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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ak® MD
不惧严苛工况的高功率密度智能直线执行器

关注我们

新品！现在还可提供CANopen CAN总线控制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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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ak® MD – 外形紧凑，性能卓越

先进的板载控制

采用模块化板载控制理念，应用前景广泛，

例如简易开/关、带或不带位置反馈的低电

平开关以及CAN总线选项等，实现对执行器

的全面控制。

• 无论采用何种控制选项，执行器外壳和

性能均保持不变

• 基本控制选项支持脉冲宽度调制 (PWM) 速
度控制

• 通过电磁兼容性  (EMC) 测试，确保安全 
运行

• 采用与Electrak HD相同的成熟可靠控制设计

不惧严苛工况

融合Thomson数十年来高端执行器生产经验

和专业知识，并通过我们历经多年开发的

Thomson测试标准的广泛测试，能满足任何

客户的高规格要求。

• 宽工作温度范围（-40至85°C）
• 500小时盐雾测试

• IP69K/IP66防护等级

• 高抗冲击和抗振动性能

Electrak MD是一款先进的电动直线执行器，承袭其较大的家族产品

Electrak HD的成熟架构。该智能执行器尺寸虽小，但性能不凡，可在

严苛环境下可靠运行而无需保养维护。



3

Electrak® MD

www.thomsonlinear.com.cn

卓越的功率密度

Electrak MD充分证明了不能“以貌取人”。

虽然尺寸小，质量轻，但其性能却可比肩更

大更重的型号。

•  整体尺寸小，但功能强大

• 负载能力高达2 kN
• 速度高达45 mm/s

其他功能

• 集成电气连接器

• 内置防旋转机制

• 灵活的适配器方向

• 免维护

强大
坚固

智能



4 www.thomsonlinear.com.cn

从基础到先进的板载控制

从提供基础控制能力进行简单驱动，到作为高级控制器来替代外部

继电器和限位开关或提供位置反馈，再到带全面CAN总线控制能力的

顶级控制器，控制能力多种多样，可以轻松完成几年前无法想象的 
动作。

基础控制

该控制层级可选择带或不带电位计反馈的内

置行程末端限位开关。另外，还支持PWM电

机速度控制，非常适合某些特定应用。

电子监测套件 – 智能驱动的骨干

下一控制层级由可选的电子监测套件来提

供，这使得执行器实现更好的控制和状态 
监控。

EMCS – 智能驱动的大脑

最高控制层级由E lec t rak模块化控制系统 
(EMCS) 提供，可在电子监测套件的基础上增

加额外功能，包括从低电平开关和位置反馈

到总线通信等。

总线通信

Electrak MD支持J1939 CAN和CANopen总线通 
信，可对执行器运行状况进行全面监控。

另外，还允许仅使用2根芯线协调多个执行

器，精简电缆数量和布线。

骨干

电子监测套件确保安全可靠的运行。在检测到异常状况之

前始终在后台安静运行。

神经系统

支持从最简单的专用输入输出通

信方式到最高级的总线通信。总

线通信仅需2根芯线即可实现控

制器/计算机与多个执行器间的

实时对话。

大脑

我们不仅提供一种“大脑”。相反，利用EMCS系统，可以

在电子监测套件的基础上根据特定任务量身定制一系列不

同的控制系统。



5

Electrak® MD

www.thomsonlinear.com.cn

电子监测套件

控制选项EXX：电子监测套件

该套件具有以下标准功能：

• 电流监测 
这是一项重要的安全功能，可在发生过载时关闭执行器，从而无需传统的机械离合器。

• 电压和温度监测 
通过持续监测来保护执行器，当超出正常范围时执行器运动停止。

• 温度补偿 
确保在较低温度下正常运行而不跳脱，大幅提升生产效率。

• 负载跳脱点校准 
组装时，对每个执行器单独校准，确保过载跳脱点的可重复性。

• 内置行程末端限位开关 
内置于所有规格，确保顺畅、可重复的操作，并保护所连接的设备和执行器。

• 行程末端动态制动 
快速制动，减少了行程末端的惯性滑行，提高了可重复性。

基本控制

控制选项XXX：内置行程末端限位开关

内置于执行器，确保顺畅、可重复的操作，并保护所连接的设备和执行器。

控制选项XXP：内置行程末端限位开关 + 模拟位置输出

内置行程末端限位开关与高质量电位计组合使用，提供位置和方向反馈电压信号。

EMCS附加选项

控制选项CNO：CANopen总线

在电子监测套件中增加CANopen总线功能，可在已有的CANopen网络上实现即插即用连接。

控制选项CNO：J1939 CAN总线

在电子监测套件中增加J1939 CAN总线功能，可在已有的J1939网络上实现即插即用连接。

控制选项EXP：模拟位置输出

在电子监测套件中增加一个高质量电位计，提供位置和方向反馈电压信号。

控制选项LXX：低电平开关

在电子监测套件中增加执行器运动控制输入，可提高安全性、节能性，并带有自动睡眠功能，并通过使用弱电流 (< 22 mA)  
信号控制运动方向来简化设计。此外，其软启动功能还可改善运动曲线的平滑度，并降低典型电机浪涌电流。

