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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浮球连接支架和配件

• 可短时间浸没在水下

• 设计用于1-3个EZconnex® 浮球开关  
(不包括安装支管件；浮球开关需要单独订购） 

l      低电流应用，最小电流0.160mA，125V 
l  机械驱动式，微动开关控制 
l  浮球开关配有色帽，便于常开(蓝色色帽)或常闭(红色色帽)规格
的识别 
l  动作角度： 
    广角式：水平液面上下10.16 cm (4”) 

            窄角式：水平液面上下 3.81 cm (1.5”)  

3浮球安装支管件:
• 标准线长 7.62, 15.24, or 30.48 m (25, 50, or 100 ft)
• 未连接浮球的接头需要使用密封插头(包括橡胶防水套管) 密封

浮球开关:

• 标准线长1.52, 3.05, 6.10 m (5, 10, or 20 ft)
• 窄角、广角式开关可选

• 标准安装管箍，可用于将浮球开关固定在排水管或类似的安装装置
上。

SEE BACK SIDE FOR COMPLETE LISTING OF AVAILABLE OPTIONS.

特点

选配件

15

规格

EZconnexTM 3浮球快速连接系统是创新的浮球安装技术，适用于泵站、污水提升器等环境的

浮球开关安装。可安装1~3个浮球开关。

安装步骤分为简单的3步骤：1. 将浮球开关通过插头接入连接支架，然后将连接支架的线缆

接入控制柜。通过标记颜色的接线装置，浮球开关可以快速、清洁地进行安装。插拔式接头

可以方便快速地更换任一浮球开关，节省了安装维护费用和时间。

EZconnexTM系统包括：(A)浮球连接支架 (B)安装支架和配件。

可单独选配：(C)EZconnexTM 低电流浮球开关。多种浮球类型满足您的使用需求 (D)防水密

封头含橡胶护套。 (E) 密封插头，用于未使用的浮球连接孔。

注意：安装时不能有未密封的浮球连接孔。

3浮球安装支管件:
线缆: 直接地埋式线缆PVC , TC-ER TFFN (UL) 600V，18 gauge, 6芯线
外壳:    ABS 塑料
电气参数:  125 VAC：最大电流: 每个浮球接口1 A

浮球开关:

线缆: 柔韧性极佳的美规18 gauge,2芯SJOW 线缆 (UL, CSA),CPE防水 
浮球: 直径7.0 x 长度12.3 cm  (2.74 x 4.83”), 高强度，耐腐蚀，
      PP外壳，用于普通水和污水，最高水温 60oC (140oF)
最大水深: 9 m (30 ft), 90 kPa (13 PSI)
电气规格: 
125 VAC: 最大电流: 1 A,  最小电流: 0.160 mA
30 VDC:   最大电流: 1 A,  最小电流: 0.160 mA
5 VDC:     最小电流: 1 mA 

US Pat. 9,559,455 and 9,583,867.  
Foreign Patents P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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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connex® 3 浮球快速连接系统

PO Box 1708, Detroit Lakes, MN 56502
Phone: +1 218 847 1317

email: customer.service@sjerhombus.com

www.sjerhombus.com



浮球开关快速连接系统设计用于泵站、深井中的浮球开关安装，系统可安装1~3个浮球开关

订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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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connex® 3浮球连接支架
产品料号 产品描述 重量

1047612 EZconnex® 3-Port, with mounting bracket, 7.62 m (25 ft) 1.51 kg

1047613 EZconnex® 3-Port, with mounting bracket, 15.24 m (50 ft) 2.37 kg

1050843 EZconnex® 3-Port, with mounting bracket, 30.48 m (100 ft) 4.21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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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未连接浮球的接口必须配备一个密封插头。  
安装时不允许有未密封的接口。  
SEE INTERNATIONAL PRICE BOOK FOR LIST PRICING.

EZconnex® 浮球开关
常开式 常闭式

产品料号 产品描述 产品料号 产品描述 重量

1046922
EZconnex® Float 带1.5 m 
(5 ft) 线缆, 窄角式浮球，

带安装管箍
1046923

EZconnex® Float 带1.5 m 
(5 ft) 线缆, 窄角式浮球，

带安装管箍
0.39 kg

1046918
EZconnex® Float 带1.5 m 
(5 ft) 线缆, 广角式浮球，

带安装管箍
1046919

EZconnex® Float 带1.5 m 
(5 ft) 线缆, 广角式浮球，

带安装管箍
0.39 kg

1046924
EZconnex® Float 带3 m 

(10 ft) 线缆, 窄角式浮球, 
带安装管箍

1046925
EZconnex® Float 带3 m 

(10 ft) 线缆, 窄角式浮球, 
带安装管箍

0.52 kg

1046920
EZconnex® Float 带3 m  

(10 ft) 线缆, 广角式浮球，
带安装管箍

1046921
EZconnex® Float 带3 m  

(10 ft) 线缆, 广角式浮球，
带安装管箍

0.52 kg

1050721
EZconnex® Float 带6 m  

(20 ft) 线缆, 窄角式浮球, 
带安装管箍

1050740
EZconnex® Float 带6 m  

(20 ft) 线缆, 窄角式浮球, 
带安装管箍

0.81 kg

1050841
EZconnex® Float 带6 m  

(20 ft) 线缆, 广角式浮球，
带安装管箍

1050842
EZconnex® Float 带6 m  

(20 ft) 线缆, 广角式浮球，
带安装管箍

0.81 kg

选配件
产品料号 产品描述 重量

1047611 密封插头 (包含橡胶防水护套) 0.07 kg

EZconnex® 3 浮球快速连接系统

www.sjerhombus.com
customer.service@sjerhomb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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