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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開關操作部  (Pushbutton Operators)

名稱 / 外觀

(Style))

動作類型

(Operation)

型號

(Type No.)

顏色

(Lens Color)

頭部尺寸

(Dimensions)

                                Unit : mm

A20B-M1EB 黑色 (black)

A20B-M1EG 綠色 (green)

A20B-M1ER 紅色 (red)

A20B-M1ES 藍色 (blue)

A20B-M1EW 白色  (white)

A20B-M1EY 黃色 (yellow)

A20B-A1EB 黑色 (black)

A20B-A1EG 綠色 (green)

A20B-A1ER 紅色 (red)

A20B-A1ES 藍色 (blue)

A20B-A1EW 白色  (white)

A20B-A1EY 黃色 (yellow)

A20B-M2EB 黑色 (black)

A20B-M2EG 綠色 (green)

A20B-M2ER 紅色 (red)

A20B-M2ES 藍色 (blue)

A20B-M2EW 白色  (white)

A20B-M2EY 黃色 (yellow)

A20B-A2EB 黑色 (black)

A20B-A2EG 綠色 (green)

A20B-A2ER 紅色 (red)

A20B-A2ES 藍色 (blue)

A20B-A2EW 白色  (white)

A20B-A2EY 黃色 (yellow)

A20B-MF2EB 黑色 (black)

A20B-MF2EG 綠色 (green)

A20B-MF2ER 紅色 (red)

A20B-MF2ES 藍色 (blue)

A20B-MF2EW 白色  (white)

A20B-MF2EY 黃色 (yellow)

A20B-AF2EB 黑色 (black)

A20B-AF2EG 綠色 (green)

A20B-AF2ER 紅色 (red)

A20B-AF2ES 藍色 (blue)

A20B-AF2EW 白色  (white)

A20B-AF2EY 黃色 (yellow)

A20B-M4EB 黑色 (black)

A20B-M4EG 綠色 (green)

A20B-M4ER 紅色 (red)

A20B-M4ES 藍色 (blue)

A20B-M4EW 白色  (white)

A20B-M4EY 黃色 (yellow)

A20B-A4EB 黑色 (black)

A20B-A4EG 綠色 (green)

A20B-A4ER 紅色 (red)

A20B-A4ES 藍色 (blue)

A20B-A4EW 白色  (white)

A20B-A4EY 黃色 (yellow)

交替型

(Maintained)

凸頭形

(Extended)
瞬時型

(Momentary)

交替型

(Maintained)

Ø40mm蘑菇頭形

(Mushroom Ø40mm)
瞬時型

(Momentary)

按鈕開關操作部  (Pushbutton Operators)

全護圈凸頭形

(Extended with Full Shroud)
瞬時型

(Momentary)

交替型

(Maintained)

瞬時型

(Momentary)

交替型

(Maintained)

平頭形

(Fl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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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開關操作部  (Pushbutton Operators)

名稱 / 外觀

(Style))

動作類型

(Operation)

型號

(Type No.)

顏色

(Lens Color)

頭部尺寸

(Dimensions)

                                Unit : mm

A204B-M1EB 黑色 (black)

A204B-M1EG 綠色 (green)

A204B-M1ER 紅色 (red)

A204B-M1ES 藍色 (blue)

A204B-M1EW 白色  (white)

A204B-M1EY 黃色 (yellow)

A204B-A1EB 黑色 (black)

A204B-A1EG 綠色 (green)

A204B-A1ER 紅色 (red)

A204B-A1ES 藍色 (blue)

A204B-A1EW 白色  (white)

A204B-A1EY 黃色 (yellow)

A204B-M1EA-B 琥珀色  (amber)

A204B-M1EB-B 黑色 (black)

A204B-M1EG-B 綠色 (green)

A204B-M1ER-B 紅色 (red)

A204B-M1ES-B 藍色 (blue)

A204B-M1EW-B 白色  (white)

A204B-M1EY-B 黃色 (yellow)

A204B-A1EA-B 琥珀色  (amber)

A204B-A1EB-B 黑色 (black)

A204B-A1EG-B 綠色 (green)

A204B-A1ER-B 紅色 (red)

A204B-A1ES-B 藍色 (blue)

A204B-A1EW-B 白色  (white)

A204B-A1EY-B 黃色 (yellow)

A204B-M1EA-BU 琥珀色  (amber)

A204B-M1EB-BU 黑色 (black)

A204B-M1EG-BU 綠色 (green)

A204B-M1ER-BU 紅色 (red)

A204B-M1ES-BU 藍色 (blue)

A204B-M1EW-BU 白色  (white)

A204B-M1EY-BU 黃色 (yellow)

A204B-A1EA-BU 琥珀色  (amber)

A204B-A1EB-BU 黑色 (black)

A204B-A1EG-BU 綠色 (green)

A204B-A1ER-BU 紅色 (red)

A204B-A1ES-BU 藍色 (blue)

A204B-A1EW-BU 白色  (white)

A204B-A1EY-BU 黃色 (yellow)

A204B-M1EB-U 黑色 (black)

A204B-M1EG-U 綠色 (green)

A204B-M1ER-U 紅色 (red)

