按钮被按下一半时，侧壁可见一金属环，轻

轻一按即可变换功能。

此外，适用于按钮的功能同样也适用于选择开关。开关功能（自锁定和

弹簧复位）以及钥匙取出部位可以根据应用情况随时进行选择。这样，

订货和库存可以显著减少。

符合特殊需求的按钮

在有危险的生产过程中，不仅要求操作人员谨慎操作，同时对操作元件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蘑菇头开关的按钮表面较大，这样就可以

区别于其它操作元件从而更有保障，佩戴手套时也更易操作。钥匙释放

开关可以锁定某些特定功能，只允许特定人员进行控制操作。安装

RMQ-Titan可节约空间，因为RMQ-Titan的安装高度降低了50%。

双位开关在一个安装部位最多可以实现三种功能。比如，可以选择是否

需要内置的指示灯。对于特别恶劣的工业环境条件，按钮可以配置按键

薄膜来隔绝粉尘。按键薄膜的特定造型以及高达IP 67的防护等级使其能

够应用在需要经常清洗的食品工业中。

灵活的安装方式

RMQ-Titan适合22.3mm的标准钻孔。在按钮后部可分两层最多安装六个

触点模块。按钮安装更加平齐，同时安装深度也达到了优化。

通常，采用三种安装方式，即平齐安装、表面安装和后部安装。在表面

安装的外壳里、适配器已经内置于壳体底部。在控制柜内应用时，可以

使用伸缩夹调整在柜内的安装深度。

符号牌和文字标牌可以订制

RMQ-Titan系列的所有标牌、指示灯以及其它按钮标志牌上的符号和文

字都可以订制。

不同于印刷方式，这些符号和文字是通过激光和雕刻技术制作的，会永

久保存。除激光技术以外，按钮标牌也可以采用其它工艺制作。

颜色表示一目了然

清晰的颜色表示取代了冗长的文字说明。按照国际惯例，不同的颜色表

示不同的信号。发光元件和指示灯可以清晰地显示这些颜色，即使在黑

暗中或存在其它干扰光源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为了避免传统的白炽灯泡

发出的黄色光干扰散射镜的颜色，RMQ-Titan的光源采用发光二极管元

件，并且可以选择多种颜色，如红色、颜色、白色和蓝色等。

发光二极管（LED）元件——经济可靠的光源

比较白炽灯泡而言、LED元件所需电流小，因此产生的热量也小。白炽

灯泡有细小的灯丝，用过一段时间后可能会烧断或因外力振动而折断。

LED元件则不会这样。事实上，LED元件是完全防振的，并且可以连续运

行100000小时而不会丢失信号。LED元件不存在突然失效的可能，从而

可以实现设备的最佳监控。

11.5年运行不间断——一劳永逸的选择

1 0 0 0 0 0 小 时 的 连 续 运 行 相 当 于 1 1 . 5 年 的 不 间 断 工 作 。 这 以 后 ，

RMQ-Titan的LED元件还不会完全停止发光，而只是发光强度减半。这

样，就避免了更换灯泡以及布线繁琐工作。订货也大为简化，因为LED

元件和灯座是作为一个单元供货的。产品提供2种电压范围：18-30V 

AC/DC和85-264V AC，可以覆盖所有的基本应用。这样，备件的库存需

求大为降低。

自由锁定变为弹簧复位再变为锁定。

设定非常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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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和指示灯RMQ-Titan
急停按钮头，附件

文字可定制

可定制标牌

旋转复位，机械位置指示
M22-PVT45P-MPI
121463
M22-PVT60P-MPI
121465

M22-PVT45P
121462
M22-PVT60P
121464

M22-PVLT45P
121460
M22-PVLT60P
121461

M22-PVS45P-MS*
121470
M22-PVS60P-MS*
121471

M22-PVS45P-MS1
121468
M22-PVS60P-MS1
121469
M22-PVS45P-RS
121466
M22-PVS60P-RS
12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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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杆头，旋钮头，４位按钮头，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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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2-R*-*
263371
M22-R*-*-RH
288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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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482

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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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和指示灯RMQ-Titan
外形尺寸

操作和信号指示元件 钥匙释放急停按钮头

前部固定(平齐安装)

按钮和指示灯，带M22-TC伸缩架和M22-TCV延长元件

按钮头

选择按钮头

指示灯头

一体式指示灯、发声器 电位器

带灯按钮头 蘑菇形按钮头

钥匙操作按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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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800-988-1203
工作时间：09:00-17:00（周一至周五）
技术服务邮箱：TechCareCPCD@Eaton.com

伊顿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动力管理公司，2014年销售额达226亿美元。
伊顿致力于提供各种节能高效的解决方案，以帮助客户更有效、更
安全、更具可持续性地管理电力、流体动力和机械动力。伊顿在全
球拥有约10.2万名员工，产品销往超过175个国家和地区。如需更多
信息，敬请访问公司中文网站www.eaton.com.cn/elect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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