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防护门

MS 系列



这就是它的一切： 

高性能变频器控制单元与功能上相适应的驱动装置相互作用可以实现

生产过程中必要的高循环速率。非配重结构使得门框保持地非常纤

薄，同时可以大大减少维护作业和必要的组件。

透明的门帘可以确保符合DIN EN ISO 13849-1标准的Cat.4 / Pl »e«级
集成式安全终端限位开关清晰可见。

正是因为采用了可选配的地面支撑件，该卷门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系

统进行安装，同时通过使用调整螺栓可以补偿高低不平的地面。

EFA-SRT® MS

EFA-SRT® MS 高速卷门的优点概述:

• 采用通过EC型式试验的安全组件，符合第2006/42/EG
号设备指令

• 适合作为可移动的可拆卸的安全防护装置使用

• 达到»d«级功能安全性能水平

• 最高速度可达1.8米/秒

• 门帘采用透明的PVC材料制成

• 可以按照要求提供特殊门帘

• 每年运行次数可高达250,000次

• 每分钟运行次数最多可达到7次

• 使用寿命长达12年

由于采用节省空间的紧凑型设计，EFA-SRT® MS高速卷门可以满足各

种安全防护装置应用中优化整合的所有要求。EFA-SRT® MS标配采用

带有警示条的全透明门帘；耐磨的聚酯织物门帘具有横向稳定性并且

可以提供各种颜色。同时可以选配其他材质的门帘，其中包括适用于

各种焊接应用的阻燃材料和紫外线防护视窗。所有的织物门帘也适用

于带有涂料或粘合剂的环境。

适用于各种特殊环境的应用：针对焊接房，EFA-SRT® MS可以配备阻

燃型的门帘并且可以选配紫外线防护视窗。



机械防护

已经在IFA (Institut für Arbeitssicherheit)[德国法

定意外保险协会的一家研究和检测机构]按照第

2006 / 42 / EC号设备指令对安全组件、可移动可拆

卸的安全防护装置进行过EC型式试验。

驱动装置

挂载式齿轮装置配有绝对编码器， 

EFA-SRT® MS带有齿轮故障保护装置。

门控制

对于与安全相关的控制电路来说，其可

以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控制装置可在

PL »d« 性能等级条件下进行操作,并且

可以通过MS-AM连接模块进行扩展。

配重

EFA-SST® MS可以通过机电式功能监

控且几乎免维护的拉簧组件进行操作。

限位开关锁定

符合DIN EN ISO 13849-1标准的

Cat.4 / Pl »e«级安全终端限位开关配有

可拆式透明护板，便于调整和更换作业

地面支撑件

可选配支撑件，用于作为独立系统安装

这一门系统。通过使用螺栓可以对高低

不平的地面进行调平

安全性

门底边装有安全接触条，并另行配备

光眼

EFA-SST® MS EFA-SRT® MS



更多独特的优点

作为独立的可拆卸的安全防护装置使用时，EFA-SST® MS高速螺旋卷

门可以满足安全、现代化机械防护门的各种要求。通过可选配的地面

支撑件，自承式的简约设计可以实现独立式的安装作业。为了确保在

门高度较低时提供保护，可以为这一螺旋卷门提供其他的门头盖板。

当然，EFA-SST® MS也可配备透明盖板，可以确保符合DIN EN ISO 
13849-1标准的Cat.4 / Pl »e« 级集成式安全终端限位开关清晰可见。

EFA-SST® MS

 EFA-SST® MS 高速螺旋卷门的优点

概述：

• 采用通过EC型式试验的安全组件，符合第

2006 / 42 / EG 号设备指令

• 适合作为可移动的可拆卸的安全防护装置使用

• 达到»d«级功能性安全性能水平

• 最高速度可达2.7米/秒

• 门板采用高强度、紧凑型挤压铝板制成

• 持久透明的可视门板

• 采用配重设计，具有弹簧断裂检测功能

• 每年运行次数可高达250,000次

• 每分钟运行次数最多可达到7次

• 使用寿命长达12年

EFAFLEX螺旋卷门结构精巧，结合窄小的双层铝制门板，从而可以实

现如此紧凑的设计。这种协调的设计可以保证在高速运转状态下进行

平稳、安全的使用。门板在导轨当中运行，互相无叠加，即使频繁使

用，门板表面也不会刮擦，可选配的透视门板也将保持透明。

EFA-SST® MS高速螺旋卷门特别适合在各种工业应用中作为功能可靠

的机械防护门使用。



技术数据： MS系列

SRT-L MS SRT-S MS SST MS

作为安全组件时的应用 可拆卸的安全防护装置

最大风载荷* 按照DIN EN 12424，等级为 0 0 4

驱动力/安全开启 按照DIN EN 13241 满足 满足 满足

透气性* 按照DIN EN 13241，等级为 0 0 0

空气噪音隔绝 RW* 单位为dB，按照DIN EN 717-1 12 12 23

门尺寸（单位：mm） 最大宽度W 3.000 6.000 3.000

最大高度H 3.000 3.500 3.000

最高速度* 单位：m / s 1,8 1,8 2,7

平均速度*
开门（单位：m / s） 1,3 1,3 2,2

关门（单位：m / s） 0,8 0,8 0,6

导轨形式 圆形 – –

钢结构 镀锌钢板框架

根据RAL的粉末涂层

门帘/门板 EFA-CLEAR® 单层/阳极氧化 – –

通风门板 – –

颜色根据RAL（无视窗） – –

铝制门板，E6 / EV1 阳极氧化 – –

灵活的PVC，透明且配有各种颜色的警示条 –

柔性织物，可提供各种颜色，带有/不带视窗  /  / –

防火性能 建材等级 DIN 4102 B2 B2 B2

配重过 – – 弹簧

设计负荷变化次数约 250.000 250.000 250.000

驱动 带有变频器的电机

控制器 EFA-MS

变频器

MS-AM 连接模块

铝箔感应按键

电源线 电源连接 400 V / 50 Hz

断路器 16 A (K) 16 A (K) 16 A (K)

手动锁定 – – –

电动锁定

功能安全 PLd PLd PLd

绝对位置检测 (PD)

作为独立系统安装时的支撑件

应急开启装置 手摇曲柄 –

拉杆（可锁定） – –

安全装置 安全气囊

光眼

防护监控

外部光栅

开启方式 可连接常见的开启装置

 标配  根据要求 -无法供货， *取决于门帘/门板接收装置，门的尺寸，以技术变更为准！



EFAFLEX® 为受法律保护的注册商标。 

保留技术变更的权利。部分插图带有特

殊配置。总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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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富门（上海）工业门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申南路535号
以勒科创园4号楼101室  201108
电话：+86 21 6216 3708
www.efaflex.cn

EFAFLEX 
Tor- und Sicherheitssysteme 
GmbH & Co. KG
Fliederstraße 14
DE-84079 Bruckberg·德国

电话：+49 8765 82-0
www.efaflex.com
info@efaflex.com

领先的技术。创新的结构。

40多年来，EFAFLEX一直致力于设计和研发值得信赖的而且高效运行的高速门。针对于市场上的特殊

需求，我们也加大力度，不断创新，为其度身定制，提供先进的解决方案。毋庸置疑，领先的技术，卓

越的品质和极高的安全性是EFAFLEX一成不变的特点。EFAFLEX 1.000 多名员工将提供给您专业的咨

询和良好的服务。无论您身处世界各地，我们一直在您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