控制选项LXP：低电平开关 + 模拟位置输出

在电子监测套件中同时增加执行器运动和电位计反馈的控制输入。

控制选项LLX和LLP：低电平开关+行程末端指示输出 (LLX) + 模拟位置输出 (LLP)
选项LLX相对于选项LXX额外增加了行程末端指示输出（伸缩管完全缩回和完全伸出）功能；LLP与此类似，并且额外增加

了用于位置和方向反馈的电位计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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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集成板载电子提高可控性

Electrak® MD执行器采用板载电子取代外部控制器，从而简化整体系统

的设计并减小尺寸。例如，低电平开关可以替代继电器设置，而内置

限位开关或电位计反馈则可消除对复杂且敏感的外部传感器的需求。

降低复杂度并加快安装速度

使用板载控制选项有利于简化整体系统。现

在，无需过多的控制盒、外部传感器或编程

需求，即可满足您的应用要求。

让Electrak MD替您监测

为了确保峰值性能，Electrak MD可以进行电

流、电压和温度监测。根据控制选项类型的

不同，该执行器还可避免停转并回传伸缩管

的位置。

始终如一的紧凑封装

无论使用何种控制选项，Electrak MD都保持

相同的外部尺寸和模块化线束。即使增减控

制选项，用户也不必担心尺寸变化问题。

提升应用的智能化水平

智能执行器尽量内部完成一切工作，消除了

对外部电缆、控制器、传感器和控制盒的需

要。更可喜的是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能大

幅压缩工程开发、安装和维护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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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控制器VS 智能系统

基本系统

每个执行器都由主机单独控制。通过使用控制盒、开关、传感器和位置反馈设备，主机可控

制并追踪每个执行器。

智能总线通信系统

所有执行器都通过一根总线与主机控制器会话，并按照指令独立工作并实时报告。

电力线路
控制信号
位置反馈信号
总线通信

电源 主机控制器控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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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身材，大能量

尽管外壳比铅笔还短，但却具有卓越的功率密度。其负载能力高达

2000 N (450 lbs)，可在许多应用中替代油缸和气缸使用。

小巧却强大

Electrak MD是一款颠覆性产品。它适应狭小

空间，但性能依然强劲，适合其他型号由于

过大或过弱而无法胜任的应用场合。与同尺

寸竞品相比，其行程更长，效率更高。总而

言之，Electrak MD开辟了更广泛的电气驱动

应用空间。

电动的优点

从液压或气动执行器转向使用电动执行器的

原因非常广泛，包括：

• 更简单且更好的可控性

• 免维护

• 能效高

• 运行更清洁、更安静

• 规格更小，复杂度更低

• 电动使用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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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密度对比

THOMSON
ELECTRAK MD

电动直线 
执行器竞品A

电动直线 
执行器竞品B

气缸系统

油缸系统

设备厂商正在想方设法减小总体占地面积并

增加功能性，使得Electrak MD这类高功率密

度、高智能化水平的紧凑组件日益流行。其

他电动执行器品牌无法达到Electrak MD的封

装和功率水平，而气动和液压型号则需要更

大的占地面积才能满足功率要求。MD功率

密度高、即插即用且不惧苛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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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许失效

