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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和标准

MAT2型安全地毯保护装置符合下列标准的要求

 欧盟指令

机械安全指令 2006/42/EC

EMC 指令 2014/30/EU

 欧洲标准

EN 13849-1、EN 61326-1

 国际标准

ISO 13856-1 、ISO 13849-1

 国家标准

GB/T 17454.1

责任权限

本公司不对以任何方式与产品相关的特殊、非直接或因果性损坏

或商业利润损失承担法律责任，除非产品订购合同中明确规定了以相

关法律法规为基础的此类责任。

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对任何行为的责任不应超过所涉及产品的

单价。本公司只针对产品在被正确的操作、储藏、安装和维护的条件

下所出现的质量问题进行维护和更换。经公司技术人员检测确认符合

以上条件且产品没有受到污染、滥用、误用或不当的改造或维修，我

公司将按产品订购合同的规定为使用客户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

在该产品用于特殊用途时，本公司不对其适用性做出任何承诺，

用户根据需要自行决定是否使用。对于用于特殊用途的情况，本公司

不做任何质量保证。如果未按本说明书中提供的产品规格正确使用，

或擅自对产品进行改造，本公司将不对产品的功能和性能进行任何保

证。

安全注意事项
本说明书中的以下特殊信息，用来警告潜在的危险或提示对一些

用来阐明或简化某一程序的信息加以注意。

安全警示标志，用以警告潜在的人身伤害危险，请务必遵从所有

带有此标志的安全信息，以避免可能的伤害。

警告

这是安全警示标志；标志内容非常重要。

作业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标志提示的安全信息，避免可能发生的人身伤害。

注意

这是关键信息提示标志；标志内容很重要。

作业人员必须了解并按内容要求严格执行，避免可能出现意外的安全事件。

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注意

 使用该产品前，仔细阅读本手册，了解安装程序，操作检查程序，维护程序。

 安全地毯保护装置应当由专业人员进行安装、检修和保养。专业人员是指经

过专业培训并取得认可资格的人员，或者有着丰富的知识、培训和经验且已

经被认定拥有解决此类问题能力的人员。

 控制输出不应超出额定值。

 不可摔落该产品。

 产品使用时应符合当地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标准和法律法规。

1 产品介绍

1.1 产品概述
安全地毯是一种兼顾作业区域适用性的安全解决方案，通过在其

它传感器无法保护的区域准确设置安全地毯，现场安全性能将大幅提

升。MAT2 型安全地毯的典型应用场合包括：焊接机器人、橡塑机械、

装配机械、材料处理、包装机械、冲压机械、压力机械、汽车制造、

钢铁冶金等工业领域。

1.2 系统组成

安全地毯保护装置由安全地毯、控制器、铝合金压边、传输线

缆组成。工作示意图如下。

1.3 规格型号

整机规格型号：

注：CSRMF 仅提供“2O”输出形式，SC6 仅提供“OC”输出形式。

安全地毯规格型号

注：单块最小尺寸：250x250mm ，单块最大尺寸：2000x1000mm

长宽方向分别以 10mm 为基本单位增减

控制器规格型号

2技术参数

安全地毯

执行标准 GB/T 17454.1 / ISO 13856-1

检测方式 压力传感方式

检测质量 30Kg 以上

最大允许负载 2000N

机械寿命 不低于 100 万次

材质 丁腈橡胶

质量 约 14.5Kg/ ㎡

尺寸范围

长度方向尺寸范围（250mm-2000mm），宽度方向尺寸

范围（250mm-1000mm）；长宽方向分别以 10mm 为基

本单位增减

尺寸说明 1. 选型时的尺寸均为纯安全地毯尺寸

2. 安全地毯在安装时四周要用铝合金压边（铝合金压

边的宽度为 45mm）来固定，因此实际安装好以后长宽

方向各增加 90mm

安装方式
水泥地面建议用 M6×60 膨胀螺钉；钢板地面建议用

M6×20 内六角圆柱头螺钉

配套控制器 CSRMF 型控制器 SC6 型控制器

控制器电气特性

规格型号 CSRMF-2O SC6-OC

电源电压 DC24V±10%

整机功耗 ≤3W

响应时间 ≤20ms

安全输出 2 常开无源触点输出
1 常开和 1 常闭无源触

点输出

触点容量 5A,250VAC/5A,24VDC

外形尺寸（单位：mm）

110×100×24（采用免锁

螺丝可封插式端子台时尺

寸为 110×115×24）

155.5×142.5×32.5

环境特性

环境温度
工作 -10℃～55℃(无结霜及凝雾)

