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２部分　传感器、变送器和执行器

第１篇　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

第１章　角速度、角度和角加速度陀螺

１．１　压电射流陀螺

１．１．１　ＰＦＲＳ系列压电射流角速度传感器

ＰＦＲＳ系列压电射流角速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如图 １１所示。射流束是由压电泵激励产
生的一种气态层流束，它对哥氏加速度特别敏感。射流束以恒速度 ｖｊ运动，当沿传感器壳体
的输入轴加上角速度 ωｉ时，射流束即偏离中心位置。偏离的量值和方向决定于外加角速度的
矢量特性，设偏离的量值为 ｙ，则哥氏加速度为

ｙ·· ＝２ωｉｖｊ
经过两次积分可得偏离量表达式

ｙ＝ωｉｖｊｔ
２

（１１）

图 １１　工作原理图　

敏感元件（一对热敏电阻）设置在距离喷嘴 Ｌ处，显然 Ｌ＝ｖｊｔ，故还可得到偏离量的另外两
种表达式，即

ｙ＝ωｉＬｔ （１２）

ｙ＝ωｉ
Ｌ２

ｖｊ
（１３）

由上述偏离量 ｙ的三种表达式可知，射流束位置的偏离量正比于垂直射流轴外加的输入角

速度的量值。由式（１２）可看出，在恒输入角速度

ωｉ的条件下，射流束的偏离量正比于射流束的长

度 Ｌ和射流迁移时间 ｔ的乘积。由式（１３）可看
出，当射流束长度 Ｌ一定时，偏离量反比于射流速

度 ｖｊ。

由图１１可看出，角速度使射流束偏离中心
位置并作用到敏感元件上，敏感元件因受射流束

冷却而发生电阻变化，使电桥失去平衡，输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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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于角速度的电信号。

图 １２　ＰＦＲＳ１８２３３９型、１０６型和 １２３型

产品插座接点分配　　

ＰＦＲＳ系列压电射流角速度传感器实际上
是一种固态角速度陀螺。它具有陀螺的功能

而没有传统陀螺的高速转子，因此这种固态角

速度陀螺所具有的耐高冲击和高可靠性等特

点是传统陀螺不可媲美的。固态角速度陀螺

的寿命至少比传统陀螺的寿命高 １００倍，其平
均无故障时间（ＭＴＢＦ）＞２５００００ｈ。这种固态
角速度陀螺能承受 １６０００ｇ的冲击，比传统陀
螺能承受的冲击加速度高１００倍以上。

ＰＦＲＳ系列压电射流角速度传感器可用
于飞机、船舶、工业自动化和机器人等技术领域，是测量和控制角速度、角加速度和角位移等角

参数的关键部件。它是耐高冲击、高可靠机器人姿态控制不可缺少的惯性器件，用于末制导炮

弹滚控系统，存储可靠度大于０．９９０６，工作可靠度大于０．９９９９９９５。产品插座接点分配、外形
和安装尺寸分别如图１２～图１４所示。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１～表１５。

图 １３　ＰＦＲＳ１８２３３９型产品外形和安装尺寸

图 １４　ＰＦＲＳ１０６型、１２３型产品外形和安装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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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ＰＦＲＳ１０６型技术指标

动态范围／（°／ｓ） ±６０ 准备时间／ｍｉｎ ＜１

非线性度（％ＦＳ） ＜１ 响应时间／ｍｓ ＜８０

灵敏限／（°／ｓ） ＜００５ 工作温度／℃ －４０～＋５０

分辨力／（°／ｓ） ＜００５ 零位输出／ｍＶ ＜１００

滞后／（°／ｓ） ＜００５ 比例系数／〔ｍＶ／（°／ｓ）〕 ４０±２

ＭＴＢＦ／ｈ ＞５００００ 工作电源 ±１５Ｖ，２００ｍＡ

交叉耦合（％） ＜１０ 重量／ｇ ４２０

振动灵敏度／ｍＶ １０（２０～７０Ｈｚ，１５ｇ，３ｈ） 外形尺寸／ｍｍ ７２×５７×５１

耐冲击 ４０ｇ（Ｘ，Ｙ轴１０００次；Ｚ轴２０００次）

表 １２　ＰＦＲＳ１８２３３９型技术指标

动态范围／（°／ｓ） ±５００±１００ 比例系数／〔ｍＶ／（°／ｓ）〕 ６±２

非线性度（％ＦＳ） ＜１ 噪声灵敏度 可忽略不计

灵敏限／（°／ｓ） ＜０１ 耐冲击 纵向：１６０００ｇ，横向：５０００ｇ

分辨力／（°／ｓ） ＜０１ ＭＴＢＦ／ｈ ≥２５００００

零位输出／（°／ｓ） ＜１ 响应时间／ｍｓ ＜８０

固有频率／Ｈｚ ４０ 工作温度／℃ －４０～＋５０

零位漂移／〔（°／ｓ）／ｍｉｎ〕 ＜０１ 工作电源 ＋１５Ｖ，２００ｍＡ

滞后／（°／ｓ） ０６ 外形尺寸／ｍｍ ６７×６３

交叉耦合（％） ＜１０ 重量／ｇ ３４０

振动灵敏度／（°／ｓ） ２（≈２０００Ｈｚ）

表 １３　ＰＦＲＳ１２３型技术指标

动态范围／（°／ｓ） ００１～３０ 固有频率／Ｈｚ ＞１５

分辨力／（°／ｓ） ＜００１ 响应时间／ｍｓ ＜８０

比例系数／〔ｍＶ／（°／ｓ）〕 １５０ 工作温度／℃ －４０～＋５０

零位漂移／〔（°／ｓ）／ｈ〕 ０１ 工作电源 ＋１５Ｖ，２００ｍＡ

零位输出／（°／ｓ） ０２ 外形尺寸／ｍｍ ７２×５７×５１

非线性度（％ＦＳ） ＜１ 重量／ｇ ≈４２０

表 １４　ＰＦＲＳ１型技术指标

动态范围／（°／ｓ） ±１５００ ＭＴＢＦ／ｈ ＞５００００

非线性度（％ＦＳ） ≤１ 可靠度
任务时间５ｈ
置信度( )０８５ ０９９８

交叉耦合（％） ≤１ 工作温度／℃ －４０～＋５０

分辨力／（°／ｓ） ＜２ 耐冲击 纵向：１６０００ｇ，横向：８００ｇ

比例系数／〔ｍＶ／（°／ｓ）〕 ６±２ 工作电源 ±１５Ｖ，２００ｍＡ

响应时间／ｍｓ ＜５０ 外形尺寸／ｍｍ ６７×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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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５　ＰＦＲＳ２型技术指标

动态范围／（°／ｓ） ±３６００ ＭＴＢＦ／ｈ ＞５００００

非线性度（％ＦＳ） ≤１ 可靠度
任务时间５ｈ

置信度( )０８５
０９９８

交叉耦合（％） ≤２ 工作温度／℃ －４０～＋５０

分辨力／（°／ｓ） ＜１０ 耐冲击 纵向：１２０００ｇ，横向：８００ｇ

比例系数／〔ｍＶ／（°／ｓ）〕 ２±０５ 工作电源 ±１５Ｖ，２００ｍＡ

响应时间／ｍｓ ＜５０ 外形尺寸／ｍｍ ５５×５５×６５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联系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１１２　ＣＪＳＹＳ型压电射流角速度传感器

ＣＪＳＹＳ型压电射流角速度传感器也是利用惯性力敏感角速度，和传统陀螺的差别仅在于
用射流的线性动量 ｍｖ代替传统陀螺的角动量 ｍω。图 １５示出这两种惯性传感器工作原理
类比，图 ｂ所示的坐标轴代表传统陀螺的力矩 Ｍ、角动量 Ｈ和输入角速度 ω，图 ａ所示的坐标
轴代表 ＣＪＳＹＳ型的哥氏力 Ｆｃ、线性动量 ｍｖ和输入角速度 ω。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６。

图 １５　工作原理类比
ａ）ＣＪＳＹＳ型　ｂ）传统陀螺

表 １６　静态试验技术指标

动态范围／（°／ｓ） ±１０００（可调） 灵敏度／〔ｍＶ／（°／ｓ）〕 ＞６±２（可调）

非线性度（％ＦＳ） ≤２ 交叉耦合（％） ≤２

零位输出／（°／ｓ） ≤１０ 响应时间／ｍｓ ≤８０

阈值／（°／ｓ） ≤５ 准备时间／ｍｉｎ ≤５

零位漂移／〔（°／ｓ）／ｈ〕 ≤１０

·４３２·



　　产品的极性如图１６所示，Ｚ轴为角速度输入轴；插座型号及接点分配如图１７所示。

图 １６　ＣＪＳＹＳ型压电射流角速度传感器的极性规定 图 １７　７Ｐ型航空插座接点分配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联系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１１３　ＣＪＳＹＳＡ０１型压电射流角速度传感器

ＣＪＳＹＳＡ０１型压电射流角速度传感器（见图１８）可用于飞机、船舶、工业自动化和机器人

等技术领域，是测量和控制角速度、角加速度和角位移等角参数的关键部件。它是机器人姿态

控制不可缺少的惯性器件，还可用于载体滚控系统，工作可靠度大于０．９９９９９９５，主要技术指

标见表１７。

表 １７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ｓ） ±１２０ 响应时间／ｍｓ ≤８０

分辨力／（°／ｓ） ０．０５ 准备时间／ｍｉｎ ５

比例系数／〔ｍＶ／（°／ｓ）〕 ８０ 工作温度／℃ －４０～＋５５

非线性度（％ＦＳ） ≤１ 工作电源 ＤＣ±１５Ｖ，２００ｍＡ

交叉耦合（％） ≤２ 体积耐冲击 纵向：１６０００ｇ，横向：８００ｇ

零位输出／（°／ｓ） ０．２ 外形尺寸／ｍｍ １０４×８８×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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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８　传感器外形、安装尺寸和插座接点分配
ａ）外形及安装尺寸　ｂ）插座接点分配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联系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１１４　ＣＪＳＹＳＡ０２型高可靠、低功耗压电射流角速度陀螺

ＣＪＳＹＳＡ０２型高可靠、低功耗压电射流角速度陀螺实际上是一种固态陀螺，具有陀螺的功
能而没有传统陀螺的高速转子。因此，这种固态陀螺的耐高冲击和高可靠性等特点，是传统陀

螺不可媲美的。由于利用单片机进行数字化补偿，使得该传感器的温度性能、对称性和非线性

度等指标得到大幅度提高，并降低了生产成本。该陀螺可用于飞机、工业自动化、车辆和坦克等

领域，是测量和控制角速度、角加速度和角位移等角参数的关键部件。它是耐高冲击、高可靠机

器人的姿态控制不可缺少的惯性部件。插座接点分配如图１９所示。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８。

表 １８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ｓ） ±５０

非线性度（％ＦＳ） ≤１

分辨力／（°／ｓ） ≤０．０１

响应时间／ｍｓ ≤８０

功耗／ｍＷ ≤５６０

工作温度范围／℃ －４０～６０

外形尺寸／ｍｍ ≤８５×７２×５６

重量／ｇ ≤４１０ 图 １９　插座接点分配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联系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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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　ＣＪＳＹＳＡ０３型压电射流角速度传感器