Electrak® MD专为严苛应用而设计，不惧泥垢、污垢、粉尘、雨水和冰

雪等各种环境条件。Thomson测试标准是我们长期满足严苛应用需求

的经验结晶，也是我们贯彻质量承诺的重要法宝。

Withstands dirt, water, 
fertilizers, acids and oils

在极端环境中游刃有余

执行器的恶劣工作场合包括农场、建筑工

地、肮脏的道路和茂密的森林等，导致执行

器长期暴露于泥泞、腐蚀性化学品、过热、

过冷、浸泡、振动和冲击负载等多种极端

工况，往往承受多方面的考验。但对Electrak 
MD而言则是小菜一碟。

稳如磐石

防护等级 (IP) 定义了电气产品的防水防尘性 
能。高 IP防护等级确保了执行器可以在脏

污、潮湿的环境下工作。Electrak MD通过了 
IP69K静态和IP66动态测试，这些是带运动部

件的电气产品所能实现的最高防护等级。 
Electrak MD还通过了500小时的盐雾测试，工

作环境温度达-40至85°C（-40至185°F）。

Thomson测试标准

该标准满足并超出了市场上严格的OEM机械

和电子组件测试要求，可保证Electrak MD适
应严苛的环境条件。



11

Electrak® MD

www.thomsonlinear.com.cn

Electrak MD额定值和测试

IP69K/IP67静态

尘密，静止时可防近距离高压高温喷水。

IP66动态

尘密，在运动时可防各个方向的强力喷射水流。

盐雾防护

通过了500小时烟雾测试。

温度限制

通过了人工气候室测试，确保在-40至85°C（-40至185°F） 
的温度下正常运行。

EMC测试

全面的EMC测试确保电磁辐射和抗扰度均处在安全范 
围内。

抗冲击

Electrak MD已成功通过针对随机振动、运行冲击和跌落的

标准化测试。

材料

采用电镀铝外壳、硬质铝套管和不锈钢伸缩管，确保防 
腐蚀。

质量控制和测试

每台Electrak MD都在整个制造过程中进行过质量控制，并

在出厂前经过全面的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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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皆修

行业领先的板载控制

从基本控制选项到电子监测套件，再到EMCS选项，供您随

意挑选。

1 模块化印刷电路板

2 内置行程末端限位开关

3 位置反馈电位计

1

2

3

13

10

11 9

6

Electrak® MD没有辱没我们作为电动直线执行器技术领导者的声誉。其

材料和工艺经过Thomson工程师层层甄选，至臻一流。让我们一起深

入了解Electrak MD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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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14

12

无与伦比的环境防护能力

Electrak MD经过专门测试，可满足并超出当今市场上最严格的OEM机械和电

子组件验收测试要求。

10 IP69K/IP66防护等级 13 宽工作温度范围

11 不锈钢伸缩管 14 硬质阳极氧化铝套管

12 500小时盐雾测试 电镀铝外壳

优异性能

更高的功率和更长的行程，使之适用于其他同类产品所无法企及的应用。

4 稳固的IP67连接器 7 紧凑设计

5 标准防旋转功能 8 强大、可靠且运行平稳的电机

6 高质量自锁Acme梯形丝杠 9

1

4

 9 12

10 13

1411

7

5 8

6

2

8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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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 智能物流

Electrak® MD执行器非常适合空间狭小的移动型轻载电动应用，例如AGV 
和物流运输车等。这些应用难以使用大型执行器，并且几乎不可能使

用气动或液压执行器。另外，该执行器还适合用于控制物料流以及进

给/排空机器或货架的设备。

可靠性

Electrak MD无需维护且使用寿命长。由于通

过了EMC测试，不会对工厂的其他设备造成

干扰。凭借自监测和EMCS功能，Electrak MD
还可以实现实时监测和控制。

可控性

Electrak MD提供广泛的板载控制选项，方便 
您根据需要精准选择。无论是需要使用简易

的切换开关来移动执行器，需要位置反馈 
还是CAN总线通信，Electrak MD都能满足您的 
需求。

功率

Electrak MD虽然外形小巧，但负载能力却高

达2 kN，能够相对快速地移动负载，从而轻

松用于安装空间有限的移动应用。与同等性

能的执行器相比，Electrak MD质量更轻、规

格更小，在使用电池供电的移动应用中优势

尤为明显，可减少充电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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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供电改善移动性

大多数室内移动设备都使用电机驱动，因此

电池是其主要动力来源。使用其他动力则会

带来各种不利，例如更大的重量、更高的

复杂度以及更低的效率和可控性等。Electrak 
MD提供12或24 Vdc电源型号，可轻松连接至

其他控制设备，且自始至终都围绕提高移动

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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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 智能包装

为了完成不同尺寸的包装，现代包装机械需要能够快速设置并轻松调

整。这类应用通常占空比要求低，但必须在运动和停止时能轻松控制

并保持位置。Electrak® MD性能稳定可靠，耐受各种天气条件且带板载

控制器，是这类应用的理想选择。

外湿内干

食品饮料行业包装设备的组件必须耐受潮湿

工作条件。由于可能同时采用高压水和蒸

汽，清洁工艺尤其难以应对。Electrak MD可
以毫无问题地用于这些条件，并可在运行过

程中进行冲洗，从而提升效率。

长期可靠

Electrak MD按照执行器领域的苛刻测试方

案——Thomson测试标准，通过了严苛条件

下的4万次循环测试。因此，Thomson工程师

可以自豪地宣称Electrak MD是执行器耐用性

方面的巅峰之作。

小而强大

Electrak MD可处理高达2000 N (450 lbs) 的负

载，因此非常适合替代气动或液压型号。事

实上，Electrak MD还具有卓越的功率密度，

无需对设备进行任何大幅改动，即可用于现

有应用。在大多时候，Electrak MD都能轻松

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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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