存储 -40℃～70℃

环境湿度
工作 35%RH～85%RH

存储 35%RH～95%RH

防护等级 IP65

抗振动能力
频率 10～55Hz；振幅 0.35±0.05mm；扫描次数：三轴，

每轴 20 次

抗碰撞能力
加速度 10g；脉冲持续时间：16ms；碰撞次数：三轴，

每轴 1000±10 次

3 外观信息

3.1 安全地毯外观信息



3.2 控制器外观信息

CSRMF 型控制器

SC6 型控制器

CSRMF 型控制器

LED 指示灯 信号含义 接线说明

POWER 黄色 电源上电后亮，断电时灯灭

ERR 红色 安全地毯故障时亮

ON 绿色 继电器吸合后灯亮

OFF 红色 继电器释放后灯亮

SC6 型控制器

POWER 红色 电源上电后亮，断电时灯灭

ERR 红色 1~6 路安全地毯故障时

状态 绿色 1~6 路安全地毯正常无踩踏时亮

抑制 黄色 1~6 路该路抑制时灯亮

输出 绿色 输出继电器吸合后灯亮

4 安全距离

最小安全距离的计算

ISO 13855(EN999) 标准中提供了下列公式来计算安装在地板上的安

全地毯所需的最小安全距离：

S=(1,600×T)+1,200mm

其中，S 表示最小安全距离（单位：mm）；系数 1,600 表示标准通过

速度 1,600mm/s；T 表示停机所需的总时间；系数 1,200mm 为步伐加

上手臂长度。

总停机时间由两部分组成：

T=t1+t2

t1: 从检测设备启动到控制设备输出置 OFF 所需的最长响应时间

（安全地毯为 20ms）。

t2: 机器响应时间，也就是接收到安全地毯系统的输出信号后使机器

停止运转或排除危险所需的时间。

公式中必须使用最坏情况下对应的机器响应时间 (t2)。实际响应时

间因所用机器类型、运行模式、加工品类型、控制周期中收到停机信

号的 位置等诸多因素而异。若存在刹车磨损等其它影响响应时间的

因素，也必须将其纳入考量范围。

计算示例

本例中，安全地毯与实测最慢响应时间为 0.5s 的机器一起使用。

T=t1+t2=20ms+500ms=520ms=0.52s

S=(1,600×0.52)+1,200mm=832+1,200mm=2,032mm

因此，安全地毯的安装位置距离危险源应至少为 2,032mm。

注：安全地毯压边和拐角部分不应包含在安全地毯的检测区域内，

请勿将其计入安全距离中。

5 外形尺寸

尺寸 : A=长，B=宽，特殊尺寸可定做。

边框尺寸为 45mm，型号订制尺寸不含边框。

压边

拐角

6 安装尺寸

6.1 安全地毯

6.2 SC6 型控制器安装尺寸

7接线

7.1 安全地毯接线
安全地毯通过白黑蓝棕四根电缆实现连接，多块安全地毯可以

连接在一起实现更大区域的保护。MAT2 型安全地毯分别可以从下图

1234 拐角处出线。铝合金压边内部留有专门布线的线槽。

7.2 CSRMF 型控制器接线

7.3 SC6 型控制器接线

警告

 必须在断电的情况下接线。

 控制器的各信号线不能连接到输出电压高于其额定电压的信号上。

 控制器的工作电源不应超出其额定工作电压，否则可能影响其稳定性。

 在明确所有导线的信号定义后正确进行接线。

 进行电气布线时，务必遵循产品使用国家或地区的有关电气规范、法

规、规章以及法律。

注意

严禁带电插拔控制器的插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