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MENZI 东门子 XKC-KD200 嵌⼊式光电开关

嵌入式光电开关

▪ 产品特点：一键式设定距离

▪ 感应距离：0.3-200 cm

▪ 输出方式：NPN/PNP 常开/常闭

▪ 感应角度：30-40°圆锥角

▪ 工作电压：DC 5-24V

▪ 连接线长：30cm （±10MM）批量可定制

▪ 环境温度：-20 ... +85 °C

▪ 防护等级：IP67

XKC-KD200-

■产品概述

        XKC-KD200系列是一款智能非接触式感应开关,该感应器利用红外光对物体漫反射原理,当人或物体进入

感应器正前方的感应范围,感应器立即判断已经有感应,从而控制输出信号;人或物体离开感应范围后立即判断没

有感应,解除输出信号达到智能控制的目的（也可定制反向输出）。

■应用范围

        可用于：安防报警、感应灯、智能垃圾桶 、镜面灯箱、广告机、擦鞋机、感应饮水机、 自动售货机、水

龙头、淋浴头等功能。集红外发射、接收、智能控制 于一体，性能稳定可靠。 

■产品型号

产品型号 产品输出 感应距离 工作电压

XKC-KD200-M 继电器输出 常开NO 0.3-200cm 5-24VDC

XKC-KD200-MC 继电器输出 常闭NC 0.3-200cm 5-24VDC

XKC-KD200-V ⾼低电平 正输出 0.3-200cm 5-24VDC

XKC-KD200-L ⾼低电平 反输出 0.3-200cm 5-24VDC

XKC-KD200-N NPN低电平 常开NO 0.3-200cm 5-24VDC

XKC-KD200-NC NPN低电平 常闭NC 0.3-200cm 5-24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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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参数 

工作电压 DC 5V～24V 

感应距离 0.3cm～200cm 距离可调（感应距离和障碍物颜色有一定误差，浅色远，深色近） 

感应角度 30-40°圆锥角

感应方式 主动式 

灌电流 <3A 

工作环境温度 -20～85℃

存储温度 -20～85℃

线长 30cm （±10MM）（批量可定制） 

材质 PC-V0 防火料 

防水性能 IP67 

安规标准认证 CE 

环保认证 ROHS-2.0 

■型号定义

XKC-KD200-
2

■型号定义

���M：�继电器输出�常开�NO��������������������������
MC:�继电器输出�常开�NO���������������������������������
���V：�⾼低电平�正输出
���L：�⾼低电平�反输出������
��N：�NPN低电平�常开NO
NC:��NPN低电平�常闭NC���

2 输出定义说明

1

2 输出定义说明1 最⼤感应距离cm
200：�200cm��������������������������
...����:�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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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需要安装感应器的面板上开孔，孔径为 28mm，从面板前面 把感应器安装到孔里，

在 感应器后面将螺母拧紧即可。

■安装方法

接线描述：棕色线接正极，蓝色线接负极，黑色线信号输出。 

1、 NPN输出接线原理简化示意图  

■接线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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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器处于通电正常工作状态，在感应器正前方小于或等于 80cm 处放置大约80x60cm的牛皮纸板。感应距离

调节步骤如下图 

进入调距模式：把后盖打开，长按轻触按键，当红色 LED指示灯闪烁时，进入自动调距模式。  

感应距离调节流程 

感应距离 

调节流程 

1.通电使感应器在正

常工作状态

1.

2.放置挡光板，确认

距离

3.打开感

应器后盖

4.长按调

节按键

5.等待指示灯

LED 快速闪烁

6.感应器进入

自动调距模式

7.LED 不停闪烁，正在

调距中，请勿移动挡板 

8.LED 指示灯停止

闪烁，调距完成。

■接线原理

在需要安装感应器的面板上开孔，孔径为 28mm，从面板前面 把感应器安装到孔里，在 感应器后面将螺母拧紧即可。

■安装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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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螺纹牙距为M27.5*0.8mm。 

■尺寸图与实物图

■感应范围与角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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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保修条款和说明 

(一)、保修服务 

1.保修期维修:购机之日起,产品主机一年免费保修。本公司有权决定对故障件进行维修或更换处理 ,如果进

行更换,则更换件可能是新设备或者为具有同等类别、功能、质量的修复品 .更换下来的故障件归本公司所有；

产品的转售、维修不影响保修期，经维修或更换的产品，继续享有原有的剩余保修期服务，如维修后距保修

期结束不足三个月，修复件或更换件自产品发货之日起保修三个月;本公司所有产品保修服务方式为客户送

修。 

2.到货即损（DOA）更换：购机之日起，您可以享有 7天内的设备免费更换服务。出现以下问题的产品

定义为DOA 设备：产品第一 次拆封后装箱和装箱清单不符 ;产品第一次拆封后部分或者全部组件不能正常使

用(表面划痕或其他不影响设备功能的缺陷不包括在内);其他经过本公司工程师远程或者本地检测认定的硬件

故障。 

(二)、保修的适用限制 

对于以下情况，本公司不承担保修责任：  

1.产品超出保修期；产品表面易碎贴损坏；产品外观严重损坏、非正常环境下安装 /使用、擅自拆机修理

/改装、外部电源击伤等非正常损坏；  

2.用户未按照手册要求，错误安装和使用产品造成的损坏；

3.因自然灾害及人为疏忽（火灾、雷击、水淹、撞击等 )造成的损坏。

(三)、附件及消耗品不在保修范围内。  

(四)、非免费保修服务 

    产品购买两年之内,对于非保修范围内的产品 (包括部件)故障和损坏,您可以选择有偿维修服务 (免人工

费),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收取修复产品的零件 、配件运输成本费用。  

(五)、保修服务获取途径 

     推荐您联系购买本产品的经销商获得保修服务，保修请您出示有效的保修卡 (需经销商盖章方生效)或者

购机发票/收据:如不能出示,则产品的免费保修期以产品发货日期起12 个月为准、最晚DOA申请期限, 以产

品发货日期起7天为准。 

(六)、声明 

1.本手册版权属温州东门子科技有限公司其授权许可者所有，温州东门子科技有限公司

保留一切权利。  

2.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手册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并不得以任何

形式传播。 

3.顾客认可本公司产品的设计、生产的目的不涉及使用在与生命保障相关的产品或者用于其他危险的

活动或者环境的其他系统或产品中。因产品出现故障导致人身伤亡、财产或环境的损伤（统称高危活动）。

人为在高危活动中使用本公司产品，本公司据此不作保修，并且不对顾客或者第三方负有责任。  

4.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他原因，本手册 内容有可能变更。东门子保留在没有任何通知或者提示的情

况下对本手册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本手册仅作为使用指导，东门子尽全力在本手册中提供准确的信息，

但是东门子并不确保手册内容完全没有错误 ,本手册中的所有陈述、信息和建议也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

担保。 

5.并非所有型号在所有国家 /地区均可用 第 6 页 

 温州东⻔⼦科技有限公司                   官⽅⽹址：https://www.domenzi.cn           电话：400-999-0514

DOMENZI 东门子 XKC-KD200 嵌⼊式光电开关



7.请妥善保管此说明书。在使用产品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此说明书，在使用产品中，请务必按照此说

明书进行操作，不按本说明书进行操作，而引起的伤害和事故，本公司概不负责。  

(七）、环境保护  

  本 产品符合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设计要求,产品的存放、使用和弃置应遵照相关国家法律、法规要求

进行。 

6.为了提高产品性能进行产品升级等，本说明书的内容可能会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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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domenzi.cn

浙江省乐清市七⾥港⼯业区

18257771770

http：//www.domenz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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