ＣＪＳＹＳＡ０３型压电射流角速度传感器以气体作为敏感重量，重量极小，故具有抗高过载、
耐强冲击、长寿命等特点，其外形尺寸和插座接点分配如图 １１０所示。该传感器是测量和控
制角速度、角加速度和角位移等角参数的关键部件，可广泛用于运动体控制系统、船舶稳定系

统，以及工业自动化和机器人姿态控制等领域，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９。

图 １１０　传感器外形尺寸和插座接点分配
ａ）外形尺寸　ｂ）插座接点分配

表 １９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ｓ） ±５０ 响应时间／ｍｓ ≤８０

分辨力／（°／ｓ） ０．０１ 准备时间／ｍｉｎ ５

比例系数／〔ｍＶ／（°／ｓ）〕 ８０ 工作温度／℃ －４０～＋５５

非线性度（％ＦＳ） ≤１ 工作电源电压／Ｖ ＤＣ±１５

零位输出／（°／ｓ） ≤０．２ 外形尺寸／ｍｍ ７６×６７×５８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联系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１１６　二维压电射流角速度陀螺

二维压电射流角速度陀螺是一种工作原理基于哥氏效应的固态惯性器件，其工作原理与

压电射流角速度传感器相同。二维压电射流角速度陀螺由一体化的二维角速度敏感元件和有

可靠性指标的电子线路组成，具有成本低、性能稳定、寿命长、噪声低和耐力学环境能力强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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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适用于船舶、雷达和钻井平台的姿态测量系统及减摇系统。产品的外形和极性如图 １１１
所示，Ｘ和 Ｙ轴为角速度输入轴。产品安装尺寸和插座接点分配如图 １１２所示。主要技术指
标见表１１０。

图 １１１　产品的外形和极性示意图

图 １１２　产品安装尺寸和插座接点分配
ａ）产品安装尺寸　ｂ）插座接点分配

表 １１０　主要技术指标

动态范围／（°／ｓ） ００５～１００（可调） 交叉耦合（％） ≤１

响应时间／ｍｓ ＜８０ 准备时间／ｍｉｎ ≤１

比例系数／〔ｍＶ／（°／ｓ）〕 １００ 工作电源 ±１２Ｖ，４００ｍＡ

综合漂移／〔（°／ｓ）／１０ｍｉｎ〕 ０１ 工作温度／℃ －４０～＋５０

非线性度 当被测角速度 ω≤３０°／ｓ时，相对误差≤１％ＦＳ；当１００°／ｓ≥ω≥３０°／ｓ时，相对误差≤２％ＦＳ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联系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８３２·



１１７　三维压电射流角速度陀螺

三维压电射流角速度陀螺用于测量运动体三自由度的角速度，可同时输出模拟和数字信

号，可选择任一自由度冗余输出。它具有成本低、性能稳定、可靠性高、噪声低和耐力学环境能

力强的特点，适用于运动体的姿态测量及稳定系统。

三维压电射流角速度陀螺的三维角速度敏感头结构及其敏感轴向如图 １１３所示。它主

要由气泵、气流腔、喷嘴、恒温气路、热敏丝座以及热敏丝等构成。各根热敏丝两端分别接到接

线柱（ｔｉ），ｔ＝Ｘ，Ｙ，Ｚ；ｉ＝１，２。每对彼此平行的热敏丝构成一维角速度敏感元件。

三维压电射流角速度陀螺中受哥氏力作用的物质为气体，而不是传统机电陀螺的做高速

转动的机械转子，也不是其他类陀螺的振梁等部件。因此机械加工成本低，抗振动冲击能力

强，整机寿命长；而且其角速度检测元件为质量可忽略不计的热敏丝（铂或钨丝），对于直径

１０μｍ、长１０ｍｍ的铂丝，在１００００ｇ作用下，其端部所受应力约为２０ＭＰａ，远小于退火态铂丝的

１５０ＭＰａ抗拉强度，而其应变不到００１％，恢复后完全可正常工作，所以该陀螺可承受高过载。

图 １１３　三维角速度敏感头结构及其敏感轴向示意图

三维压电射流角速度陀螺的电子线路原理框图如图 １１４所示。图中 ｆ（ω＋Ｘ）、ｆ（ω
＋
Ｙ）和

ｆ（ω＋Ｚ）分别表示陀螺敏感输入角速度 ω在 Ｘ、Ｙ、Ｚ正轴向分量的输出，ｆ（ω
－
Ｘ）、ｆ（ω

－
Ｙ）和

ｆ（ω－Ｚ）分别表示陀螺敏感输入角速度 ω在 Ｘ、Ｙ、Ｚ负轴向分量的输出。主要技术指标见表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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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４　电子线路原理框图

表 １１１　主要技术指标

动态范围／（°／ｓ） ±００１～１００（可调） 外形尺寸／ｍｍ １６０×６０

分辨力／（°／ｓ） ００１ 安装误差角／（′） ≤３

交叉耦合（％） ≤０１ 工作电源 ＤＣ２８Ｖ，５００ｍＡ

非线性度（％ＦＳ） ≤０１ 重量／ｇ ≤１５００

综合漂移／〔（°／ｓ）／ｈ〕 ０．１ 工作温度／℃ －４０～＋５０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联系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１２　ＣＪＡＹＳ型压电射流角加速度传感器

ＣＪＡＹＳ型压电射流角加速度传感器由 ＰＦＲＳ型压电射流角速度传感器和特制微分器组
成，其工作原理是对压电射流角速度传感器的输出进行微分，从而获得角加速度输出信号。

该传感器与机电陀螺式角加速度传感器相比，其机械结构无可动部件，因此具有承受冲击

能力强、寿命长和成本低等优点。它可作为测量角速度和角加速度的敏感元件，广泛应用于机

器人、飞机、船舶、车辆的测量及控制系统，雷达天线的瞄准及稳定系统。产品外形及安装尺寸

如图１１５所示，产品可倒置安装。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１２。

·０４２·



图 １１５　ＣＪＡＹＳ型角加速度传感器外形及安装尺寸

　　 表 １１２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３６０°／ｓ２ 输出电压范围 ０～±５Ｖ

非线性度 ＜１％ＦＳ 工作温度 －４０～＋５０℃

灵敏限 ＜０５°／ｓ２ 冲击 ≤１６０００ｇ

交叉耦合 ＜１％ 振动 ４ｇ

频率响应 １０Ｈｚ ＭＴＢＦ ＞２５０００ｈ

线加速度敏感量 ＜００１（°／ｓ２）／ｇ 重量 ４００ｇ

准备时间 ＜１５ｓ 外形尺寸 ７２ｍｍ×５７ｍｍ×５１ｍｍ

零位误差 ＜０１％ＦＳ 工作电源 ±１５Ｖ，２５０ｍＡ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联系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１．３　ＤＭＵ型惯性测量装置及垂直陀螺

ＤＭＵ型惯性测量装置及垂直陀螺是智能化产品（见图１１６），用于在动态环境中进行精确
的加速度和角速度测量的惯性测量系统。ＤＭＵ有两种具有特定功能的产品型号：ＤＭＵ６和
ＤＭＵＶＧ。ＤＭＵ６可输出惯性加速度及角速度测量值，其格式便于系统集成，应用范围包括
ＧＰＳ导航、动态定位以及汽车测试。ＤＭＵＶＧ除了具备 ＤＭＵ６的输出之外，还可提供横滚及
俯仰稳定计算值，可用于摄像机及平台稳定。两种产品均允许通过串行命令索取数据或连续

传送数据。ＤＭＵ产品供货时，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公司将向用户提供 ＸＶＩＥＷ软件，以方便用户的应用
开发。

·１４２·



图 １１６　ＤＭＵ产品

工作原理

ＤＭＵ可测量三个正交轴向上的加速度，以及围绕这三个轴的旋转速率。这是通过三个加
速度计和三个角速度传感器实现的。

ＤＭＵ内部具有 Ａ／Ｄ转换器、微控制器和电可擦除可编程序控制器，这样可以根据应用要
求给出合乎要求的输出，并补偿确定性误差。

ＤＭＵ的六个敏感元件均为微机械元件。三个角速度陀螺由振动陶瓷片构成，利用哥氏力
完成测量，其角速度输出不受加速度影响。三个加速度计是表面安装型的微机械传感器，利用

差分电容原理敏感加速度。其工作原理图如图１１７所示，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１３～表１１５。

图 １１７　ＤＭＵ６的原理框图

表 １１３　ＤＭＵＶＧ型主要技术指标

指　　标 性　　能 备　　注

横滚角测量范围／（°） ±１８０

俯仰角测量范围／（°） ±９０

横滚、俯仰角动态准确度／（°／ｍｓ） １ 与应用场合有关

横滚、俯仰角测量非线性度（％ＦＳ） ＜１ 横滚角满量程（ＦＳ）＝１８０°，俯仰角满量程 ＝９０°

带宽／Ｈｚ ０～１０

横滚、俯仰、偏航角速度分辨力／（°／ｓ） ０．０５ 噪声，零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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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４　ＤＭＵ６型主要技术指标

指　　标 陀　　螺 加速度计

测量范围
±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ｓ

（可按用户要求调整）

±１，２，４，１０，２５，５０ｇ

（可按用户要求调整）

满量程输出（模拟） ±２．０Ｖ ±１．５Ｖ

满量程输出（数字） －３２７６８～＋３２７６７ －３２７６８～＋３２７６７

标度因数校准 ＜１％ ＜１％

带宽 ０～１０Ｈｚ ０～１００Ｈｚ

非线性度 ０．５％ＦＳ ０．２％ＦＳ

偏值稳定性（室温） ±１°／ｓ ±５ｍｇ

偏值稳定性（－４０～＋８５℃） ±９°／ｓ ±７０ｍｇ

准确度 ＜１％ ＜１°

分辨力 ０．０５°／ｓ ５ｍｇ（ＦＳ＜８ｇ），５０ｍｇ（ＦＳ＞８ｇ）

表 １１５　ＤＭＵ６、ＤＭＵＶＧ型其他技术指标

电源

　　电源电压
　　电源电流

８～３０Ｖ
１００ｍＡ（ｍａｘ）

温度范围

　　工作温度范围
　　贮存温度范围

－４０～＋８５℃
－５５～＋８５℃

封装

　　外壳
　　重量

铝制（７５ｍｍ×８４ｍｍ×１６３ｍｍ），也可按用户要求定制
４７５ｇ

传感器性能随温度的变化

　　范围
　　准确度
　　非线性度
　　传递函数

－５０～＋１５０℃
±２％ＦＳ
±１％ＦＳ
１．３７５Ｖ＋２２．５ｍＶ×Ｔ

输出方式

１．ＤＭＵ６输出方式（有三种输出方式，一种为模拟式，两种为数字式）
１）模拟输出接口方式　ＤＭＵ具有六路经过完全调理的模拟信号输出———三路为线加速

度输出，三路为角速度输出。模拟输出信号可直接与 Ａ／Ｄ转换器或标准数据采集软件接口。
２）数字输出接口方式
ａ）电压模式。此时传感器的模拟信号经过采样，被转换成数字信号（１０ｍＶ分辨率）。数