包装机械通常会大量使用气缸或油缸，因此

功耗可能很大。为了保持位置或负载，缸体

通常需要连续运行。利用电动执行器，则无

需浪费能源来保持位置或负载，因为这些组

件是自锁定的。Electrak MD采用高能效设

计，电流消耗低，在执行相同工作时，能耗

成本远低于性能相当的气缸。对于需要电力

来运行板载控制器的CAN总线型号而言，其

内置睡眠模式，可在空载时降低功耗。



18 www.thomsonlinear.com.cn

应用 – 智能农业、园艺和景观设计

Electrak® MD融合了我们为市场开发高质量非公路移动型执行器的一贯 
承诺。凭借智能控制器、低能耗和强大性能，该执行器可实现对种

子、水和肥料的高效使用以及更精确的耕作、疏伐和收获，并改善人

体工程学、安全性和燃料成本。

精细农作

智能执行器可实现更精确的功能控制，从而

在相同或更少的工作量下提高产量并减少

肥料、种子和水的使用量，进而降低成本

及对环境的影响。通过总线系统进行数据测

量和记录，可根据读数和历史数据进行即时 
调整。

抵御自然环境

Electrak MD经过广泛测试，几乎不惧任何环

境条件。无论是热带还是寒带温度，抑或是

水、污垢或农业领域常见的化学品，Electrak 
MD都能从容应对。在工作完成后，只需使

用高压水冲洗，Electrak MD就能焕然一新，

应对下一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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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和景观设计

园艺和景观设计对执行器的要求类似，但所

使用的车辆通常更小、更轻、更安静，适用

于住宅区域。凭借紧凑的尺寸、强大的功能

和稳定的性能，Electrak MD非常适合用于 
这些车辆，并为电动驱动开辟了全新应用 
可能。

定制

Thomson拥有成功而悠久的执行器定制历

史。在过去数十年，我们已经定制了数千种

执行器，因此很可能已经有适合您需求的现

成解决方案。除了常规的行程和连接器定制

外，我们还提供电机、控制器、控制软件、

安装支架、电源电压、测试方案等定制选项

或组合。事实上，我们许多标准产品都源自

于定制项目。

Thomson – 非公路车辆应用专家

Thomson自1967年起就开始制造电动执行器，

并且这些执行器都经过专门设计，满足非公

路车辆市场的要求。虽然我们扩大并完善了

执行器业务，但在50多年后的今天，非公路

车辆市场仍是我们的业务重心。我们认为，

如果执行器能在非公路车辆市场取得成功，

那么它在其他领域也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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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点

Electrak® MD – Thomson的新型紧凑型电动直

线执行器

•	 卓越的功率密度

• 板载控制器，包括SAE J1939 CAN和CANopen 
CAN总线的版本

• 适用于从气动和液压应用转换到电动应用

• 经过专门设计和测试，满足严苛的环境

要求

• 性能可靠，免维护

通用规格

丝杠类型 Acme梯形丝杠

螺母类型 梯形螺母

手动操作 否

防旋转 是

静态负载保持止动 否（自锁定）

电气连接 带飞线的电缆

符合认证 CE, RoHs, REACH, ISO 13766

可选功能

机械选项 多个电缆长度选项

可选适配器方向

控制选项
（参见第26页）

行程末端限位开关

模拟位置反馈

低电平信号电机开关

SAE J1939 CAN总线

CANopen CAN总线

控制选项安全功能

控制选项

安全功能 XXX XXP EXX EXP LXX LXP CNO COO

动态制动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程末端保护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过载保护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温度监测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温度补偿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电压监测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WM电压兼容性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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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机械规格

最大静态和动态负载 (Fx)  
  MDxxA025
  MDxxA050
  MDxxA100
  MDxxA200

[N (lbs)
250 (56)

500 (112)
1000 (225)
2000 (450)

速度 @ 空载/满载                           [mm/s (in/s)] 
  MDxxA025
  MDxxA050
  MDxxA100
  MDxxA200

52/43.8 (2.04/1.72)
28/18.5 (1.1/0.73)

14.5/11 (0.57/0.43)
7/5.4 (0.28/0.21)

最小订购行程 [mm] 50

最大订购行程 [mm] 300

订购行程增量 [mm] 50

工作温度范围 [°C (F)] - 40 – 85 (- 40 – 185)

满载占空比 @ 25 °C (77 °F) [%] 25

最大轴向间隙 [mm (in)] 1.2 (0.047)

限制力矩 [Nm (lbs)] 0

防护等级 – 静态 IP67/IP69K

防护等级 – 动态 IP66

耐盐雾 [h] 500

电气规格

可用输入电压 [Vdc] 12, 24

输入电压容差
  MD12（12 Vdc输入电压）
  MD24（24 Vdc输入电压）

[Vdc]
9 - 16
18 - 32

电流消耗 @ 空载/满载
   MD12A025
   MD24A025
   MD12A050
   MD24A050
   MD12A100
   MD24A100
   MD12A200
   MD24A200

