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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便携式电子设备使用量的急剧增加，
电力消耗在现代电子市场备受关注。耗电
元件的设计正在迅速向节能产品靠拢。常
闭（B型）干簧传感器和干簧继电器在其
常闭状态下消耗功率为零。闭锁干簧继电
器使用最小功率即可“设置”或“重置”
触点状态（双稳态）；正因为如此，它受
到了节能设计师的青睐。闭锁干簧开关和
传感器（双稳态）以类似的方式，使用简
单的永久磁铁移动来改变干簧触点的状态，
不需要消耗电力。在关键应用中，即使断
电，触点也必须正常工作;在这些应用中，
干簧技术通常是最好的选择。

应用

• 需要开关功能的电池供电电子设备
• 安全电路，需要常闭开关，无电力消耗，只有

在出现故障时才会激活（断开电路）
• 开关功能长时间关闭且无电力消耗的应用
• 开关功能长时间处于打开或关闭状态，且在两

种状态下均无电力消耗的应用
• 低微伏偏移要求
• 便携式电子设备
• 电梯控制
• 运输和储存
• “断电”或“无电源”要求中所需的开关功能
• 安防
• 家电
• 其他

为了更好地理解干簧技术在以下产品中的运用，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干簧开关的基本原理。
1. 常闭干簧传感器
2. 常闭干簧继电器
3. 闭锁（双稳态）干簧开关/传感器
4. 闭锁（双稳态）干簧继电器

A型 常开开关

干簧开关在自然状态处于常开状态，通常被称为
单刀常开、单刀单掷（SPST）或常开开关（见
图1）。

干簧开关由两片触点（通常由铁和镍这两种金属
组成）密封在玻璃管内。当常开干簧开关受到磁
场作用时，触点将闭合（见图2）。触点在磁场
不变时一直保持闭合状态。磁场消除后，触点将
断开。在触点处于闭合状态的整个时间内，都有
电力消耗。从功耗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个理
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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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常开干簧开关触点受到磁场作用，处于关闭状态。

图1. 常开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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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干簧开关是单刀双掷(SPDT) 或者C型干簧
开关（见图3）。

在图3中，在没有磁场时，公共触点与常闭片接
触。干簧开关在其常闭状态下不消耗电力。当施
加磁场时，干簧继电器吸取100%的功率，同时
公共触点从常闭触点摆动至常开触点（见图4）。
一旦磁场被移除，公共触点将摆回至常闭触点。

常闭 (B型) 干簧开关&传感器

由于Form A干簧开关自然状态为常开，我们需
要在干簧开关上施加一个永久磁铁，使其具有足
够的磁场强度，以闭合干簧触点（参见图5）。
偏置磁铁必须大于触点的吸合值或关闭常开状态
下的干簧触点的毫特斯拉（mT）磁场。

在这种情况下，磁铁的极性并不重要。但是，要
打开干簧触点，必须将一块永久磁铁置于偏置磁
体附近，极性相反，且具有足够的磁场强度，其
强度等于或大于偏置磁体，以打开干簧触点（见
图6）

常闭 (B型) 干簧继电器

有一些应用要求干簧继电器的触点长时间闭合，
只有在出现故障时才断开。常闭（B型）干簧继
电器就是为这种应用而设计的。此外，在闭合位
置，继电器线圈无电力消耗，使其能够满足电池
供电设备和/或功率不足的要求。图7显示了B型
干簧继电器在未通电常闭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C型 单刀双掷干簧开关

图 3. 单刀双掷干簧开关处于未激活状态

图 4. Form C单刀双掷干簧开关在磁场下的变化状态

图 5. Form A常开干簧开关使用永久磁铁偏置闭合

图 6.常闭干簧开关在极性相反的偏置磁场中打开

干簧传感器/继电器技术
无源或低功耗开关解决方案



应用案例

standexelectronics.com

向线圈通电，产生与偏置磁铁极性相反的磁极性，
并具有足够的磁场强度以克服偏置磁铁的磁场强
度，将导致触点断开（见图8）。

B型常闭开关续发事件

图9是B型干簧继电器操作的分步顺序。首先，
选择一个吸合值为4 mT，断开值为2 mT的干簧
开关。然后在干簧开关处添加一个偏置磁铁，磁
场强度为5 mT。由于该磁场强度高于干簧开关
的吸合值，触点将闭合，如图中点1所示。接下
来，给线圈施加一个4 mT的反向磁场。两个磁
场的净磁场为1 mT。该净磁场强度低于触点开
关的断开值，导致触点断开，如图2点所示。最
后，关闭线圈磁场，磁场强度回到5 mT，触点
闭合。