据通过 ＲＳ２３２连接，以３８４００ｂｉｔ／ｓ进行传输。数据可由主机发送串行命令索取，也可连续不
断地发送给主机。数据包中包括了一个１６位的时间值，该值表示传感器信号采样的时间。

ｂ）标度传感模式。此时传感器的模拟信号经过采样，被转换成数字信号，再经过温度补
偿，然后按所需的工程单位进行标度。ＤＭＵ的板上存储器均存储有电子数表，该数表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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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的基准值（偏差值和标度因数）。数据可由主机发送串行指令索取，也可连续不断地发

送给主机。表１１６示出加速度和角速度测量范围的换算关系，表１１７为串行指令集。

表 １１６　加速度和角速度的测量范围的换算关系

加速度测量范围 变换因数［从二进制数到加速度值（ｇ）］

２ｇ （２×１．５）／２１５

４ｇ （４×１．５）／２１５

５０ｇ （５０×１．５）／２１５

角速度测量范围 变换因数［从二进制数到角速度值（°／ｓ）］

５０°／ｓ （５０×１．５）／２１５

１００°／ｓ （１００×１．５）／２１５

２００°／ｓ （２００×１．５）／２１５

表 １１７　ＤＭＵ串行指令集（Ｆｉｒｍｗａｒｅ　Ｖ１．２）

指令（ＡＳＣＩＩ） 回　应 说　　明

Ｒ Ｈ 复位：使 ＤＭＵ硬件复位。默认工作方式是电压模式和定时查询方式

Ｇ 数据包 索取数据：向 ＤＭＵ索取一个测量数据包。数据格式与工作方式有关

ｒ Ｒ 转换到电压模式

ｃ Ｃ 转换到标度传感器方式

ａ Ａ 仅限于 ＤＭＵＶＧ：转换到 ＤＭＵＶＧ输出模式

Ｔ〈０～２５５〉 无 仅限于 ＤＭＵＶＧ：２字节指令序列，用于改变积分器修正时间常数

Ｃ 无 转换到连续数据传送方式。数据包传送速率与工作方式有关

Ｐ 无 转换到定时查询方式。ＤＭＵ测量出加速度信号后，发送数据包

Ｚ〈０～２５５〉 Ｚ

　 通过按时间平均的办法，对角速度传感器进行调零和校准。第一个字节指令

启动调零过程。第二个字节规定平均时间的长度。传感器必须平稳地置于水平

面上

２．ＤＭＵＶＧ输出方式
ＤＭＵＶＧ通过采用先进的手段对其内部的角速度和加速度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进行调整，

从而提供稳定的横滚和俯仰角信号。典型的倾角传感器利用地球的重力场测量倾斜角度，如

较旧式的电解液式传感器和较新式的基于加速度计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只有当待测物体无

加速度时才可以进行精确测量。在动态条件下，这些基于重力测量的传感器就无法分辨倾角

信号和加速度信号 。ＤＭＵＶＧ通过将角速度和加速度信号进行组合的办法解决了这一问题。
ＤＭＵＶＧ的倾角信号是通过对角速度传感器的输出进行积分得到的。加速度计对倾角的响应
信号用于纠正角速度传感器漂移引入的误差。漂移误差的纠正是连续进行的，其更新频率可

通过串行指令“Ｔ〈０～２５５〉”予以设定。这样当干扰加速度是猝发的且持续时间较短时（如航
海和汽车等方面的应用），Ｔ值取７０～２５５，每次纠正的时间间隔较长；当干扰加速度持续时间
较长且变化较平滑时，Ｔ值取接近于０的值，纠正动作较为频繁。

ＤＵＭＶＧ数据包中包含横滚角、俯仰角、角速度和加速度输出信号。这些数据可以通过发
送串行指令索取或设定为连续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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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时图

图 １１８　处理器的工作周期

在某些应用场合，ＤＭＵ的数字输出的利用还要
求精确地获取传感器内部的计时数据。ＤＭＵ内部
的处理器以循环方式工作———从传感器收集数据，

经过处理，然后传送给用户。在连续方式下，处理器

的工作是重要的，根据总的循环速率即可得到精确

的计时信号。ＤＭＵ的每一种工作方式的数据包中
均包含有时间“标记”，该“标记”仅仅是 Ａ／Ｄ转换通道采样时，ＤＭＵ内部一个自由计数器的输出
值。计数值为０～６５５３５，一个计数周期为６．５１μｓ，整个计数器每０．４２６ｓ更新一次。处理器的工
作周期如图１１８和表１１８所示，数据包格式见表１１９。

表 １１８　处理周期数据

输出方式 转换时间 Ｔ１／μｓ 处理时间 Ｔ２／ｍｓ 传送时间 Ｔ３／ｍｓ

ＤＭＵ６电压模式

标度传感模式　

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５

３０

４．７

４．７

ＤＭＵＶＧ　　　 １１２ ６５ ５．２

　　注：１通道间转换时间为１４μｓ，每次循环共有８个通道。

２Ｔ３是假定通信速率为３８．４ｂｉｔ／ｓ的情况下得出的。

３复位信号使处理器进行硬件复位。复位信号的上升沿计时复位至００００。所有 ＤＭＵ内部变量均变为默认值。

４每当１６位计数器更新时，时钟信号就传送一次。时间信号可用于与外部时间参考源一起进行相关分析。

表 １１９　数据包格式（Ｖ１．２）

序号 ＤＭＵＶＧ 标度传感模式 电压模式

０ 标题（２５５） 标题（２５５） 标题（２５５）

１ 横滚角（ＭＳＢ） 横滚角速度 Ｘ（ＭＳＢ） 陀螺电压 Ｘ（ＭＳＢ）

２ 横滚角（ＬＳＢ） 横滚角速度 Ｘ（ＬＳＢ） 陀螺电压 Ｘ（ＬＳＢ）

３ 俯仰角（ＭＳＢ） 俯仰角速度 Ｙ（ＭＳＢ） 陀螺电压 Ｙ（ＭＳＢ）

４ 俯仰角（ＬＳＢ） 俯仰角速度 Ｙ（ＬＳＢ） 陀螺电压 Ｙ（ＬＳＢ）

５ 横滚角速度 Ｘ（ＭＳＢ） 偏航角速度 Ｚ（ＭＳＢ） 陀螺电压 Ｚ（ＭＳＢ）

６ 横滚角速度 Ｘ（ＬＳＢ） 偏航角速度 Ｚ（ＬＳＢ） 陀螺电压 Ｚ（ＬＳＢ）

７ 俯仰角速度 Ｙ（ＭＳＢ） 加速度 Ｘ（ＭＳＢ） 加速度计电压 Ｘ（ＭＳＢ）

８ 俯仰角速度 Ｙ（ＬＳＢ） 加速度 Ｘ（ＬＳＢ） 加速度计电压 Ｘ（ＬＳＢ）

９ 偏航角速度 Ｚ（ＭＳＢ） 加速度 Ｙ（ＭＳＢ） 加速度计电压 Ｙ（ＭＳＢ）

１０ 偏航角速度 Ｚ（ＬＳＢ） 加速度 Ｙ（ＬＳＢ） 加速度计电压 Ｙ（ＬＳＢ）

１１ 加速度 Ｘ（ＭＳＢ） 加速度 Ｚ（ＭＳＢ） 加速度计电压 Ｚ（ＭＳＢ）

１２ 加速度 Ｘ（ＬＳＢ） 加速度 Ｚ（ＬＳＢ） 加速度计电压 Ｚ（ＬＳＢ）

１３ 加速度 Ｙ（ＭＳＢ） 温度传感器电压（ＭＳＢ） 温度传感器电压（ＭＳＢ）

１４ 加速度 Ｙ（ＬＳＢ） 温度传感器电压（ＬＳＢ） 温度传感器电压（ＬＳＢ）

１５ 加速度 Ｚ（ＭＳＢ） 时间（ＭＳＢ） 时间（ＭＳＢ）

１６ 加速度 Ｚ（ＬＳＢ） 时间（ＬＳＢ） 时间（ＬＳＢ）

１７ 温度传感器电压（ＭＳＢ） 校验和 校验和

１８ 温度传感器电压（ＬＳＢ）

１９ 时间（ＭＳＢ）

２０ 时间（ＬＳＢ）

２１ 校验和

·５４２·



ＤＭＵＶＧ以角度方式工作时的初始化过程
１）使整个装置复位，并进行通信确认

发送 接收

ＡＳＣＩＩ码 Ｒ Ｈ
十进制数 ８２ ７２

　　２）使角速度传感器归零（可选）
发送 接收

ＡＳＣＩＩ码（十进制数） Ｚ（２００） Ｚ
十进制数 １２２２００ ９０

　　３）设定积分时间常数（可选）
发送 接收

ＡＳＣＩＩ码（十进制数） Ｔ（１００）
十进制数 ８４１００

　　４）转换为垂直陀螺方式
发送 接收

ＡＳＣＩＩ码 ａ Ａ
十进制数 ９７ ６５

　　５）索取数据
发送 接收

ＡＳＣＩＩ码 Ｇ ２２字节数据包
十进制数 ７１ ２２字节数据包

　　ＤＭＶＶＧ外形及安装尺寸与引脚如图１１９所示。

图 １１９　外形及安装尺寸与引脚分配

厂商名称：美国 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公司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展销单位：中国电子学会敏感技术分会展销部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联 系 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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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ＣＷＴ１００型无线遥测系统

ＣＷＴ１００型无线遥测系统由两台无线收发机、两部远程可定位天线以及其他附件组成，利
用这些条件，用户可以在 ＤＭＵ或 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公司的产品与主 ＰＣ或其他固定式数据采集设备之

表 １２０　装备的组成

设　　　备 数量

带有抗恶劣天气外壳的无线收发机 ２
无线收发机的安装组件 ２
开 环 式 ３０５ｍｍ（１２ｉｎ）全 方 位 ３０ｌ天 线，带
３．０５ｍ（１０ｆｔ）电缆

２

连接 ＤＭＵ到数据收发机的连接电缆 １
数据收发机到主 ＰＣ的连接电缆（ＤＢ９） ２
ＡＣ适配器 ２
定义软件系统 １
使用说明书 １

间迅速建立一个可靠、有效的无线通信。

图１２０示出其典型的应用方式。表 １２０
则列出全套装备的组成情况。

　　无线式 ＲＳ２３２宽谱数据收发机可为
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公司的 ＤＭＵ及其他产品提供可
靠的远距离通信。该型收发机采用了跳频

技术，能保持１１５．２ｋｂｉｔ／ｓ的数据传输速率。
接收机已经 ＦＣＣ／ＤＯＣ批准。收发机的电
源电压为 ＋１０～＋１８Ｖ，另外也可使用随货

图 １２０　ＣＷＴ１００的典型应用方式

提供的市电适配器及香蕉插头适配器。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２１。

表 １２１　主要技术指标

通信范围／ｋｍ ３２．１８（直线可视距离） 解码水平
－１０８ｄＢｍ（１０～６原始位

误差率时）

ＲＳ２３２传输速率／（ｋｂｉｔ／ｓ） １．２～１１５．２ 功率／Ｗ １

系统增益／ｄＢ １４０ 错误检测 ３２位 ＣＲＣ

工作频率／ＭＨｚ ９０２～９２８ 电流／ｍＡ
６００（发送时），１００（接收
时），１８０（平均值）

调制类型 宽谱型，ＧＦＳＫ 工作电源电压／Ｖ １１～１８

扩度代码 跳频 收发机尺寸（长×宽×高）／ｍｍ ２００×１００×２５

最低接收能力 －１１０ｄＢｍ

厂商名称：美国 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公司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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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联 系 人 ：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７４２·