[A]
1.2/5.2
0.6/2.6
1.4/6.2
0.7/3.1
1.2/5.2
0.6/2.6
1.4/6.2
0.7/3.1

电机导线截面积 [mm2 (AWG)] 0.75 (18)

信号导线截面积 [mm2 (AWG)] 0.35 (22)

标准电缆长度 [mm (in)] 300 (11.81) or 
1000 (39.37)

电缆直径 [mm (in)] 7.5 (0.3)

执行器重量 [kg (lb)]
订购行程 (S) [mm]

50 100 150 200 250 300

1.1 (2.4) 1.2 (2.6) 1.3 (2.8) 1.4 (3.1) 1.5 (3.3) 1.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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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订购

订购代码

1 2 3 4 5 6 7 8 9

MD12 A025- 0300 XXX 2 N N S D

1. 型号和输入电压
MD12 = Electrak MD, 12 Vdc
MD24 = Electrak MD, 24 Vdc

2. 丝杠类型，动态负载能力
A025- = Acme梯形丝杠，250 N (56 lbs)
A050- = Acme梯形丝杠，500 N (112 lbs)
A100- = Acme梯形丝杠，1000 N (225 lbs)
A200- = Acme梯形丝杠，2000 N (450 lbs)

3. 订购行程 (1)

0050 = 50 mm
0100 = 100 mm
0150 = 150 mm
0200 = 200 mm
0250 = 250 mm
0300 = 300 mm

4. Electrak模块化控制系统选型
XXX = 内置行程末端限位开关
XXP = XXX + 模拟（电位计）位置输出
EXX = 电子监测套件
EXP = EXX + 模拟（电位计）位置输出
LXX = EXX + 低电平信号电机开关
LLX = LXX + 行程末端指示输出
LXP = LXX + 模拟（电位计）位置输出
LLP = LXP + 行程末端指示输出
CNO = EXX + J1939 CAN总线 + 开环速度控制
COO = EXX + CANopen总线 + 开环速度控制

5. 线束选项
1 = 0.3 m长电缆，带飞线
2 = 1 m长电缆，带飞线

6. 后部适配器选项
N = 10 mm引脚叉状十字孔

7. 前部适配器选项
N = 10 mm引脚叉状十字孔

8. 适配器方向
S = 标准
M = 90 ° 扭转

9. 连接器选项
D = 飞线

(1) 根据要求也可提供其他行程。请联系客服部门

订购须知提供了所有可选产品型号的快速概览。产品选型时应仔细考虑应用的

具体细节，包括负载、速度和控制选项要求以及应用环境和必需附件等。如

需了解其他技术资源和选项，请联系Thomson客服部门或访问www.thomsonlinear.
com/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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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尺寸 投影

mm [inch]

注意：图示所有适配器均为标准方向。

订购行程 (S)、总长度 (Ltot) 和缩回长度 (A) 关系

标准订购行程 (S) [mm] 50, 100, 150, 200, 250, 300

总长度 (Ltot) [mm] Ltot = A + 23.4

缩回长度 (A) [mm] A = S + 133.2

性能曲线图
负载 – 电流关系图负载 – 速度关系图

动态负载能力

250 N (56 lbs)
500 N (112 lbs)

1000 N (225 lbs) 
2000 N (450 lbs)

注意！性能曲线图在21°C (70°F) 环境温度下得到。不同环境温度和执行器特性可能会造成数据略微差异。

速
度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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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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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选项

控制选项XXX
执行器电源电压
  MD12
  MD24

[Vdc]
9 - 16
18 - 32

执行器电流消耗 [A] 参见第23页

F 熔断器

S1  双刀双掷开关

使用控制选项XXX时，电机电压的极性通过

客户提供的开关（开关、继电器等）切换，

使执行器伸出或缩回。由于带内置行程末端

限位开关，当执行达到行程末端时会自动停

止。开关、电源、接线和所有其他组件都必

须能承受执行器型号对应的电机电流、所使

用的负载以及浪涌电流（高达满载时最大持

续电流的3倍，持续150毫秒）。 F 熔断器

S1  双刀双掷开关

控制选项XXP与选项XXX工作方式相同，但带

有模拟（电位计）输出，可提供伸缩管位置

反馈。

红

黑

控制选项XXP
执行器电源电压
  MD12
  MD24

[Vdc]
9 - 16
18 - 32

执行器电流消耗 [A] 参见第23页

电位计类型 绕线

电位计最大输入电压 [Vdc] 32

电位计最大功率 [W] 1

电位计线性度 [%] ± 0.25

电位计输出分辨率
   MDxxA025，所有行程
   MDxxA100，所有行程
   MDxxA050，50 – 250 mm行程
   MDxxA200，50 – 250 mm行程
   MDxxA050，300 mm行程
   MDxxA200，300 mm行程

