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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RA50CI-A继电器规格书 

1、技术参数 

规格 项目 

参数 

50A型 

EVRA50CI-A 

线圈 

线圈额定电压 DC24V 

吸合电压（初始）（at 23℃） ≤18 

释放电压（初始）（at 23℃） 2-8V 

额定动作电流[±10%]（at 23℃） 0.135A 

额定消耗功率（at 23℃） 3.236W 

最大容许电压（at 23℃） DC32V 

主触点 

触点结构 一组常开触点 

工作电压范围 DC12V-1000V 

最小适用负载（电阻负载）① 1A 12VDC 

短期承载电流 75A 15min 

接触压降（初始） ≤0.2V (通 50A额定电流) 

接触电阻（初始） ≤4mΩ 

辅助触点 
辅助触点额定电流 0.25A 

辅助触点接触电阻 ≤350mΩ（含连接线） 

电气性能 

绝缘电阻

（初始） 

触点间 

DC1000V 1min， ≥1000MΩ， 触点与线圈间 

主触点与辅助触点间 

耐电压

（初始） 

触点间 

AC 3000V 1min，漏电流≤3mA 触点与线圈间 

主触点与辅助触点间 

动作时间（at 23℃） ≤30ms（施加线圈额定电压时） 

释放时间（at 23℃） ≤15ms（施加线圈额定电压时、无二极管） 

机械性能 
耐振动 

三轴向加速度 27.4m/s
2
，5-2000Hz宽带随机振动，每轴

向 15小时 

耐机械冲击 半正弦脉冲 11ms，50g加速度，每轴向 20次 

寿命 

机械寿命 ≥20万次 

电气寿命（阻性负载）② DC400V 50A ≥5000次;DC800V 50A ≥3000次 

反向切断（阻性负载）② DC400V -50A ≥2000 次;DC800V -50A ≥500次 

环境条件 
工作环境条件 温度：-40～+85℃ 湿度：5%RH～85%RH（应无结冰，凝露） 

贮存环境条件 温度：-40～+95℃ 湿度：5%RH～85%RH（应无结冰，凝露） 

安装扭矩 
负载端 M4螺丝 1.8～2.7 N•m 

外壳固定脚 M4螺丝 1.8～2.7 N•m 

质量（约） 150g 



                                                                                            ★秘 密★ 

文件名称： 继电器_EVRA50CI-A_50A_800V-产品规格书 项目编号（可选）  

文件编号：  版本： 1 页    码：  2 / 5 

 

Copyright © BYD Corporation 

注）①.在微小负载水平下能够通断的下限目标值。该值有时会根据通断频率、环境条件、所期待的可靠水准发生改变，因此在使用时，推荐在实际负载

下进行确认 

②. 寿命测试通断时间：通0.3s,断2.7s，使用二极管时，触点复位时间可能会延迟，电寿命可能会下降，敬请注意。 

2、外形尺寸图 

  
 

 

 

 

 

 

 

 

 

 

 

 

技术要求： 

1、未注公差按公差列表。 

2、外观无脏污、划伤等不良，标签需正确 

3、安装底部平面度要求：≤0.5mm 

4、出货包装满足功率继电器出货包装标准要求。 

 

※配套连接器信息(选配) 

 

母端规格：TYCO                          

护套：1379658-1-G 

金属端子：1123343-1 

 

 

※配套螺丝（选配） 

规格：GB9074.13十字槽凹穴六角头螺栓组合件_M4×10_8.8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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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贴信息 

 

  

 

 

 

4、出货检验项目（at 23℃） 

 外观检查 

 尺寸检查 

 吸合电压 

 释放电压 

 额定动作电流 

 主触点接触电阻 

 辅助触点接触电阻 

 耐电压 

 绝缘电阻 

5、 正确使用注意事项： 

 工作电压 

1) 吸合电压、释放电压会随着环境温度和使用条件而发生变化，因此敬请注意。 

2) 施加的电压超过最大施加电压时，线圈中的异常升温会缩短绝缘涂层的寿命而发生线圈烧损和

层间短路，因此请务必注意。另外，使用环境温度的范围也请注意不要超过使用范围。 

3) 对于这款继电器，如果额定电压（或电流）长时间施加到线圈和接点上，然后关闭并立即打开，

则线圈温度和线圈电阻将比平时高。这意味着操作电压也比平时高，超过了额定值（“热启动”）。

在这种情况下，应采取适当措施，例如降低负载电流和通电时间或限制使用环境温度，防止施

加额定操作电压以上的线圈电压等。 

4) 线圈长期连续通电时，受线圈自身发热的影响，会促使线圈的绝缘发生劣化。 

5) 额定值中的主触点额定值均为电阻负载时的数值。使用L/R>1ms的感性负载（L负载）的情况下，

请与感性负载并行采取浪涌吸收措施。未采取措施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电气寿命下降、发生

切断不良。 

6) 请使用快速上升沿对带PCB板继电器进行线圈驱动。（内置单触发脉冲发生电路） 

7) 带PCB板继电器在接通0.2s后进行线圈电流自动切换，不满0.2s的重复闭合操作会引发继电器故

障，因此敬请注意。 

标志 说明 标志 说明 

 

二维码扫描内容 

(EVRA50CI-AA1605310001AAA01) 
 

产品商标 

EVRA50CI-A 产品型号 50A 负载额定电流 

24VDC 线圈额定电压 A1605310001AAA01 产品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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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议在无线路板的线路上（带线路板的内置反向电压吸收电路），使用变阻器或二极管加上齐