１５　ＸＶＩＥＷ 和 ＸＡＮＡＬＹＺＥ数据采集与分析软件

特点

图 １２１　定义菜单

１）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图形化界面；
２）使用方便，可用于处理 ＤＭＵ、ＣＸＬＤＫ和 ＣＸＴＩＬＴ系列产

品的输出；

３）可加快测量过程；
４）用于分析 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公司产品；
５）具有数据记录功能（仅对 ＸＡＮＡＬＹＺＥ而言）；
６）打印和控制测量过程（仅对 ＸＡＮＡＬＹＺＥ而言）；
７）安装方便，只需从安装盘上将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ｘｅ复制到硬盘内相应

子目录下（或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Ｗｅｂ下载），双击 Ｉｎｓｔａｌｌ图标，就会出现
ＸＶＩＥＷ．ｅｘｅ的可执行文件。系统即安装完毕（见图１２１～图１２５）。

图 １２３　加速度计测量结果 ＦＦＴ显示图 １２２　加速度计／ＤＭＵ波形显示

图 １２４　ＣＸＴＩＬＴ传感器测量结果

的直观显示

图 １２５　ＤＭＵＶＧ垂直陀螺测量结果

的直观显示

厂商名称：美国 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公司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展销单位：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中国电子学会敏感技术分会展销部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联 系 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８４２·



１６　ＣＪＳＹＳＢ０１型二轴压电气流角速度陀螺

ＣＪＳＹＳＢ０１型二轴压电气流角速度陀螺以气体作为敏感重量，具有较高的抗冲击、振动能
力；能够同时输出两个方向上的角速度，可用于测量和控制载体的二维角速度、角加速度和角

位移。其外形尺寸和插座接点分配如图１２６所示。该陀螺可用于导弹、飞机、舰船、工业自动
化和机器人等技术领域，是测量和控制角速度、角加速度和角位移等角参数的关键部件。它是

末制导炮弹和机器人姿态控制不可缺少的惯性器件，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２２。

图 １２６　传感器外形尺寸和插座接点分配
ａ）外形尺寸　ｂ）插座接点分配

表 １２２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ｓ） ±１２０ 响应时间／ｍｓ ≤８０

分辨力／（°／ｓ） ０．０１ 准备时间／ｍｉｎ ２

比例系数／〔ｍＶ／（°／ｓ）〕 ４０ 工作温度／℃ －４０～＋５５

非线性度（％ＦＳ） ≤２ 工作电源／Ｖ ＤＣ±１５

零位输出／（°／ｓ） ０．２ 外形尺寸／ｍｍ １３８×８９×７２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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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ＣＪＳＤＲＷＢ０１型硅微机械陀螺

根据不同应用领域的需求，微机械陀螺有多种，按结构特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既有驱动

又有读出结构的微机械陀螺；另一类是仅有读出结构的硅微机械陀螺。前者结构复杂，成本较

高，属通用型陀螺；后一种结构简单、成本低，它是专用于旋转体的陀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研

制的 ＣＪＳＤＲＷＢ０１型硅微机械陀螺是后一种陀螺。
ＣＪＳＤＲＷＢ０１型硅微机械陀螺主要用于炮弹、火箭弹和子母弹的弹道修正，提高命中目

标的准确度，亦可用于汽车轮胎、石油钻探的核心控制。其特点是成本低、抗高冲击、能敏感高

角速度。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２３。陀螺结构原理如图１２７所示。

表 １２３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ｓ）
旋转角速度：±３６～９０００；

俯仰（或偏航）角速度：±０．０２～５００

分辨力／（°／ｓ） ≤０．０２

非线性度（％ＦＳ） ≤０．５

零偏稳定性／（°／ｈ） ＜５０

相位滞后／（°） ＜５０

理论分析表明，拟研制的弹体自旋驱动硅微机械陀螺的角振动幅度为

α＝ （Ｃ＋Ｂ－Ａ）φ·

［（Ｃ－Ｂ－Ａ）φ·２＋ＫＴ］
２＋（Ｄφ·）槡

２
ωｓｉｎ（φ·ｔ－β） （１４）

图 １２７　弹体自旋驱动硅微机械陀螺结构原理

式中，Ａ、Ｂ、Ｃ分别为单晶硅质量块绕 Ｘ、Ｙ、Ｚ轴
的转动惯量；ＫＴ为单晶硅弹性扭转支撑柱的刚

度系数；Ｄ为气体阻尼系数；φ· 为弹体横滚角速
度；ω为弹体俯仰或偏航角速度；β为输出信号
的相位滞后。由式（１４）可知，单晶硅质量块发
生偏转的角振动频率等于弹体横滚角速度 φ·，
角振动幅度 α与弹体俯仰或偏航角速度 ω存在
比例关系，但是由于耦合了弹体横滚角速度 φ·，
使得 α的幅值与 ω之间呈非线性关系，造成输
出信号不稳定，通过结构上的设计和对输出信

号进行处理，可使 α的幅值与 ω之间呈线性关
系，稳定输出信号。

式（１４）有以下两种情况：
１）当ＫＴＤφ

·时，式（１４）中分母表达式主
要取决于 Ｄφ·，这使弹体横滚角速度 φ· 对输出信号 α幅值的影响大大减小。但由于气体阻尼因
子 Ｄ的稳定性较差，造成输出信号的稳定性差。此外，增加气体阻尼因子 Ｄ将导致单晶硅质量
块和玻璃电极极板之间的间隙减小，这将减小单晶硅质量块摆动的最大偏角，影响分辨率，在

设计过程中，要避免 ＫＴ Ｄφ
·，可提高输出信号的稳定性。

２）当 ＫＴ Ｄφ
· 时，式（１４）中分母表达式主要取决于单晶硅弹性扭转支撑柱的扭转刚度

系数ＫＴ，此时输出信号较稳定，通过合理设计弹性扭转支撑柱的尺寸结构，可以保证ＫＴＤφ
·。

此外，在共振时，由于输出信号不稳定，故选择比共振频率小的振动模态。

·０５２·



图１２８示出陀螺的单晶硅质量块敏感结构，ａ０、ａ１、ａ２、ａ３为 Ｘ方向尺寸，ｂ１、ｂ２、ｂ３为 Ｙ方
向尺寸，ｈ为单晶硅质量块的厚度。Ａ、Ｂ、Ｃ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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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８　陀螺敏感结构

式中，ρ是单晶硅的密度。由于 ρａ１、ａ２、ａ３、ｂ１、
ｂ２、ｂ３，而单晶硅弹性扭转支撑柱的扭转刚度系数

ＫＴ较大，故（Ｃ－Ａ－Ｂ）φ
·２ ＫＴ。

从以上分析可知，通过结构设计可使输出信

号稳定，输出信号 α的幅值与弹体的横滚角速度
φ· 有关，测量单晶硅质量块角振动信号频率得到
弹体横滚角速度 φ·，通过 φ· 由角振动信号 α的幅
值中解算出弹体俯仰或偏航角速度 ω，也可通过
φ· 控制放大电路增益，使 α的幅值与 ω保持线性
变化，通过测量 α的幅值直接得到弹体俯仰或偏
航角速度 ω。式（１４）中的相位滞后 β可以通过
调整陀螺敏感轴安装角度的方法补偿。

所以，弹体自旋驱动硅微机械陀螺在技术上

可实现同时检测旋转弹体的横滚角速度和俯仰

或偏航角速度功能。

图 １２９　电容敏感检测电路

如图１２９所示，单晶硅质量块以弹体横滚角
速度 φ· 振动时，偏转角 α的变化将导致单晶硅质量块和玻璃电极极板构成的四个电容器 Ｃ１、
Ｃ２、Ｃ３、Ｃ４发生变化。把电容变化信号转换成电压变化信号之后经放大，可以得到频率与弹体

横滚角速度 φ· 相关，幅值与弹体俯仰或偏航角速度 ω相关的交流电压信号。由于弹体自旋驱
动硅微机械陀螺的电容变化率较小，容易受分布电容影响，因此在信号处理上采用交流电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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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变换电路，将电容式敏感元件作为电容电桥的工作臂，为简化电路结构，降低成本，采用高

频方波信号作为载波。当工作电容发生变化时，在电桥输出端可获得受工作电容变化调制的

调幅波信号输出。调幅波信号经放大、解调后，获得低频信号输出。信号处理电路主要由电源

稳压器、基准电压源、方波信号发生电路、电桥、电桥信号差分放大器、带通滤波器、低通滤波

器、相位修正电路、极性选择开关和单片机等构成。信号处理电路原理如图１３０所示。

图 １３０　信号处理电路原理框图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联系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１８　ＸＳ５Ｇ型具有北向保持功能的航姿仪

ＸＳ５Ｇ型具有北向保持功能的航姿仪的参考坐标系及参数如图 １３１所示，ＯＮＥＵ为地平
面坐标系，Ｎ为北向，Ｅ为东向，Ｕ为地垂线（东北方），ＯＸＹＺ为载体坐标系（右前上）。

ＯＹ′轴是载体 ＯＹ轴对地平面的垂直投影，Ｙ′在地平面上，ψ角定义为载体绝对方位角，θ
定义为俯仰倾角；ＯＸ′轴是载体 ＯＸ轴对地平面的垂直投影，Ｘ′在地平面上，γ角定义为横滚倾
角；ＯＺ′为 ＯＺ轴对 ＯＵ轴的投影，Ｚ′在 ＯＵ轴上，φ角定义为顶角。图１３２示出该产品的结构
原理框图。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２４。

图 １３１　航姿仪的参考坐标系及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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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２　航姿仪的结构原理框图

表 １２４　主要技术指标

寻北时间 ＜５ｍｉｎ

角度和角速率参数
测量范围 测量误差

北向对准精确度／（°） ３６０ ＜０．１（１σ）

航向保持／（°） ３６０ ＜０．３１／ｈ（１σ）

寻北时水平倾角／（°） ±１５

横滚倾角／（°） ±６０ ＜０．１（１σ）

俯仰倾角／（°） ±６０ ＜０．１（１σ）

航角速率／（°／ｓ） ±１０ ＜０．０１

横滚角速率／（°／ｓ） ±１００ ＜０．０１

俯仰角速率／（°／ｓ） ±１００ ＜０．０１

工作环境温度／℃ －４０～＋６０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联系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１９　ＸＳ１１型惯性组合

ＸＳ１１型惯性组合由三轴石英挠性线加速度计、三轴振动静电型角速率传感器、数据采集
处理组件和其他电子线路组成，具有可靠性高、数字输出、精度高、重复性好、校正周期长、安装

使用方便等特点，能承受恶劣的工作环境，可用于载体的三轴角速率、线加速度测量。主要技

术指标见表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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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５　主要技术指标