[ohm/mm]
16.67
16.67
33.33
33.33
16.67
16.67

未使用

未使用

+ Vdc

- Vdc

电位计输出

白

蓝

橙

紫

棕

灰

红/白

黑/白

红

黑

白

蓝

橙

紫

棕

灰

红/白

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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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选项EXX
执行器电源电压
 MD12
 MD24

[Vdc]
9 - 16

18 - 32

执行器电流消耗 [A] 参见第23页

F 熔断器

S1  双刀双掷开关

控制选项EXX包含第6页所述的所有基本电子

监测套件的功能，可确保执行器和设备的

安全运行。使用控制选项EXX时，电机电压

的极性通过客户提供的开关（开关、继电

器等）切换，使执行器伸出或缩回。开关、

电源、接线和所有其他组件都必须能承受执

行器型号对应的电机电流、所使用的负载以

及浪涌电流（高达满载时最大持续电流的3
倍，持续150毫秒）。

控制选项EXP
执行器电源电压
  MD12
  MD24

[Vdc]
9 - 16
18 - 32

执行器电流消耗 [A] 参见第23页

电位计类型 绕线

电位计最大输入电压 [Vdc] 32

电位计最大功率 [W] 1

电位计线性度 [%] ± 0.25

电位计输出分辨率
   MDxxA025，所有行程
   MDxxA100，所有行程
   MDxxA050，50 – 250 mm行程
   MDxxA200，50 – 250 mm行程
   MDxxA050，300 mm行程
   MDxxA200，300 mm行程

[ohm/mm]
16.67
16.67
33.33
33.33
16.67
16.67

F 熔断器 
S1  双刀双掷开关 

控制选项EXP与选项EXX工作方式相同，但带

有模拟（电位计）输出，可提供伸缩管位置

反馈。

未使用

未使用

+ Vdc

- Vdc

电位计输出

红

黑

红

黑

白

蓝

橙

紫

棕

灰

红/白

黑/白

白

蓝

橙

紫

棕

灰

红/白

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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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选项

控制选项LXX
执行器电源电压
  MD12
  MD24

[Vdc]
9 - 16
18 - 32

执行器电流消耗 [A] 参见第23页

伸出 / 缩回输入电压 [Vdc] 9 - 32

伸出 / 缩回输入电流 [mA] 6 - 22

控制选项LLX
执行器电源电压
  MD12
  MD24

[Vdc]
9 - 16
18 - 32

执行器电流消耗 [A] 参见第23页

伸出 / 缩回输入电压 [Vdc] 9 - 32

伸出 / 缩回输入电流 [mA] 6 - 22

行程末端输出最大电压 [Vdc]  32

行程末端输出最大电流 [mA] 25

F 熔断器

S1 伸出开关

S2  缩回开关

控制选项LXX具有EXX控制选项所包含的所有

基本电子监测套件的功能，但电机电压的极

性通过板载控制器切换。客户提供的用于命

令直线执行器伸长或缩短的开关，只需处理

低电平信号。然而，执行器电源和接线必须

能承受执行器型号对应的电机电流、所使用

的负载以及浪涌电流（高达满载时最大持续

电流的1.5倍，持续150毫秒）。

F 熔断器
S1 伸出开关
S2  缩回开关
R1 上拉电阻
R2 上拉电阻

控制选项LLX与LXX的工作方式相同，但还有 
2路行程末端指示输出，可在执行器完全伸

出或缩回时提供相应信号。由于这些输出属

于灌电流集电极开路输出，因此各需要1个
外部上拉电阻才能有效工作。

未使用

未使用

完全伸出
指示输出

完全缩回
指示输出未使用

未使用

 ext/ret + Vdc

 ext/ret + Vdc- Vdc

- Vdc

红

黑

红

黑

白

蓝

橙

紫

棕

灰

红/白

黑/白

白

蓝

橙

紫

棕

灰

红/白

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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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选项LXP
执行器电源电压
  MD12
  MD24

[Vdc]
9 - 16

18 - 32

执行器电流消耗 [A] 参见第23页

电位计类型 绕线 

电位计最大输入电压 [Vdc] 32

电位计最大功率 [W] 1

电位计线性度 [%] ± 0.25

电位计输出分辨率
   MDxxA025，所有行程
   MDxxA100，所有行程
   MDxxA050，50 – 250 mm行程
   MDxxA200，50 – 250 mm行程
   MDxxA050，300 mm行程
   MDxxA200，300 mm行程