施加在B型继电器上的线圈电压极性决定了线圈
的磁极性。该电压极性由设计来确定，极性标记
在继电器上。施加反向电压极性将导致继电器故
障，直到施加正确的极性。此外，施加电压高于
标准电压会导致触点重新闭合。通常，施加电压
高于标准电压50%时，触点会重新闭合。事实上，
这意味着对标准电压为5伏的B型继电器施加7.5
伏以上的电压可能会导致触点重新闭合。如果用
户的电路会产生高于标准50%的电压，则继电器
设计者会调整磁铁的设计来增加重新闭合的电压。

闭锁干簧继电器/干簧传感器

从定义上来说，闭锁干簧继电器/干簧传感器存
在两种状态：未锁定或打开状态和锁定或关闭状
态。在任何一种状态下，干簧开关都不需要电力
来保持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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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A 常闭干簧继电器触点闭合， 处于断开状态

图8.通电B型常闭开关，线圈磁场足以克服打开触点的永
磁体的磁场强度

图 9.显示B型干簧继电器完整运行的全部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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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簧开关的吸合和断开点之间存在的自然磁滞使
锁定成为可能（见图10）。如图10所示，吸合
点越高，磁滞越大。磁滞越大，从设计角度来看，
越容易建立锁定和解锁点。我们需要一个永久磁
铁来偏置干簧开关，使其能够在闭锁模式下工作。
这点接下来会讨论。

闭锁干簧继电器

闭锁干簧继电器由一个常开干簧开关和一个永久
磁铁组成 （见图11)。

在这种情况下，干簧开关可能处于常开或常闭状
态。它所处的状态取决于先前的磁场。如果常开，
当施加具有正确磁极性的磁脉冲时，触点将变为
常闭状态 （见图12）。

一旦磁脉冲消失，干簧开关将保持闭合状态，直
到施加另一个具有相反极性的磁脉冲（见图13）。
在它处于关闭状态时，不存在电力消耗。

脉冲锁定簧片继电器的线圈与偏置磁铁一起关闭
和打开簧片触点，电力消耗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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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常开干簧开关因永磁体而产生磁偏置

图 12. 闭锁干簧继电器显示磁脉冲正在改变常闭开关的状
态

图 10.图中以mT为单位吸合断开点图表显示磁滞

图 13.图11中极性相反的磁脉冲打开触点



应用案例

standexelectronics.com

通常，在继电器标准电压下提供的2ms脉冲足以
改变继电器触点的状态。因此，当关闭和打开继
电器触点时产生的热量极小，从而产生的热偏移
电压也是极小的。

锁定和解锁序列

为了更好地理解闭锁和打开是如何发生的，我们
选择了一个干簧开关，吸合值（触点闭合）为
4mT；断开值（触点打开）是或低于2 mT。我
们放置一个磁场强度为3 mT的偏置磁铁。在图
14中，我们连续循环进行了操作，显示了所有的
工作状态。图中可以看出，吸合点和断开点保持
不变，并显示为恒定线。
五个步骤和干簧开关状态概述如下：

第1步骤：一直存在并应用于干簧开关的偏置磁
场(BMF)显示为3 mT。触点处于断开状态。

第2步骤：施加外部磁场（EMF）（可能来自线
圈或永久磁铁），磁场强度为2 mT，加大偏置
磁铁磁场使其成为5 mT。这时磁场强度高于4 
mT，因此触点闭合。
第3步骤：现在EMF被移除，只留下偏置磁场。
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磁场强度仍然高于断开值，

因此，即使移除EMF，触点仍然保持闭合。

第4步骤：再次施加外部磁场，但这次磁场与
BMF相反，使净磁场强度达到1mT。现在该磁场
低于断开值，触点打开。

第5步骤：反向EMF现在被移除，只留下BMF。
干簧触点保持打开状态。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锁定和解锁触点。

上述操作清楚地表明，要改变触点的状态需要两
极相反的磁铁作用于闭锁干簧开关上。这可以通
过如上所示的两个线圈或反转单个线圈的极性来
实现。前者增加了双线圈继电器的成本；后者需
要更多的电路来改变两极极性。