指　标 线加速度 角速率

测量范围

ＡＸ ＡＹ ＡＺ ωＸ ωＹ ωＺ

±２５ｇ ±１５ｇ ±１５ｇ ±１５０°／ｓ ±１５０°／ｓ ±１５０°／ｓ

零位 ≤２×１０－３ｇ ≤２×１０－３ｇ ≤２×１０－３ｇ ±０．０２°／ｓ ±０．０２°／ｓ ±０．０２°／ｓ

每小时零位漂移 ≤３×１０－３ｇ ≤３×１０－３ｇ ≤３×１０－３ｇ ±０．０１°／ｓ ±０．０１°／ｓ ±０．０１°／ｓ

比例系数 ６２５位／ｇ ６２５位／ｇ ６２５位／ｇ １００位／（°／ｓ） １００位／（°／ｓ） １００位／（°／ｓ）

交叉耦合（％）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非线性度（％ＦＳ）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外形尺寸／ｍｍ １２５×１４８

工作电源电压／Ｖ ２８±３

工作电源电流／ｍＡ ≤２５０

接口 ＲＳ４８５

波特率／（ｋｂｉｔ／ｓ） ９２１．６

启动时间／ｓ ２

工作温度范围／℃ －４０～＋５５

冲击 １０００ｇ，１ｍｓ；７０ｇ，５～８ｍｓ

振动 １０ｇ，２０～２０００Ｈｚ　 强冲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联系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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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转速传感器

２．１　ＳＺＣＧＩ型智能磁性转速传感器

ＳＺＣＧＩ型智能磁性转速传感器采用磁电感应的原理来达到测速目的，该传感器输出信号
大，无需放大，抗干扰性能好，无需外接电源，可在烟雾、水气、油气、煤气等恶劣环境中使用。

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２１。

表 ２１　主要技术指标

输出电压

在齿轮模数为 ４、齿牙 ６０、材料 ３ｇ、间
隙为 ｌｍｍ时，１０００ｒ／ｍｉｎ＞５Ｖ（有效
值）、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０Ｖ（有 效 值）、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５Ｖ（有效值）

直流电阻

工作温度

１５０～１６０Ω（如用户需用其他阻值的
数据可在订货时注明）

－２０～ｌ００℃

绝缘阻抗 ＞６０ＭΩ（ＤＣ５００Ｖ时） 重量　　 约１５０ｇ（包括尾部引线）

厂商名称：无锡中钢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５１０）８５６００６７９，８５６０２６７９

地　　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华庄镇明芳路 ７１号 邮　　编：２１４１３１

２．２　ＣＪＳ型转速传感器

ＣＪＳ型转速传感器具有极高的频率响应，无触点检测的特点。可检测小模数齿轮和其他
物体的转速，特别适合在高温、高湿、水、油、粉尘等恶劣环境中工作，具有稳定的工作性能。输

出为方波信号，能实现远距离传输。该产品有双路相位差信号输出，可测量物体的正、反转，能

替代旋转编码器。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２２。

表 ２２　主要技术指标

响应频率 ０～１００ｋＨｚ 输出信号 方波

工作电源电压 ＤＣ５～２４Ｖ 工作温度 －４０～＋１５０℃

输出电流 ２５ｍＡ 输出信号 Ａ、Ｂ两相输出（可测正、反转）

外形尺寸 Ｍ１２×５０ｍｍ，Ｍ１８×５０ｍｍ，或按要求定做 检测距离 ２ｍｍ

厂商名称：北京建宏德宝科贸中心　　　　　　　　　　电　　话：（０１０）６２６１３３９５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铁路宿舍四号楼一号 邮　　编：１０００８４

２．３　ＴＱＧ１５型光电式转速传感器

ＴＱＧ１５型光电式转速传感器是铁路机车车辆检测车轮转速的专用传感器，向机车车辆电
气控制系统提供与车轮转数成比例的电脉冲信号。产品也可以使用到需要检测转速，且具有

所要求的安装条件的其他车辆或工业机床。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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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３　主要技术指标

电源电压 ＤＣ１２～３０Ｖ 功耗电流 （每路脉冲）＜５０ｍＡ

输出脉冲幅值 高电平≥ＤＣ９Ｖ 负载电阻（３ｋΩ） 低电平≤２

相位差 ９０（１±１５％）° 测量范围 ０～２０００ｒ／ｍｉｎ

每转脉冲数 ９６，２００ 输出方波比 ５０％ ±２０％

厂商名称：湖南湘依铁路机车电器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７３３）２６６２８２２

地　　址：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湘依路 邮　　编：４１２００８

２．４　ＲＰ６６０Ｃ１１６Ｓ型磁电式无源转速传感器

ＲＰ６６０Ｃ１１６Ｓ型磁电式无源传感器是针对齿轮而设计的发电型无源传感器，通过齿轮旋
转引起的磁迹变化在探头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动势，其幅度与转速（距离越近越好）输出电压越

高。输出频率与转速成正比关系。线圈采用特殊结构，抗干扰能力增强。主要技术指标见表

２４。

表 ２４　主要技术指标

螺纹尺寸 Ｍ１６×１．０ 壳体长度 １００ｍｍ（用户可定做）

测量范围 １～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６０齿） 输出波形 正弦波

频率响应 １～１００００Ｈｚ 安装间隙 １～２．５ｍｍ

齿轮形式 模数２～４（渐开线） 齿轮材料 齿轮材料应采用磁导率强的金属材料

厂商名称：上海冉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２１）２６８０８２０５

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昆阳路 １８８号第 ２幢 １２２室 邮　　编：２０１６１５

２．５　ＬＦ０６型磁电转速传感器

ＬＦ０６型磁电转速传感器主要用于将转动角位移转换成电信号，供智能微机测速仪计数
用。该传感器能测量各种导磁体，如齿轮、齿槽、叶轮、带孔的圆盘等的转速及线速度，它具有

体积小、寿命长、不需要电源、不怕污染等优点。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２５。

表 ２５　主要技术指标

输出波形 近似于正弦波 相对湿度 ≤８５％

测量范围 ２～７０００Ｈｚ 材料　　 电工钢

使用时间 连续使用 环境温度 －２０～６５℃

输出信号幅值

传感器铁心和被测齿轮齿顶间隙

σ＝０．５ｍｍ，齿数 ｚ＝６０，齿轮模数 ｍ＝
２，６０ｒ／ｍｉｎ时输出电压 Ｖ≥７００ｍＶ

外形尺寸
外径 Ｍ１６×１，Ｍ２２×１，Ｍ２４×１，总长
６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ｍｍ

厂商名称：大连中原仪表厂　　　　　　　　　　　　电　　话：（０４１１）８４２４１７０８，８４２２２０４４

地　　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前程街 ３９－４号 邮　　编：１１６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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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章　编　码　器

３．１　ＡＭＥＡ００１型磁性编码器

ＡＭＥＡ００１型磁性编码器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电磁敏感元件，它是随着光学编码
器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而磁性编码器不易受尘埃和结露影响，同时其结构简单紧凑，可高速

运转，响应速度快，体积比光学式编码器小，而成本更低。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３１。
特点

１）同步串行接口（ＳＳＩ），１０位绝对角位置输出；
２）脉冲宽度调制（ＰＷＭ），１０位绝对角位置输出；
３）积分 Ａ／Ｂ输出（即增量编码器，Ａ、Ｂ、Ｚ脉冲输出）。

表 ３１　主要技术指标

分辨力 １０位 精确度 ８位

工作电源电压 ５（１＋１０％）Ｖ 环境温度 －４０～８５℃

响应频率 ５００～６００ｒ／ｍｉｎ

厂商名称：深圳市华夏磁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７５５）８１７９５９４８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应人石同康富工业园 Ｃ栋五层 邮　　编：５１８０５７

３．２　ＴＣ５０００Ｔ型编码器

ＴＣ５０００Ｔ型编码器的图像分辨率可达 Ｄ１。其选用性能高、功耗低、集成度高的专业 ＤＳＰ
处理芯片，采用 Ｈ．２６４编码格式，在保证系统运行稳定可靠的同时，使得图像更清晰，码流更
低。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３２。

表 ３２　主要技术指标

视频标准 Ｈ．２６４，ＭＰＥＧ４ 复合视频制式 ＰＡＬ／ＮＴＳＣ自适应

图像分辨率 ＰＡＬ：７０４×５７６，ＮＴＳＣ：７０４×４８０ 压缩分辨力 ＱＣＩＦ／ＣＩＦ／２ＣＩＦ／ＤＣＩＦ／４ＣＩＦ

视频帧率
ＰＡＬ：１／１６～２５帧／ｓ，ＮＴＳＣ：１／１６～３０
帧／ｓ

视频输出
１路／２路，ＢＮＣ（电平：１．０Ｖ（峰峰
值），阻抗：７５Ω）

视频输入 １／４／８／１２／１６路 码流类型 视频流／复合流

压缩输出码率 ３２Ｋ～２Ｍ可调，也可自定义 报警输入 １／４／８／１２／１６路

报警输出 １／２／４路 协议支持
ＴＣＰ／ＩＰ、ＲＴＰ／ＲＴＣＰ、ＤＨＣＰ、ＰＰＰＯＥ、
ＨＴＴＰ、ＤＮＳ等

工作温度／湿度 －１０～５５℃／５％ ～９０％非凝结 贮存温度／湿度 －２０～７０℃／５％ ～９０％ 非凝结

工作电源 ＡＣ１００～２４０Ｖ，４７／６３Ｈｚ，０．８５／１．７Ａ

　　厂商名称：天地阳光通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８２７７２９６６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 ９号嘉华大厦 Ｅ座 ７层 邮　　编：１００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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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章　倾角传感器

４１　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

４１１　ＣＪＲＳＡ型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

　　ＣＪＲＳＡ型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是一种新型传感器。它的工作介质是气体，敏感元件是热
敏丝。这种传感器可用于坦克、舰船和机器人的姿态测控系统，也可应用于测井斜、房屋建筑

等工程中。它具有测量范围宽、响应快、精度高、寿命长和成本低等优点。

　图 ４１　Ａ型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
敏感头电路示意图

在重力场内，密度大的气体下沉，密度小的气体上浮。

利用热敏丝加热空气，其周围空气密度减小，由于浮升力的

存在，热空气上浮，热气流力图保持在竖直向上方向，这就

形成一个具有单摆特性的“气体摆”。

利用一对热敏丝作敏感元件，既可以形成“气体摆”，又

可以检测敏感元件的倾斜角度。热敏丝装在敏感元件内，

敏感元件内腔为圆柱形或球形。图 ４１示出采用平行丝结
构的敏感元件电路示意图。热敏电阻 ｒ１和 ｒ２是电桥的两
臂。敏感元件平置并无振动时，ｒ１和 ｒ２在同一水平面内，
ｒ１＝ｒ２＝ｒ，电桥平衡，输出为零。当有倾角 θ输入时，由于 ｒ１
和 ｒ２的温度场相互影响，ｒ１≠ｒ２，输出信号为 Ｖｏ，其大小与倾角 θ呈线性关系，即

Ｖｏ＝Ｋθ
式中，Ｋ为比例常数。通过信号处理，根据终端信号的大小和极性，就可以得知倾角 θ的大小
及方向。

倾角传感器电路包括电源、电桥电源、放大、滤波、补偿、限幅等电路，其电路框图如图４２
所示。图４３和图４４分别示出倾角传感器的插座接点分配和外形尺寸。主要技术指标见表
４１。

