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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Con

MicroBridge

0.8 毫米间距的双排 MicroCon 系列体积虽小，但在
性能方面不打一丝折扣。公连接器有着坚固厚实的
极性化侧壁，增大的导向柱尺寸提高了盲插定位能
力。此微型连接器的独特之处在于使用了双杆弹簧
端子，确保出色的连接可靠性。此系列不断扩展，
提供不同针数和高度的型号以满足要求苛刻的板对
板应用需求。

MicroBridge 线对板连接器基于 LV214 和美国汽车
研究联合体（USCAR）汽车测试规范进行开发，
满足汽车行业的高要求（尤其体现在连接可靠性
方面）。提供电气 CPA（连接器位置保证）和 Koshiri
安防选项，确保安全、正确连接。尽管其间距极小
（1.27 毫米），但 MicroBridge 连接器异常坚固，
凭借电缆外壳与母端子之间的双面互锁设计，承受
车辆振动。MicroBridge 母连接器可提供 IDC 端子，
还附带一个集成的应力消除装置。

• 新扩展的产品系列提供 16、26、40 和 80 针数的
型号：
-- 支持 5 至 11 毫米之间任意 PCB 板间距离
-- 90° PCB 布局
-- 共面 PCB 布局
• 扩展后的 MicroCon 电缆连接器产品系列：
-- 16 针、26 针、40 针和 50 针
-- AWG34 使其成为世界上结构最为紧凑的带状
电缆系统
• 特定针数产品的 PCB 板间距离可达到 19 毫米
• 间距：0.8 毫米
• 端接方式：表面贴、IDC
• 电流载流量：可达 2.3 A 每针
• 双杆弹簧端子设计确保高度可靠的连接
• 焊接支架坚固耐用，增加剪切力
• 盲插型连接器
• 高抗振性和抗冲击性
• 极性化设计保证可靠插接

• 提供 90° 和 180° 单排公连接器和母连接器
• 提供 180° 双排母连接器和 90°、180° 双排公
连接器
• 针数：提供单排 2-20 针；亦可提供双排 4-40 针
• 双排 IDC 母端，附带集成应力消除装置
• 表面贴端接公连接器
• 1,27 毫米间距
• 电气 CPA（连接器位置保证）选项
• Koshiri 安防
• 紧凑型设计
• 提供颜色和机械编码选项

iBridge Ultra

MiniMez

iBridge Ultra 单排和双排连接器是广受认可的 iBridge
连接器的增强版，采用 SMT 和浸焊端接，具有 2 毫
米的间距，可用压接式 AWG22 与 24 线缆。端子保
持力高，在剧烈震动的严苛环境中也能保证可靠
插接。iBridge Ultra 连接器非常适合汽车、发光二极
管、电信和数据传输设备应用。由于具有高质量和
可靠连接，这些连接器也符合美国汽车研究联合体
（USCAR）汽车测试规范。

1.27 毫米间距的 MiniMez 产品系列提供全面的板
对板连接解决方案，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此产品
系列尤其适合要求稳固和弹性连接的系统。双排连
接器提供不同的堆叠高度、独特的盲插设计以及坚
固厚实的侧壁，足以保证安全、灵活的插接功能。
除了表面贴和浸焊引脚外，也可提供通孔回流焊
（THR）引脚和多达 100 针数的版本。

• 间距：2 毫米（单排），2 毫米 x 2.5 毫米（双排）
• 位置数： 1x2 至 1x12（单排），2x2 至 2x20
（双排）
• 弯角式和垂直式公连接器和 180° 母连接器
• 电流载流量：高达 5 A 每针
• 温度范围：-55 – 125 °C
• 双锁定系统（TPA）保证端子保持力
• 压接端子可使用 AWG 22 和 AWG 24 散线
• SMT 的焊接支架和 SMT 垂直版本的长定位柱增
强 PCB 保持力
• 冲切端子确保牢固性及共面性；另有镀金版本可
供选择
• 极性化端子和外壳，防止错误插接
• 母连接器两侧的锁扣具有强制联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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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27 毫米间距板对板连接器
堆叠高度范围广：6.5 - 21.5 毫米
多种针数选择：从 10 到 100 针数
全罩外壳和加固侧壁适合苛刻的应用环境
盲插设计保证极性和易插接性
未对准容许公差大
-- 位移公差：±0.6 mm
-- 角度公差：纵向 ±4° / 横向 ±2°
• 提供 0.8µ“（10 插拔次数）和 10µ“（100 插拔
次数）镀金版本

ERmet ZDpro - 2x10

M12 - 12- & 17 引脚

ERmet ZDpro 连接器是 ERmet ZD 产品系列的新
增成员，可与 ERmet ZD 和 ERmet ZDplus 连接器
插接兼容。经优化的压接引脚的高速差分连接系
统允许数据传输率达到 25 Gbit/s 以上，满足 100G
ATCA 工业标准的要求。除了原有的四对型压接连接
器，现已增加二对型版本（带有 10 列信号针，20 个
信号对）。

过去三十年来，M8/M12 连接器早已成为要求可靠、
牢固连接的苛刻应用环境中的首选插件解决方案。
M8/M12 连接器提供各种针数和多种线缆类型、插
头配置和插头编码，满足各种各样的要求。ERNI
Electronics 现将进一步扩大已有产品系列，提供更
多针数的版本。

• 每个差分对的数据传输率达到 25 Gbit/s
• 间距：
-- 信号针列间距 2.5 毫米
-- 信号引脚之间 1.0 毫米
-- 信号对之间 4.5 毫米
• 可与 ERmet ZD 和 ZDplus 连接器兼容
• 降低串扰
• 改良子卡上的布局
• 满足 100G ATCA 标准的技术要求

•
•
•
•

M12 标准设计提供更多针数
适合 ERNI M8/M12 系列的导入设计
SMT 端接，带屏蔽且适合自动化装配
节省空间的设计满足高度紧凑型设备的需求
-- 设备接口补偿
-- 单个连接器可用于总线、I/O、控制、
服务和安全信号
-- 允许多个端口，例如 I/O 盒
-- M12 代替 M23 用于阀岛的多针连接
• 应用：
-- 传感器、摄像机、扫描仪、旋转编码器
-- I/O 盒、传感器/致动器多针连接

中央电子单元

IATF-认证

中央电子单元、熔断器和电源板保证稳定可靠的电
源供应，因此其可靠性对于农业和施工机械具有至
关重要的意义。相关的印刷电路板和连接器即使在
大电流下也不能出现热过载，而且必须极其可靠、
耐用和结实。位于德国格平根的 ERNI Electronic
Solutions 提供标准和定制中央电子单元，具有出色
的耐用性和抗震性，可满足极端运行条件要求。

ISO/TS 16949 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汽车行业质量管
理体系。此标准最早是由多家汽车制造商和联合
会组成的国际汽车工作组（IATF）制定。修订版于
2016 年 10 月发布，名为 IATF 16949:2016。ERNI
位于爱德堡和南奔府的制造厂将按照 IATF 16949:
2016 标准实施审核，保证供应于汽车行业的产品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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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过程和产品质量
• 公司所有工艺的持续改进
• 进一步提高客户满意度

ERNI 压接技术
标准型中央电子单元
用户定制解决方案
设计与布局
高电流设计
热模拟
评估和环境试验
保形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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