使用闭锁干簧开关

闭锁干簧开关的使用方式与上图(图11)相同，干
簧开关使用永久磁铁偏置；如图15，使用另一个
具有不同极性的永久磁铁，而不是使用线圈（图
12和13）。

无源或低功耗开关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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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干簧开关吸合值为4mT, 断开值为2mT,图
中五个步骤显示它如何闭合和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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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移开永久磁铁，触点保持闭合，
直到永久磁铁接近干簧开关和极性相反的偏置磁
铁为止。这点与上面的闭锁干簧继电器相似。永
久磁铁的使用完全不需要电力；因此摆脱了电源、
电路和定时电路的需求。干簧开关的状态不需要
用电（与霍尔传感器不同），严格依赖于磁铁移
进和移出。与闭锁干簧继电器一样，可以使用一
个或两个磁铁来改变触点状态。

• 使用一个磁铁：一旦永久磁铁靠近干簧开关，
触点闭合。当永久磁铁被移出时，触点仍然保
持闭合。然后旋转永久磁铁，使其磁极性反转。
当它再次接近触点和偏置磁铁时，触点就会开
（图16）。

• 使用两块磁铁：通过让一块磁铁从一个方向接
近或移出干簧开关，可以实现触点的打开和闭
合。然后相反的磁铁从另一个方向接近，给予
相反的磁场，从而打开触点。对于指定的应用，
根据磁铁运动的方式就可以有效地运用多种方
式来实现这一点。

• 闭锁干簧开关需要一个良好平稳的磁场环境，
尤其是当附近有其他铁磁材料时。

对于需要打开或闭合的应用，干簧开关毫无疑问
是最佳的选择。我们推荐让斯丹电子的工程师和
销售人员与您一起紧密合作，寻求最佳的解决方
案。完成打开或闭合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的工
程师会为您提供专业、简单且性价比高的解决方
案。

总结

当触点长时间处于闭合状态且功耗严重时，使用
B型干簧传感器或干簧继电器是最佳选择。当电
源是一个考虑因素时，无论是在打开还是关闭状
态下，闭锁干簧开关或干簧继电器可能是最佳选
择。

闭锁干簧开关是唯一一种无需电源即可关闭和打
开触点的传感技术。随着对低功率元件需求的增
加，闭锁干簧开关或常闭干簧开关将独立存在。

若想了解更多关于斯丹电子的信息，欢迎访问我
们的网站www.standexelectronics.com 
或发送邮件至hello@standexelectron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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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永久磁铁靠近触点，偏置磁铁闭合触点 图16. 极性相反的永久磁铁靠近干簧开关，偏置磁铁打开触
点



关于斯丹电子
斯丹电子是在标准与定制产品的设计、研发和制造方面的全球市场
领导者。我们的产品主要分为两大类：磁性产品及以干簧开关为基
体的衍生产品。

关于斯丹电子更多信息，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standexelectronics.com.

我们的磁性产品包括平面变压器，罗氏线圈、电流互感器、高
低频率变压器和电感。以干簧开关为基体的衍生产品采用了
Meder、KENT和KOFU三个品牌的干簧开关；多系列干簧继电
器；各类传感器，如液位传感器、接近传感器、运动传感器、
水流传感器、暖通空调冷凝传感器、液压差传感器、电容传感
器、电导和电感传感器。

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医疗、测试测量、军用、航
天、HVAC、家电及工业等领域。

斯丹电子以客户绝对满意作为服务承诺，以客户导
向进行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企业，我们可
在全球范围内为客户提供销售支持，技术解决方案。

Standex Electronics
斯丹电子公司总部
4538 Camberwell Road
Cincinnati, OH 45209 USA

Standex 美国 (OH)
+1.866.STANDEX (+1.866.782.6339)
info@standexelectronics.com

Standex Electronics 亚洲 (上海)
+86.21.37606000
salesasia@standexelectronics.com

Standex Electronics 欧洲 (德国)
+49.7731.8399.0
info@standexelectronics.com

Standex Electronics 印度 (金奈) 
+91.98867.57533
kkasaragod@standexelectronics.com

Standex Electronics 日本 (甲府) 
+81.42.698.0026
sej-sales@standex.co.jp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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