图 ４２　倾角传感器电路原理框图

·８５２·



图 ４３　Ａ型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

插座接点分配图

图４４　Ａ型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外形尺寸

表 ４１　主要技术指标

指标

型号

测量范围

／（°）

分辨力

／（°）

非线性度

（％ＦＳ）

满量程

输出／Ｖ

工作温度

／℃
相对湿度 振动 冲击

工作

电源

外形尺寸

／ｍｍ

ＣＪＲＳＡ１ ±４５ ０１ ＜１

ＣＪＲＳＡ２ ±３０ ０１ ＜１

ＣＪＲＳＡ３ ±２０ ００５ ＜０５

ＣＪＲＳＡ４ ±１０ ００２ ＜０５

ＣＪＲＳＡ５ ±５ ００１ ＜０５

±５ －４０～＋５０

（７０±５）℃

９２％ ～９８％

４８ｈ

７０Ｈｚ

４ｇ

０５ｈ

８ｇ

８０次／ｍｉｎ

１０ｍｉｎ

±１２Ｖ

　

＜７５ｍＡ

６０×７０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联系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４１２　ＣＪＲＳＡ０１型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

ＣＪＲＳＡ０１型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工作原理如图 ４５所示，在密闭腔体中设置一热源，热
敏电阻构成电桥的两个敏感臂，当传感器水平放置时，热气流垂直通过两个热敏电阻组成的平

面，两个热敏电阻吸收的热量相同，温度也相同，电桥平衡；当传感器倾斜时，热气流由于摆的

特性，仍然保持垂直向上，但偏离热敏电阻平面法线方向，从而使两热敏电阻吸收的热量不一

样，温度不相同，导致电桥失去平衡，输出与倾角成正比的电压信号。

ＣＪＲＳＡ０１型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结构如图４６所示。敏感元件是圆柱形的密闭腔体，两
电极通过玻璃绝缘子向外引出。热敏电阻 ｒ１和 ｒ２既起加热作用，使密闭腔内气体产生自然对
流，又起敏感倾角的作用。密闭腔内的气体为干燥空气。传感器壳体平行于水平面时，密闭腔

内两个几何对称的热敏电阻 ｒ１和 ｒ２所产生的热气流均垂直向上，两者互不影响，故由它们分
别使电桥电路臂的电桥平衡，输出为零。若传感器壳体相对于水平面产生倾角 θ时，由于自然
对流气体的浮升力（方向与重力相反）作用，两个热敏丝产生的热气流仍保持在铅垂方向，而

两束热气流对彼此的气流源（ｒ１和 ｒ２）产生作用。当 θ角为正时，ｒ２产生的热气流作用在 ｒ１
上，电桥失去平衡，输出与倾角 θ大小成正比的正模拟电压；当 θ角为负时，ｒ１产生的热气流作
用在 ｒ２上，电桥失去平衡，输出与倾角 θ大小成正比的负模拟电压。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４２。

·９５２·



图 ４５　ＣＪＲＳＡ０１型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工作原理
ａ）水平状态　ｂ）倾斜状态

表 ４２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４５°

非线性度 ≤１％ＦＳ（测量范围 ±２０°）

分 辨 力 ≤０．０１°（测量范围 ±２０°）

比例系数 （１００±１０）ｍＶ／（°）

响应时间 ≤１００ｍｓ

准备时间 ≤５ｍｉｎ

零位电压 ±５０ｍＶ

工作电源 ＤＣ±１５Ｖ，≤２５０ｍＡ

工作温度 －４０～＋６５℃

外形尺寸 ６０ｍｍ×７０ｍｍ　 图 ４６　ＣＪＲＳＡ０１型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结构原理

ＣＪＲＳＡ０１型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可用于船舶、汽车和机器人的姿态测控系统，也可应用
于测斜井、海上石油平台、建筑、桥梁、交通（铁路和公路）等工作。它具有测量范围宽、响应

快、精度高、寿命长和成本低等优点。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联系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４１３　ＣＪＲＳＢ型二维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

ＣＪＲＳＢ型二维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能代替两个互相垂直安装的 ＣＪＲＳＡ型气体摆式倾角
传感器。它不仅抗振性能好、测量范围宽、响应快、精度高、寿命长和成本低，交叉耦合亦很小，

使用方便。它广泛应用于船舶、车辆、机器人和雷达的姿态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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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ＪＲＳＢ型二维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的外形尺寸及敏感轴向和插座接点分配如图 ４７和
图４８所示。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４３。

图 ４８　插座接点分配图 ４７　Ｂ型外形尺寸及敏感轴向

表 ４３　主要技术指标

型　号
测量

范围

／（°）

分辨力

／（°）
灵敏度

／［ｍＶ／（°）］
非线性度

（％ＦＳ）

交叉

耦合

（％）

工作

电源

响应

时间

／ｍｓ

工作

温度

／℃

重量

／ｇ
外形尺寸

／ｍｍ

ＣＪＲＳＢ１ ±４５

ＣＪＲＳＢ２ ±３０

ＣＪＲＳＢ３ ±２０

ＣＪＲＳＢ４ ±１０

ＣＪＲＳＢ５ ±５

００１

１００ ＜１ ＜０５

１５０ ＜１ ＜０５

２５０ ＜１ ＜０５

５００ ＜０５ ＜０２

１０００ ＜０５ ＜０２

ＤＣ±１２Ｖ
＜１５０ｍＡ

＜１００
－３０～
＋５０

５００ ７０×７０×７０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３５号（北京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联系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４１４　ＣＪＲＳＢ０１型二维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

ＣＪＲＳＢ０１型二维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工作原理是利用密闭腔中自然对流气体的摆特性，
如图４５所示。在密闭腔体中设置一热源，热敏丝构成电桥的两个敏感臂，当传感器水平放置
时，热气流垂直通过两个热敏丝组成的平面，两个热敏丝吸收的热量相同，温度也相同，电桥平

衡；当传感器倾斜时，热气流由于摆的特性，仍然保持垂直向上，但偏离热敏丝平面法线方向，

从而使两热敏丝吸收的热量不一样，温度不相同，导致电桥失去平衡，输出与倾角成正比的电

压信号。

Ｂ０１型二维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利用两对相互垂直并在一个平面上的热敏丝构成二维
倾角敏感元件，如图４９所示。敏感元件是由两个独立并互相垂直的圆柱形的密闭腔体构成，
中间用一槽榫接上下两部件，从而有效地避免两轴的交叉耦合。两个腔体的轴向分别对应 Ｘ

·１６２·



图 ４９　Ｂ０１型二维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敏感元件结构示意图

和 Ｙ轴，两腔体的设计尺寸一致。

电极通过绝缘子向外引出。热敏电阻 ｒ１、ｒ２和 ｒ３、ｒ４不仅起加热干燥空气作用，使密闭腔

内气体产生自然对流，又敏感倾角引起的温度差。传感器壳体平行于水平面时，密闭腔内几何

对称的热敏电阻所产生的热气流均垂直向上，此时热敏电阻的温度平衡，则电桥平衡，电压输

出为零。若传感器壳体相对于水平面产生倾角 θ时，由于自然对流气体的浮升力（方向与重力
相反）作用，热敏电阻产生的热气流仍保持在铅垂方向，但热敏电阻位置改变，所处温度梯度

场的相对位置改变。若 θ角为正时，输出的模拟电压增加量与倾角 θ大小成正比；θ角为负

时，输出的模拟电压减小量与倾角 θ大小成正比。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４４。

表 ４４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４５°（Ｘ轴、Ｙ轴） 准备时间 ≤５ｍｉｎ

非线性度 ≤１％ＦＳ 零位电压 ±１００ｍＶ

分 辨 力 ≤０．０３° 工作电源电压 ＤＣ±１５Ｖ

比例系数 （１００±１０）ｍＶ／（°） 工作温度 －４０～＋５５℃

响应时间 ≤１００ｍｓ 外形尺寸 ６０ｍｍ×７５ｍｍ

ＣＪＲＳＢ０１型二维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可用于船舶和机器人的姿态稳定系统，亦可用于海

上石油平台、建筑、桥梁、交通（铁路和公路）和工业自动化控制等。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３５号（北京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联系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４．１．５　ＣＪＲＳＢ０４型低成本静态数字式气体摆水平姿态传感器

ＣＪＲＳＢ０４型低成本静态数字式气体摆水平姿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用途与 ＣＪＲＳＢ０１型

二维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相同，该传感器的特点是体积小、重量轻、精度高、响应时间短，且能

够输出数字信号，便于与 ＰＬＣ等工控设备连接。
该传感器的外形及安装尺寸如图４１０所示，电气连接方式和技术指标见表４５和表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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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１０　Ｂ０４型传感器外形、安装尺寸

表 ４５　插座接点分配表

接　点 引线颜色 功　能

１ 红 ＋１５Ｖ

２ 蓝 ＧＮＤ

３ 黄 －１５Ｖ

４ 棕 ＶｏｕｔＸ

５ 橙 ＶｏｕｔＹ

６ 白 数字输出

７ 黑 悬空

表 ４６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１０° 零位漂移 ±２５ｍＶ／ｈ

满量程输出 ±１Ｖ±１００ｍＶ 响应时间 ≤１００ｍｓ

非线性度 ≤１％ＦＳ 工作温度 －４０～＋５０℃

零位输出 ±１００ｍＶ 输出方式 ＲＳ２３２或 ＲＳ４８５数字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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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６　ＣＪＲＳＺ０１型动态气流式水平姿态传感器（有角速度输出）

ＣＪＲＳＺ０１型动态气流式水平姿态传感器主要由 ＰＦＲＳ型压电射流角速度传感器和 ＣＪＲＳ
型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构成，能在静态和动态条件下敏感二维角速度和角度。它可用于舰船、

兵器、机器人的测控系统以及检测建筑、桥梁、交通（铁路和公路）的倾斜度。主要技术指标见

表４７。
该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如图４１１所示，外壳外形及安装尺寸如图 ４１２所示。ＣＪＲＳ型倾角

传感器的输出经放大后为

ＶＩθ＝Ｖ０＋Ｋ１（θ＋θａ） （４１）

式中，Ｖ０为零位电压；θ为输入倾斜角度；θａ为与振动、冲击等干扰加速度有关的误差角度；Ｋ１
为倾角传感器的比例系数。对 ＶＩθ微分得

ｄＶＩθ
ｄｔ
＝Ｋ１ ω＋

ｄθａ
ｄ( )ｔ （４２）

式中，ω为运动体的转动角速度。

图 ４１１　Ｚ０１型动态气流式水平姿态传感器原理框图

对压电射流角速度传感器敏感运动体的角速度，其输出模拟电压为

Ｖω＝Κ２（ω＋ω０） （４３）

式中，ω０为压电射流角速度传感器的零角速度偏差值；Ｋ２为压电射流角速度传感器的比例系
数。式（４２）减式（４３），得

ｄＶＩθ
ｄｔ
－Ｖω＝（Ｋ１－Ｋ２）ω＋Ｋ１

ｄθａ
ｄｔ
－Ｋ２ω０ （４４）

通过电路调整，使 Ｋ１＝Ｋ２＝Ｋ，得

ｄＶΙθ
ｄｔ
－Ｖω＝Ｋ

ｄθａ
ｄｔ
－ω( )０ （４５）

令
ｄＶΙθ
ｄｔ
－Ｖω＝

ｄＶａ
ｄｔ

对式（４５）积分，得

Ｖａ ＝－Ｋ∫
ｔ

０
ω０ｄｔ＋Ｋθａ＋Ｃ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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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Ｃ为积分常数。通过高通滤波器将 Ｖａ中的直流分量和甚低频分量去掉，则可得到振动、
冲击等外界干扰加速度 ａ导致的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输出的误差电压