A204B-M1ES-U 藍色 (blue)

A204B-M1EW-U 白色  (white)

A204B-M1EY-U 黃色 (yellow)

A204B-A1EB-U 黑色 (black)

A204B-A1EG-U 綠色 (green)

A204B-A1ER-U 紅色 (red)

A204B-A1ES-U 藍色 (blue)

A204B-A1EW-U 白色  (white)

A204B-A1EY-U 黃色 (yellow)

金屬框按鈕開關操作部  (Pushbutton Operators with Metal Bezel)

金屬鑲嵌框圓形平頭

(Flush with High Metal

Silhouette) 瞬時型

(Momentary)

交替型

(Maintained)

瞬時型

(Momentary)

交替型

(Maintained)

平頭形

(Flush with Low Metal Bezel)

交替型

(Maintained)

平頭形

(Flush with High Metal Bezel)

瞬時型

(Momentary)

交替型

(Maintained)

金屬鑲嵌框圓形平頭

(Flush with Low Metal

Silhouette) 瞬時型

(Mo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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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開關操作部  (Pushbutton Operators)

名稱 / 外觀

(Style))

動作類型

(Operation)

型號

(Type No.)

顏色

(Lens Color)

頭部尺寸

(Dimensions)

                                Unit : mm

A204B-MF2EB 黑色 (black)

A204B-MF2EG 綠色 (green)

A204B-MF2ER 紅色 (red)

A204B-MF2ES 藍色 (blue)

A204B-MF2EW 白色  (white)

A204B-MF2EY 黃色 (yellow)

A204B-AF2EB 黑色 (black)

A204B-AF2EG 綠色 (green)

A204B-AF2ER 紅色 (red)

A204B-AF2ES 藍色 (blue)

A204B-AF2EW 白色  (white)

A204B-AF2EY 黃色 (yellow)

金屬框按鈕開關操作部  (Pushbutton Operators with Metal Bezel)

瞬時型

(Momentary)

交替型

(Maintained)

全護圈金屬框凸頭形

(Extended with Metal Bezel &

Full Shr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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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開關操作部  (Pushbutton Operators)

名稱 / 外觀

(Style))

動作類型

(Operation)

型號

(Type No.)

顏色

(Lens Color)

頭部尺寸

(Dimensions)

                                Unit : mm

A204B-M2EB 黑色 (black)

A204B-M2EG 綠色 (green)

A204B-M2ER 紅色 (red)

A204B-M2ES 藍色 (blue)

A204B-M2EW 白色  (white)

A204B-M2EY 黃色 (yellow)

A204B-A2EB 黑色 (black)

A204B-A2EG 綠色 (green)

A204B-A2ER 紅色 (red)

A204B-A2ES 藍色 (blue)

A204B-A2EW 白色  (white)

A204B-A2EY 黃色 (yellow)

A204B-M2EB-U 黑色 (black)

A204B-M2EG-U 綠色 (green)

A204B-M2ER-U 紅色 (red)

A204B-M2ES-U 藍色 (blue)

A204B-M2EW-U 白色  (white)

A204B-M2EY-U 黃色 (yellow)

A204B-A2EB-U 黑色 (black)

A204B-A2EG-U 綠色 (green)

A204B-A2ER-U 紅色 (red)

A204B-A2ES-U 藍色 (blue)

A204B-A2EW-U 白色  (white)

A204B-A2EY-U 黃色 (yellow)

A204B-M4EB 黑色 (black)

A204B-M4EG 綠色 (green)

A204B-M4ER 紅色 (red)

A204B-M4ES 藍色 (blue)

A204B-M4EW 白色  (white)

A204B-M4EY 黃色 (yellow)

A204B-A4EB 黑色 (black)

A204B-A4EG 綠色 (green)

A204B-A4ER 紅色 (red)

A204B-A4ES 藍色 (blue)

A204B-A4EW 白色  (white)

A204B-A4EY 黃色 (yellow)

A204B-M4EB-U 黑色 (black)

A204B-M4EG-U 綠色 (green)

A204B-M4ER-U 紅色 (red)

A204B-M4ES-U 藍色 (blue)

A204B-M4EW-U 白色  (white)

A204B-M4EY-U 黃色 (yellow)

A204B-A4EB-U 黑色 (black)

A204B-A4EG-U 綠色 (green)

A204B-A4ER-U 紅色 (red)

A204B-A4ES-U 藍色 (blue)

A204B-A4EW-U 白色  (white)

A204B-A4EY-U 黃色 (yellow)

交替型

(Maintained)

平頭形

(Extended with Low Metal
Silhouette) 瞬時型

(Momentary)

交替型

(Maintained)

Ø40mm金屬框蘑菇頭形

(Mushroom Ø40mm with Low
Metal Silhouette) 瞬時型

(Momentary)

金屬框按鈕開關操作部  (Pushbutton Operators with Metal Bezel)

Ø40mm金屬框蘑菇頭形

(Mushroom Ø40mm with Metal 
Bezel) 瞬時型

(Momentary)

交替型

(Maintained)

瞬時型

(Momentary)

交替型

(Maintained)

金屬框凸頭形 

(Extended with Metal Bez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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