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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电压 直流 5V，-5%/+10% 或者直流 7 ~ 30 V

典型空载电流 5V：100 mA（单圈），150 mA（多圈）
10 ~ 30V：100 mA（单圈），150 mA（多圈）

允许的负载 最大 30mA

接口 标准 SSI 或 BiSS 接口

驱动 时钟和数据 / RS422

输出代码 格雷码或二进制码

单圈分辨率 12 ~ 17 位

多圈分辨率 12 位

可选增量信号 正弦 - 余弦 1Vpp

脉冲数 2048

3dB 极限频率 500 kHz

绝对精度  ±35"

报警输出 报警位（SSI 接口选项）
警告位和报警位 (BiSS)

轴向连接

尺寸单位：mm
<1> M3（6mm 深）

<1> M3（6mm 深）

径向连接

尺寸单位：mm

AC 36 是真正的齿轮多圈绝对值型光学编码器，光学传感技术，36mm 直径。实心轴的 AC 
36 在机械上可兼容所有一般增值型编码器。紧凑的设计允许直接替换规格相同的增量型编码
器。这样，绝对值型编码器的技术设施首次可用于设备工程和医学工程。其构造设计由双滚
珠轴承支承的机械轴组件构成。AC 36 弥补了 ACURO 工业型系列小尺寸产品的空白，同时
又具有 58mm 版本的同等性能。

高达 10MHz 的可变的时钟频率，双向同步接口应用了高达 17 位（单圈）和 12 位（多圈）
的全数字式位置数据，使 AC 36 在同品种中独占鳌头。对应单圈分辨的实测步数高达 130 
000 以上。通过带每圈 2048 个周期的正余弦信号的 SSI 接口实现了向后兼容。

AC 36 是具有先进的诊断概念的最新特种集成电路 (OPTOASIC) 的产物。连续的似真性检查
对每个增量控制内部的信号处理。编码检查保证了测量旋转的编码器输出信号一位一位地显
示。同时，编码器的工作温度可以测量、读出并可用 8 位分辨位数 (1℃ ) 的报警进行监控。
对工作温度进行监控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延长 LED 的使用寿命。最终故障可由报警位尽早指
示出来。

外径 37.5mm

轴径 6 mm（实心轴）

法兰
（外壳的安装）

引导法兰

轴输入的防护等级
(EN 60529)

IP64

外壳的防护等级
(EN 60529)

IP64

最高转速 连续 10 000rpm，短时 12 000rpm

启动转矩 ≤ 1 Ncm

转动惯量 2.5×10-6kgm2

抗振动
(DIN EN 60068-2-6)

100 m/s2 (10 ~ 2000Hz)

抗冲击
(DIN EN 60068-2-27)

1000 m/s2 (6ms)

工作温度 -40℃ ~ +100℃

存储温度 -15℃ ~ +85℃

重量 大约 80g（单圈）/ 130g（多圈）

连接 电缆轴向或径向

■ 总长度：36mm
■ 用于设备工程和工业
■ 高达 17 位单圈和 12 位多圈
■ 6mm 实心轴（空心轴版本：AD 36）
■ 工作温度：+100℃
■ 连续运行速度可达：10 000rpm
■ 真正的齿轮多圈光学编码器
■ 接口：SSI, BiSS B 或 BiSS C
■ 可选正弦 1Vpp
■ 500kHz 带宽

34 编码器    计数器    指示器    继电器    打印机    切纸机



287286     计数器    指示器    继电器    打印机    切纸机     计数器    指示器    继电器    打印机    切纸机

电源电压 直流 5V，-5%/+10% 或者直流 7 ~ 30 V

典型空载电流 5V：100 mA（单圈），150 mA（多圈）
10 ~ 30V：100 mA（单圈），150 mA（多圈）

允许的负载 最大 30mA

接口 标准 SSI 或 BiSS 接口

驱动 时钟和数据 / RS422

输出代码 格雷码或二进制码

单圈分辨率 12 ~ 17 位

多圈分辨率 12 位

可选增量信号 正弦 - 余弦 1Vpp

脉冲数 2048

3dB 极限频率 500 kHz

绝对精度  ±35"

报警输出 报警位（SSI 接口选项）
警告位和报警位 (BiSS)

轴向连接

尺寸单位：mm
<1> M3（6mm 深）

<1> M3（6mm 深）

径向连接

尺寸单位：mm

AC 36 是真正的齿轮多圈绝对值型光学编码器，光学传感技术，36mm 直径。实心轴的 AC 
36 在机械上可兼容所有一般增值型编码器。紧凑的设计允许直接替换规格相同的增量型编码
器。这样，绝对值型编码器的技术设施首次可用于设备工程和医学工程。其构造设计由双滚
珠轴承支承的机械轴组件构成。AC 36 弥补了 ACURO 工业型系列小尺寸产品的空白，同时
又具有 58mm 版本的同等性能。

高达 10MHz 的可变的时钟频率，双向同步接口应用了高达 17 位（单圈）和 12 位（多圈）
的全数字式位置数据，使 AC 36 在同品种中独占鳌头。对应单圈分辨的实测步数高达 130 
000 以上。通过带每圈 2048 个周期的正余弦信号的 SSI 接口实现了向后兼容。