Ｖ′ａ≈Ｋθａ （４７）

通过电路从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输出电压 ＶＩθ中减去 Ｖ′ａ，可得到消除外界加速度影响的倾斜
角度，即由式（４１）和式（４７）两边相减，得

Ｖθ＝ＶＩθ－Ｖ′ａ＝Ｖ０＋Ｋθ （４８）

图 ４１２　Ｚ０１型传感器外形、安装尺寸和插座接点分配
ａ）外形及安装尺寸　ｂ）插座接点分配

表 ４７　主要技术指标

倾角测量

范围／（°） ±２０，±４５

非线性度（％ＦＳ） ０５～１

灵敏限／（°） ＜００１

角速度测量

范围／（°／ｓ） ±１００

非线性度（％ＦＳ） ＜１

灵敏限（％ＦＳ） ００１

交叉耦合（％Ｆ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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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频率响应／Ｈｚ １０

输出电压范围／Ｖ ０～±５

工作温度／℃ －４０～＋５０

重量／ｋｇ ０９０

工作电源 ±１５Ｖ，２００ｍＡ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联系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４１７　全方位水平姿态传感器

全方位水平姿态传感器能在水平面 ０°～３６０°的任一方位检测平面倾斜角度，利用“气体
摆”原理敏感水平姿态变化。它由密闭腔、气体和热线组成。当热线通电时，热线产生的热量

使密闭腔体中的气体加热，被加热的气体向上升，如图 ４１３ａ所示，处于同一水平面上的热线，
上升气流穿过热线的速度相同，即 ｖ１＝ｖ′１，所以气流流动对热线的影响相同。传感器倾斜时，
两根热线相对于水平面的高度发生了变化，如图４１３ｂ所示，气体穿过两根热线的气流速度不
同，即 ｖ′２＞ｖ２，这时气流对热线阻值的影响不同。热线阻值的变化通过电桥转化为电压信号输
出，如图４１４所示。倾斜角度 θ与输出电压 Ｖ之间的关系为

Ｖ＝Ｖ０＋Ｋθ
式中，Ｋ为比例系数。

全方位水平姿态传感器无可动部件，具有结构简单、安装方便、抗振性好、灵敏度高等优

点。它可用于机器人、船舶和工业自动化等领域，是测量和控制水平面的关键器件。产品的外

形尺寸、安装尺寸和插座接点分配如图４１５所示。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４８和表４９。

图 ４１３　气体摆的原理图
ａ）传感器处于水平面上　ｂ）传感器倾斜角度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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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１４　全方位水平姿态传感器的电路原理框图

图 ４１５　产品形状和尺寸
ａ）产品外形尺寸　ｂ）产品安装尺寸　ｃ）插座接点分配

表 ４８　ＣＪＲＳ０５２型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１５°～＋１５° 准备时间 ＜５ｍｉｎ

非线性度 ＜１％ＦＳ 工作温度 －２０～＋６５℃

灵 敏 度 ＞５００ｍＶ／（°） 工作电源电压 ±１５Ｖ

分 辨 力 ＜００１° 外形尺寸 ４５ｍｍ×３０ｍｍ

表 ４９　ＣＪＲＳＣ０１型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二维：±２０°，全方位：２０° 零位电压 ≤ ±１００ｍＶ

非线性度 ≤２％ＦＳ 准备时间 ５ｍｉｎ

分 辨 力 二维：≤０．０１°，全方位：０．２° 零位漂移 ≤５０ｍＶ／ｈ

比例系数 （１００±１０）ｍＶ／（°） 温度范围 －４０～＋６５℃

响应时间 ≤１００ｍｓ 贮存温度 －５５～＋７０℃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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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８　ＣＪＲＳＫ０１型抗干扰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

ＣＪＲＳＫ０１型抗干扰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是由气体摆式倾角传感器和压电射流角速度传
感器按一定的方式组合而成的复合式倾角传感器。它不仅能够进行静态倾角测量，而且能够

抑制动态情况下加速度对摆式倾角传感器的干扰，使动态倾角测量也能达到很高的准确度，同

时还能够输出角速度信号。其外形、安装尺寸和插座接点分配如图 ４１６所示。该型抗干扰气
体摆式倾角传感器可用于坦克、舰船、车辆和机器人等移动载体的姿态控制系统，也可用于测

井斜、海上石油平台、建筑、桥梁、交通（铁路和公路）和工业自动化控制等领域，主要技术指标

见表４１０。

图 ４１６　传感器外形、安装尺寸和插座接点分配
ａ）外形及安装尺寸　ｂ）插座接点分配

表 ４１０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３０°（倾角）；±３０°／ｓ（角速度） 响应时间 ≤８０ｍｓ

分 辨 力 ０．０１°（倾角）；０．０１°／ｓ（角速度） 准备时间 ３ｍｉｎ

比例系数
１５０ｍＶ／（°）（倾角）；４０ｍＶ／（°／ｓ）
（角速度）

工作温度 －４０～＋５５℃

非线性度 ≤１％ＦＳ 工作电源电压 ＤＣ±１５Ｖ

零位输出 ≤１００ｍＶ 外形尺寸 １３９ｍｍ×８８ｍｍ×６８ｍｍ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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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ＣＺＴＹＤ系列压电石英倾斜仪

ＣＺＴＹＤ系列压电石英倾斜仪中压电石英谐振器受电场作用即产生振动，并输出频率信号，
这是逆压电效应。产生振动的谐振器受力作用时，频率发生变化。该系列倾斜仪利用压电石英

晶体作敏感元件，由石英谐振器、差频整形电路、倍频电路以及非线性补偿电路、温度补偿电路、

零位补偿电路等组成。它具有精度高、响应快、抗干扰能力强、寿命长、可直接输出数字信号等特

点，用于坦克、舰船、雷达、机器人和石油钻井平台的姿态控制系统，也广泛用于测井斜、房屋建筑

和工业自动化控制中。该倾斜仪原理框图如图４１７所示，结构原理如图４１８所示。

图 ４１７　压电石英倾斜仪原理框图 图 ４１８　结构原理图

设压电石英谐振器Ｐ１和Ｐ２所受的力分别为Ｆ和Ｆ′。当压电石英倾斜仪沿输入方向倾斜
θ时，敏感质量块相对于平衡位置在 Ｐ１、Ｐ２上产生的力变化分别为 ΔＦ１、ΔＦ２，ΔＦ１与 ΔＦ２大小
相等、方向相反，若用 ΔＦ表示其值，则 ΔＦ与 ｍ、θ（＜５°）的关系为

ΔＦ＝Ｋｍｍｇθ

式中，Ｋｍ为与结构尺寸有关的参数；ｍ为敏感质量块的质量；ｇ为重力加速度。
根据压电石英谐振器的力频特性，当压电石英谐振器处于谐振状态，在受外力作用时，其

谐振频率变化量为

Δｆ＝Ｋｆ
ｆ２
０

ＤΔ
Ｆ＝Ｋｆ

ｆ２
０

Ｄ
Ｋｍｍｇθ

式中，ｆ０为谐振器的基准谐振频率；Ｄ为作用力截面的宽度；Ｋｆ为谐振器的拉氏系数。
再经差频整形电路、倍频电路及输出电路后，倾斜仪的输出与倾斜角度 θ的关系为

ｆ＝Ｈｆθ　　　　（频率输出）

或 Ｖｏ＝Ｈｖθ　　　 （电压输出）

式中，Ｈｆ为频率输出时的比例系数；Ｈｖ为电压输出时的比例系数。
压电石英倾斜仪的最大优点是，它既可以频率信号输出，也可将频率信号转换成直流电压

输出，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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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１１　主要技术指标

型　号
测量

范围

／（°）

分辨力

／（°）
灵敏度

／［ｍＶ／（°）］
非线性度

（％ＦＳ）

交叉

耦合

（％）

工作

电源

电压

／Ｖ

响应

时间

／ｍｓ

工作

温度

／℃

外形尺寸

／ｍｍ

ＣＺＴＹＤ１５ ±１．５

ＣＺＴＹＤ２０ ±２．０

ＣＺＴＹＤ５０ ±５

ＣＺＴＹＤ１００ ±１０

ＣＺＴＹＤ３００ ±３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１

１５００
或频率

＜０．５ ＜０．２

１０００
或频率

＜０．５ ＜０．５

５００
或频率

＜０．５ ＜１

２５０
或频率

＜１ ＜１

１００
或频率

＜１ ＜１

ＤＣ１５ ＜１００
－４０～
＋５０

一维：

８１×８５×１０５
二维：

１０７×１０２×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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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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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ＣＸＴ系列倾角传感器

图 ４１９　ＣＸＴＩＬＴ系列双轴数字式倾角传感器

４３１　ＣＸＴＩＬＴ系列双轴数字式倾角传感器

ＣＸＴＩＬＴ系列双轴倾角传感器具有很好的分

辨力、响应速度及准确度，可测量一个物体相对

于水平的倾斜角度。为了测量倾角（横滚和俯

仰），传感器采用了沿 Ｘ轴和 Ｙ轴放置的两个微

机械加速度计。

该系列传感器属于智能化传感器（外形见

图４１９），其内部装有微控制器、Ａ／Ｄ转换器和

温度传感器，从而免去了用户的校准工作。传感

器的分辨力和稳定时间是可编程的，使之适用于

多个领域。

该系列传感器只需单端正电源（８～３０Ｖ），并带有一个 ＲＳ２３２串行接口，输出信号不需要

外部硬件或逻辑转换电路，可直接与 ＰＣ的串行口、微控制器或其他数字系统接口。该系列传

感器的典型应用方式如图４２０所示，其原理框图如图４２１所示。

与传统的基于液体的倾角传感器相比，ＣＸＴＩＬＴ系列传感器的响应速度要快一个数量级，

而且具有优异的振动滤波特性。表 ４１２和表 ４１３分别给出了 ＣＸＴＩＬＴ系列传感器的主要技

术指标及分辨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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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２０　ＣＸＴＩＬＴ系列传感器的典型应用方式 图 ４２１　ＣＸＴＩＬＴ系列传感器的原理框图