[ohm/mm]
16.67
16.67
33.33
33.33
16.67
16.67

伸出 / 缩回输入电压 [Vdc] 9 - 32

伸出 / 缩回输入电流 [mA] 6 - 22

控制选项LLP
执行器电源电压
  MD12
  MD24

[Vdc]
9 - 16
18 - 32

执行器电流消耗 [A] 参见第23页

电位计类型 绕线 

电位计最大输入电压 [Vdc] 32

电位计最大功率 [W] 1

电位计线性度 [%] ± 0.25

电位计输出分辨率
   MDxxA025，所有行程
   MDxxA100，所有行程
   MDxxA050，50 – 250 mm行程
   MDxxA200，50 – 250 mm行程
   MDxxA050，300 mm行程
   MDxxA200，300 mm行程

[ohm/mm]
16.67
16.67
33.33
33.33
16.67
16.67

伸出 / 缩回输入电压 [Vdc] 9 - 32

伸出 / 缩回输入电流 [mA] 6 - 22

行程末端输出最大电压 [Vdc] 32

行程末端输出最大电流 [mA] 25

F 熔断器

S1 伸出开关

S2  缩回开关

控制选项LXP与选项LXX工作方式相同，但带

有模拟（电位计）输出，可提供伸缩管位置

反馈。

F 熔断器
S1 伸出开关
S2  缩回开关
R1 上拉电阻
R2 上拉电阻

控制选项LLP与选项LLX工作方式相同，但带

有模拟（电位计）输出，可提供伸缩管位置

反馈。

未使用

完全伸出
指示输出

完全缩回
指示输出

未使用

 ext/ret + Vdc

 ext/ret + Vdc

 - Vdc

- Vdc

pot. + Vdc

pot. + Vdc

pot. - Vdc

pot. - Vdc

电位计输出

电位计输出

红

黑

红

黑

白

蓝

橙

紫

棕

灰

红/白

黑/白

白

蓝

橙

紫

棕

灰

红/白

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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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O / 
COO

控制选项CNO和COO
执行器电源电压
  MD12
  MD24

[Vdc]
9 - 16
18 - 32

执行器电流消耗 [A] 参见第23页

指令数据包括：
  • 位置
  • 速度
  • 电流

反馈数据包括：
  • 位置
  • 速度
  • 电流
  • 其他诊断信息

手动伸出 / 缩回输入电压 [Vdc] 9 - 32

手动伸出 / 缩回输入电流 [mA] 6 - 22

F 熔断器

S1 手动伸出开关（可选）

S2  手动缩回开关（可选）

控制选项CNO具有J1939 CAN总线控制接口，

而COO具有用于监控执行器的CANopen总线控

制接口。伸出和缩回命令通过CAN低电平和

CAN高电平引脚上的CAN消息发送。地址选

择1、2和3引脚可用作默认地址的二-十进制

代码 (BCD) 加法器，可在一条总线上包含多个 
CAN执行器时使用。通过使用引脚6（紫色芯

线）和引脚5（橙色芯线），可以手动强制

伸出或缩回。

CAN高电平

CAN低电平

地址选择3

地址选择1

地址选择2

 + Vdc

 - Vdc

红

黑

白

蓝

橙

紫

棕

灰

红/白

黑/白

控制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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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son提供一系列在线工具帮助您进行产品选型。此外，我们经验丰富的工程

师团队也可帮助您选择满足应用要求的Electrak® MD型号。如需了解更多技术资 
源和选项，请访问www.thomsonlinear.com.cn并联系客服部门。

智能执行器网站

如需了解有关智能执行器及其如何帮助您构

建更多智能机器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thomsonlinear.com.cn/smart

在线资源

产品查找器

产品查找器将逐步帮您选择合适的产品。

www.thomsonlinear.com/cn/products/linear-
actuators-products

交互式3D CAD模型下载

免费下载最常见格式的交互式3D CAD模型。

www.thomsonlinear.com/cn/products/linear-
actuators-drawings

Electrak MD和HD网站

如需了解有关Electrak MD的更多信息，请访

问我们的网站。www.thomsonlinear.com.cn/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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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定型和选择工具

用于直线执行器的Thomson LinearMotioneering®是一款自助式在线定型和选择工

具，可为您节省时间和成本，并有助于避免误操作。通过完成一系列自动导航

的交互式问题（涉及Thomson专家广泛的应用工程知识库），可以快速准确地找

到理想的解决方案。

LinearMotioneering是一款易于使用的分步式

工具，可收集所有必要信息，然后提供合适

的解决方案。一旦确定了可选的最佳解决方

案，LinearMotioneering将允许下载所选执行器

的所有技术数据和3D CAD模型，显示成本和

交付时间，甚至允许通过Thomson在线商店 
购买。

个人专用项目库

您的所有项目都存储在项目库中，以便返回

并继续处理。也可使用旧项目作为新项目的

基础。由于项目是在线存储的，您可以从世

界任何地方，在任何计算机、手机或平板电

脑上打开这些项目。

帮助定制解决方案

如果LinearMotioneering无法找到适合您项目的

执行器，可以选择请求定制解决方案。该工

具将要求提供必要的数据，以便我们的工程

师可以查看并帮助您获得所需的执行器。

您是否希望帮助定型和选择合适的执行器？

请访问：www.linearactuators.linearmotionee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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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防护等级 (EN60529)