AC 36 是具有先进的诊断概念的最新特种集成电路 (OPTOASIC) 的产物。连续的似真性检查
对每个增量控制内部的信号处理。编码检查保证了测量旋转的编码器输出信号一位一位地显
示。同时，编码器的工作温度可以测量、读出并可用 8 位分辨位数 (1℃ ) 的报警进行监控。
对工作温度进行监控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延长 LED 的使用寿命。最终故障可由报警位尽早指
示出来。

外径 37.5mm

轴径 6 mm（实心轴）

法兰
（外壳的安装）

引导法兰

轴输入的防护等级
(EN 60529)

IP64

外壳的防护等级
(EN 60529)

IP64

最高转速 连续 10 000rpm，短时 12 000rpm

启动转矩 ≤ 1 Ncm

转动惯量 2.5×10-6kgm2

抗振动
(DIN EN 60068-2-6)

100 m/s2 (10 ~ 2000Hz)

抗冲击
(DIN EN 60068-2-27)

1000 m/s2 (6ms)

工作温度 -40℃ ~ +100℃

存储温度 -15℃ ~ +85℃

重量 大约 80g（单圈）/ 130g（多圈）

连接 电缆轴向或径向

■ 总长度：36mm
■ 用于设备工程和工业
■ 高达 17 位单圈和 12 位多圈
■ 6mm 实心轴（空心轴版本：AD 36）
■ 工作温度：+100℃
■ 连续运行速度可达：10 000rpm
■ 真正的齿轮多圈光学编码器
■ 接口：SSI, BiSS B 或 BiSS C
■ 可选正弦 1Vpp
■ 500kHz 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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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紧法兰

■ 设计紧凑：单圈、多圈的长度均为 50mm
■ 启动和操作助手：诊断 LED、带光学响应的预设键、状态信息显示
■ 正弦 / 余弦信号可用于快速控制任务
■ 控制输入：方向
■ 分辨率可达 29 位
■ 接口：SSI、BiSS-B 或 BiSS-C

外壳直径 58mm

轴径 实心轴 6mm/10mm；空心轴 10mm/12mm

法兰
（外壳的安装）

同步法兰，夹紧法兰，带弹簧片的轴套，方形法兰

输入轴防护等级
(EN 60529)

IP64 或 IP67

外壳的防护等级
(EN 60529)

IP64 或 IP67

轴向 / 径向轴载 40 N / 60 N

安装轴的轴向跳动（空心轴） ± 1.5 mm

配合轴的径向跳动（空心轴） ± 0.2 mm

最高转速 最大 10000 rpm（连续）
最大 12000 rpm（短时）

启动转矩（典型值）2 ≤ 0.01Nm

转动惯量 约 3.8×10-6 kgm2

抗振动
(DIN EN 60068-2-6)

100 m/s2 (10 ~ 2000Hz)

抗冲击
(DIN EN 60068-2-27)

1000 m/s2 (6ms)

工作温度 -40℃ ~ + 100℃

存储温度 1 -25℃ ~ + 85℃

重量 约 260g （单圈）/ 310g（多圈）

电气连接 电缆，轴向或径向
M23 连接器 (Conin),12 脚 , 轴向或径向
M12 连接器 , ８脚 , 轴向或径向

1 由于包装原因
2 在 20℃时

电源电压 直流 5V±10% 或直流 10 ~ 30V

典型空载电流 100mA（单圈），150mA（多圈） 

允许的负载 最大 30mA

单圈分辨率 10 ~ 17 位，格雷余码：360，720 分辨率

多圈分辨率 12 位

信号 新彩色电缆

5/7-30V (UB) 白色

0V (UN) 棕色

时钟 黄色

时钟 绿色

数据 粉红色

数据 灰色

A 白色 / 绿色 1

A 棕色 / 绿色 1

B 红色 / 兰色 1

B 灰色 / 粉红色 1

5V 传感器 紫色 1

0V 传感器 黑色 1

１仅对接口选项“SC”有效

 12 位 单圈
 13 位 单圈
 14 位 单圈
 17 位 单圈
 12 位 多圈 +13 位 单圈
 12 位 多圈 +17 位 单圈 (BiSS)

 直流 5V
 直流 7 ~ 30V

  引导法兰，IP64, 
6mm

 BiSS-B
 SSI 二进制
 SSI 格雷码
 SSI 格雷码 +

 SinCos1Vpp*
 BiSS-C

 电缆，轴向
 电缆，径向

电缆输出的类型（连接 A, B, E, F）可选择以下几种电缆长度。需要订购要求的电缆长度，

请增加单独的代码到你的订购代码后面。对于电缆末端带不同连接器的情况，请在电缆输

出方向和连接器代码中间增加电缆长度代码。应要求可提供更多的电缆长度。

无代码 1.5m

-D0 3 m

-F0 5 m

-K0 10 m

-P0 15 m

-U0 20 m

-V0 25 m

3 米长电缆：...B-D0

3 米长电缆末端带 M23 连接器，顺时针：...B-D0-I

见“附件”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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