纳二极管作为保护电路，吸收继电器线圈OFF时中的逆向浪涌电压。将二极管并联连接在线圈上

时，释放时间可能会变慢，而且有可能降低产品使用寿命，因此敬请注意。 

 工作、贮存环境条件： 

1) 温度：-40℃～+85℃（工作）、-40℃～+95℃（贮存） 

2) 湿度：5%RH～85%RH（应避免结冰，凝露） 

3) 气压：86kPa～106kPa 

4) 关于凝露：在高温多湿环境下，温度急剧变化时容易发生结露，有时会产生继电器绝缘电阻降

低等，因此敬请注意。 

5) 关于低温、低湿环境：如果在低温、低湿中长时间放置，可能会造成塑料脆化，因此敬请注意。 

6) 一般储存环境：10～30℃和相对湿度不大于70%的干燥、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库房内，避免任

何有害气体、化学污染、静电、潮湿和机械损伤，不得与化学药品、酸、碱物质一同存放，贮

存时，应避免机械冲击和重压。 

7) 勿在真空中使用或储藏本继电器，否则会使密封结构的老化速度加快。 

 产品安装注意事项 

1) 更换继电器或进行配线之前必须关闭电源并确认没有残余电压。 

2) 继电器的负载端有极性和带PCB板继电器线圈端有极性。因此必须按上图端子配置/内部连接图

指示进行连接，如果负载端极性接反，将无法达到本文件中所述的切换特性，如果带PCB板的继

电器线圈端极性接反，继电器将损坏无法使用。 

3) 各部位的螺丝锁紧扭矩请必须控制在上述的规定范围内(参见技术参数)。螺丝松动可能导致通

电中产生异常热量而造成火灾。在超过范围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破损。 

4) 负载端子安装连接片时，必须安装方向按照上图图示安装。如果使用其他连接方式绝缘性能将

会下降。 

5) 在对线圈端子和负载端子进行配线时，必须使用随产品提供的螺丝。使用其它螺丝无法达到规

定的拧紧扭矩，并可能在通电时产生异常发热和冒烟。 

6) 不要在水、溶剂、化学药品或油可能接触到外壳或端子的场合下使用本继电器。否则可能导致

外壳树脂老化或因端子腐蚀、污浊而造成异常升温。并且，如果电解液接触到输出端子，输出

端子之间可能发生电解，引起端子腐蚀或线路断开。另外，关于所连接的配线母线，推荐使用

符合以下要求的产品。 

40A型：公称截面积  15mm2以上 

50A型：公称截面积  18mm
2
以上 

80A型：公称截面积  30mm2以上 

100A型：公称截面积  38mm2以上 

120A型：公称截面积  48mm2以上 

150A型：公称截面积  75mm2以上 

200A型：公称截面积  100mm2以上 

250A型：公称截面积  125mm2以上 

300A型：公称截面积  150mm2以上 

350A型：公称截面积  200mm2以上 

400A型：公称截面积  240mm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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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A型：公称截面积  350mm2以上 

7) 将继电器安装在电机、变压器、扬声器、磁铁等产生强磁场部件附近，或者将多个继电器紧密

安装时，继电器动作特性可能会发生变化，造成误动作。并且切换期间发生的电弧放电可能因

磁场而扭曲，引起飞弧或绝缘故障。请在安装实际动作的状态下进行确认。 

8) 请避免安装在发热物体附近。 

9) 相邻安装多个继电器时，请注意热量相互干扰所引起的异常发热，以及继电器外部的端子间的

绝缘距离。 

10) 搬运继电器时禁止提拉引导线或引出的接插件，可能会导致导线松动或断线，无法导通。 

11) 进行连接器端子的连接时，对方侧应使用指定的连接器。 

12) 在安装母线时，请勿向端子施加过度的负载，否则可能会造成通断性能故障。 

 电气寿命 

1) 继电器单品掉落的情况下，请勿使用。否则不但会使继电器无法达到性能规格，还会致其受损、

人员触电或起火。 

2) 本继电器是用于切换高 DC电压的设备，因此最终故障模式可能是导致不能切断，为此，请勿超

过规格中记载的切断能力、次数来使用。（作为寿命有限的商品，请及时更换） 

3) 关于开闭寿命，是在标准试验状态（温度15℃-35℃、湿度25%RH-85%RH）下得出的值，开闭寿

命因线圈驱动电路、负载种类、开闭频率、周围环境等而异，因此请通过实际机器进行确认。 

4) 高温下使用时，可能会对电气寿命产生影响，因此请在实际使用条件下进行确认。 

5) 开闭频率较快的情况下，电气寿命可能会降低，因此请确认实际使用时出现的异常模式等是否

会引发高频率的开闭。 

6) 上述电气寿命值为阻性负载测试值。感性负载的电气寿命比阻性负载短。应在实际运行条件下

确认运行正确与否。 

7) 使用电容负载（C负载）时，请在电容负载上采取预备充电等对策，使得冲击电流保持在额定电

流的10%以下，如未采取对策，可能会造成触点粘连。 

8) 使用L/R＞1ms的感应负载（L负载）时，请在感应负载上采取浪涌吸收对策。如未采取对策，可

能会造成电气寿命缩短、切断不良。 

9) 关于AC切断，虽然触点没有极性，但是与DC切断相比，一般情况下反方向切断会缩短电气寿命。

关于电气寿命，请通过实际的负载进行确认。关于DC切断，由于触点上有极性，因此，敬请注

意。 

10) 超过线圈额定值、触点额定值、开闭寿命等规格范围使用的情况下，可能会引起异常发热和冒

烟，因此敬请注意。 

 接触电阻 

1) 在无负载的情况下开闭时，接触电阻可能会上升，因此请在最小适用负载以上使用。 

2) 长时间未对触点进行开闭的情况下，触点表面会因有机皮膜的生成等而出现接触不稳定的情况，

因此请务必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