代码 第一位数定义 第二位数定义

0 无防护。 无防护。

1 防止直径大于50 mm的固体。 防止垂直滴落的水。

2 防止直径大于12.5 mm的固体。 防止与垂直方向呈倾角15°以内滴落的水。

3 防止直径大于2.5 mm的固体。 防止与垂直方向呈倾角60°以内滴落的水。

4 防止直径大于1 mm的固体。 防止各个方向飞溅的水。

5 防止灰尘（无有害沉积）。 防止各个方向喷洒的低压水。有限侵入。

6 完全防尘。 防止各个方向喷洒的高压水。有限侵入。

7 – 防短期浸水。

8 – 防长期浸水。

9K – 防近距离高压高温喷水。

Electrak MD适用于冲洗或极端温度等严苛环

境吗？

是的。Electrak MD执行器耐受冲洗，并通过 
了500小时的盐雾测试，工作温度范围为 
-40°C至+85°C（-40°F至+185°F）。

如何确定占空比？

占空比 = 开启时间 /（开启时间 + 关闭时间）。 
例如，如果Electrak MD通电15秒，然后断电

45秒，则该分钟的占空比为25%。所有型号

在满载和25°C (77°F) 环境温度下的额定占空

比均为25%。如果负载和/或环境温度较低，

则占空比可能超过25%。在较高温度下，占

空比将减小。

Electrak MD可以承受侧向负载吗？

不能。正确的应用设计应排除任何侧向负载。

常见问答

执行器的典型使用寿命是什么？

使用寿命取决于负载和行程。更多信息请联

系客服部门。

执行器过早发生故障的常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有：安装错误导致的侧向负载； 
冲击负载；超出占空比；接线错误等。

Electrak® MD是免维护的吗？

是的。Electrak MD无需因磨损而进行润滑、

维护或调整。

什么是IP防护等级？

防护等级 (IP) 是对电气设备进行分类的常用

标准，使用标准测试来确定对固体（第一位

数）和液体（第二位数）的防护性能。请参

阅下面的IP防护等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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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是否可以反向驱动伸缩管？

Acme梯形丝杠可在最大静态负载下自锁定。

更高的静态负载可能导致损坏和反向驱动。

拉伸和压缩负载有什么区别？

拉伸负载会拉伸执行器，压缩负载会压缩执

行器。对于双向负载，当使用执行器进行定

位任务时，可能需要考虑执行器伸缩管的轴

向间隙。

 
 
Electrak® MD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

12 Vdc版本可接受9 – 16 Vdc电压，24 Vdc版本

可接受18 – 32 Vdc电压。若配备了电子监测

套件，则在超出电压限制时会防止执行器运

行。未配备电子监测套件的执行器不得在超

出范围的电压下使用，以免造成不稳定运行

以及对执行器造成永久性故障。

可以通过更改输入电压来调整Electrak MD的
速度吗？

如果执行器配备了电子监测套件，则只要输

入电压位于可接受范围内，Electrak MD就会

维持正确的速度。若未配备，则只要输入电

压位于可接受范围内，就可以通过更改输入

电压来调整Electrak MD的速度。

什么是浪涌电流？

浪涌电流是在电机试图移动负载时，在执行

器启动时出现的短电流峰值。通常，浪涌电

流将持续75到150毫秒，并且可以比执行器

和负载的电流高三倍（在低电平开关执行器

上高1.5倍）。电池可以承受浪涌电流，但如

果使用交流电源，则必须确定其大小以处理

浪涌电流。

Electrak MD有哪些特殊安装注意事项？

由于Electrak MD受内部限制，因此无需考虑

限制力矩。然而，安装时应注意使伸缩管不

受任何侧向负载。

最大伸出速度是多少？

Electrak MD执行器的伸出速度取决于负载。

若要确定特定负载对应的速度，请查看第25
页的负载 – 速度关系图。若需要更高的直线

行程速度，可使用简单的机械连杆装置。

负载

负载

拉伸                                   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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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son智能执行器

Thomson智能电动直线执行器系列产品均包含板载控制器，可实现以

前只能通过外部方式实现的增强控制功能，例如电源开关、位置反馈

和系统诊断等，而无需外部控制器。这使得工程师可以快速简单地设

计紧凑、智能且功能强大的执行器系统，它们可以独立运行、相互通

信或通过远程网络通信。

Thomson系列智能执行器（从左到右）： 
Electrak® Throttle、Electrak HD和Electrak MD

更多有关智能执行器的信息请访问：www.thomsonlinear.com/
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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