表 ４１２　主要技术指标

项　　目 ＣＸＴＩＬＴ０２ ＣＸＴＩＬＴ０２Ａ ＣＸＴＩＬＴ０２ＬＩＮ ＣＸＴＩＬＴ０２ＬＩＮＡ 备　　注

角度测量范围／（°） ±７５ ±７５ ±７５ ±７５

角度分辨力 参见表４１０ 参见表４１０ 参见表４１０ 参见表４１０

稳定时间 参见表４１０ 参见表４１０ 参见表４１０ 参见表４１０

零位偏值／（°）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与传感器一起提供

输出信号随温度的漂移

（按角度计算）／（°）
０．５ ０．１ ０．５ ０．１ ０～７０℃时典型值

非线性度（±４５°）（％ＦＳ） ＜１ ＜１ ０．１ ０．１ ２５℃时测量值

横向灵敏度（％） １ １ １ １ 典型值

ＲＳ２３２接口传输速率／（ｂｉｔ／ｓ） ９６００ ９６００ ９６００ ９６００

工作温度范围／℃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直流工作电源电压／Ｖ ８～３０ ８～３０ ８～３０ ８～３０

电源电流／ｍＡ ６０ ５００（典型值） ６０ ５００（典型值）

重量／ｇ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电缆长度／ｍ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７５

　注：角度分辨力是按 ｒ／ｍｓ角噪声定义的。角度漂移是指按角度计算的、输出信号随温度从 ＋２５℃变化到最高或最低工作
温度时（最坏情况）的变化量。横向灵敏度定义为某一轴的误差，以与之正交的轴的倾角的百分比来表示。横向灵敏

度主要是由方向偏差造成的，可通过调整封装的方向来消除。ＣＸＴＩＬＴ０２Ａ中装有小加热器，以使传感器温度稳定。

表 ４１３　传感器的分辨力水平

分辨力水平 频　率／Ｈｚ 分辨力（±１０°）／（°） 分辨力（±４５°）／（°） 稳定时间／ｓ

０ １００ ０．２８６ ０．３４３ ０．０１０

１ ５０ ０．２０２ ０．２４３ ０．０２０

２ ２５ ０．１４３ ０．１７２ ０．０４０

３ １２．５ ０．１０１ ０．１２１ ０．０８０

４ ６．７ ０．０７４ ０．０８９ ０．１４９

５ ３．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０ ０．３２３

６ １．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２ ０．６６７

７ ０．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９ １．４２９

８ ０．３５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０ ２．８５７

９ ０．１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５．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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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２２所示为 ＣＸＴＩＬＴ系列传感器的塑料封装外形及安装尺寸，表 ４１４所示为其引脚功
能的分配。

图 ４２２　ＣＸＴＩＬＴ系列传感器的塑料封装外形及安装尺寸

表 ４１４　ＣＸＴＩＬＴ系列传感器引脚功能的分配

引脚编号 标志符 功　　　能

１ ＴＤ 通过 ＲＳ２３２接口传送数据信号

２ ＲＤ 通过 ＲＳ２３２接口接收数据信号

３ ＮＣ ＮＣ

４ ＮＣ ＮＣ

５ ＮＣ ＮＣ

６ ＮＣ ＮＣ

７ ＲＥＡＤＹ 准备完毕（仅用于 ＣＸＴＩＬＴ０２Ａ）

８ ＧＮＤ ＧＮＤ

９ ＲＯＵＴ 横滚角脉宽调制信号输出

１０ ＡＸ Ｘ轴加速度计模拟电压信号

１１ ＰＯＵＴ 俯仰角脉宽调制信号输出

１２ ＡＹ Ｙ轴加速度计模拟电压信号

１３ ＮＣ ＮＣ

１４ ＶＣＣ ８～３０Ｖ

ＲＳ２３２串行通信接口
ＲＳ２３２串行通信接口由三条线构成：ＲＤ（接收数据），ＴＤ（传送数据）和 ＧＮＤ（地线）。这

三条线用于在主机（ＰＣ或其他类型的计算机）和 ＣＸＴＩＬＴ之间传送串行数据，串行信号电平为
±９Ｖ，以便使接口电压满足 ＲＳ２３２标准。数据通信的格式为：９６００Ｂ，８数据位，１停止位，无
启动位，无奇偶校验位，无流量控制。

通过串行通信接口可对 ＣＸＴＩＬＴ传感器进行定义和定时查询。从主机发往 ＣＸＴＩＬＴ传感
器的命令由单字节和多字节指令构成。ＣＸＴＩＬＴ传感器则以单字节和多字节数据包回应主机。
发送连续命令（例如定时查询角度数据）时，用户最好让控制软件在 ＣＸＴＩＬＴ传感器作出完全
回应前不发出新命令。表４１５和表４１６分别列出了角度数据包的内容以及用到的各种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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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１５　角度数据包的内容

字　　节 说　　　明 备　　　　　　注

０ 字头（通常２５５）

１ 俯仰 ＭＳＢ（０～２５５）

２ 俯仰 ＬＳＢ（０～２５５）

３ 横滚 ＭＳＢ（０～２５５）

４ 横滚 ＬＳＢ（０～２５５）

５ 校验和（字节１～４的８位和）

　角度用２的１６位补码表示。９０°对应于３２７６７，－９０°

对应于 －３２７６８。用 １６位表示角度可用如下简单表达

式获得：〈ｉｎｔ〉横滚 ＝〈ｉｎｔ〉２５６×横滚 ＭＳＢ＋横滚 ＬＳＢ

表 ４１６　ＣＸＴＩＬＴ串行命令

命令（ＡＳＣＩＩ） 命令（整数） 功能描述／回应

Ｒ ８２ 　复位。使 ＣＸＴＩＬＴ中硬件固化式软件复位。回应数据为 ＡＳＣＩＩ“Ｈ”（７２）

Ｇ ７１ 　索取角度数据包。ＣＸＴＩＬＴ传感器则传送回当前角位置数据

Ｎ（０～９） ７８（０～９）
　设定分辨力水平。用于定义 ＣＸＴＩＬＴ传感器的内部数字滤波器的 ２字节指令序列。

第２个字节，包含整数（０～９），用于设定滤波的水平

Ｃ ６７ 　连续方式：以最大速率连续不断地传送数据包

Ｓ ８３ 　停止连续方式

角度分辨力以及角度分辨力水平的设定

角度噪声限制了分辨力。角度噪声依赖于测量带宽，测量带宽是指倾角传感器发生了响应

的频率范围，减小测量带宽可以提高分辨力，同时也会使传感器的稳定时间增长。若测量带宽过

小，传感器的稳定时间就会过长。ＣＸＴＩＬＴ传感器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在具有高分辨力的同时，保

证较短的稳定时间。ＣＸＴＩＬＴ传感器在出厂前将分辨力和稳定时间调整为默认值，而用户也可自

行将测量带宽设定为不同的值（通过 ＲＳ２３２），从而改变分辨力和稳定时间（参见表４１２）。值得

注意的是，重新通电后，ＣＸＴＩＬＴ的分辨力又回到默认分辨力水平５以上，必须重新定义。

校准

ＣＸＴＩＬＴ传感器在出厂前即经过校准，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户无需进行现场校准。传感器的

标度因数和偏差值出厂前均经过标定，有关信息存在系统ＥＰＲＯＭ中。绝对准确度方面的限制因

素主要是由于安装方向误差、工厂校准装置误差以及元器件的长时间漂移引入的误差。若要求

绝对精度好于０．６０°时，用户需要进行现场校准。同样，若该器件的贮存时间过长或曾暴露于极

端的温度条件之下，则使用时最好进行重新标定。现场标定的过程很简单，只需将 ＣＸＴＩＬＴ传感

器置于水平面上，并读出其读数。此时理论输出读数应为０．００１，但常常会出现一个微小的偏值。

记录下这一偏值，并将其从所有测量读数中减去，就可以获得最好的绝对准确度。

ＣＸＴＩＬＴ系列传感器的特点

ＣＸＴＩＬＴ０２传感器在宽温度范围（－４０～＋８５℃）内呈现出很好的稳定性。在 ０～７０℃范

围内，经过标准的标定后，ＣＸＴＩＬＴ０２的零位偏差值变化小于 ０．５℃。用户也可选择在出厂前

用附带的温度传感器对 ＣＸＴＩＬＴ０２进行校准。

在要求更严格的测量应用中，常常要求在一个很宽的温度范围内保证高准确度（－４０～
＋８５℃）。此时 ＣＸＴＩＬＴ０２Ａ就表现出比 ＣＸＴＩＬＴ０２更为优异的性能。ＣＸＴＩＬＴ０２Ａ采用了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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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敏感元件的晶体加热器，因而从根本上消除了温度变化引起的误差。由于采用加热元件，

ＣＸＴＩＬＴ０２Ａ的开机时间长达１～２ｍｉｎ。在开机时间内，ＣＸＴＩＬＴ０２Ａ传感器的读数是错误的，传
感器开机过程完成后，ＲＥＡＤＹ线会发出相应信号，处于高电平。该型传感器的典型工作电流
为５００ｍＡ，高于 ＣＸＴＩＬＴ０２。在极端温度条件或开机时，工作电流高达２Ａ。

ＣＸＴＩＬＴ０２ＬＩＮ（Ａ）传感器由于采用了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公司独有的线性化技术而具有很好的线性
度，专门用于建筑领域。

开发软件

ＣＸＴＩＬＴ系列传感器供货时提供 ＸＶＩＥＷ 开发软件，该软件可在 ＰＣ（４８６以上）的 Ｗｉｎ
ｄｏｗｓ９５操作系统下运行，记录在一张３．５ｉｎ软盘中。

图 ４２３　ＣＸＴＡ系列模拟式倾角传感器

４．３．２　ＣＸＴＡ系列模拟式倾角传感器

ＣＸＴＡ系列单轴和双轴模拟式倾角传
感器（外形见图４２３）具有分辨力高、精度
高、响应快和价格低等优点。该系列传感

器的核心部件是一个高稳定硅微机械式

电容倾角敏感元件。ＣＸＴＡ系列传感器的
信号经过完全调整，其输出是高电平模拟

信号，此外还有可供选择的温度信号输出

（内部加装温度传感器）。不需要的振动

信号可被滤掉，而不会引起输出抖动。

与其他微机械装置不同的是，ＣＸＴＡ
系列传感器在工作温度范围内保持很好

的稳定性和较高的准确度，在 ０～７０℃范
围内输出变化小于０．６°。随温度变化而发生的误差与温度呈线性关系，可通过温度测量予以
补偿，从而在整个角度测量范围内保证 ±０．０５°的准确度。该传感器的主要技术指标见表 ４
１７。

ＣＸＴＡ系列传感器的典型应用方式如图４２４所示。传感器在出厂前经过标定和测试。整
个模块可用螺钉或胶安全固定。该系列传感器有两种外壳封装方式：Ｐ１和 Ａ１。

ＣＸＴＡ系列传感器在供货时均附带有一张校准数据表。传感器可保证精确的零位电压和
灵敏度。图４２５和图４２６分别示出非线性误差随倾角的变化曲线和 ＣＸＴＡ系列传感器的温
度漂移曲线。

表 ４１７　主要技术指标

项　　目 ＣＸＴＡ０１型 ＣＸＴＡ０２型 单　位 备　　注

线性角度范围 ±２０ ±２０ （°）

角度分辨力 ０．０５ ０．０５ （°） 方均根值

灵敏度 ２５ ２５ ｍＶ／（°）

标度因数漂移 ０．０１ ０．０１ ％／℃

零位电压 ２．５±０．０１ ２．５±０．０１ Ｖ 室温

零位漂移 ０．１ ０．１ ｍＶ／℃ 典型值

零位漂移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 典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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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项　　目 ＣＸＴＡ０１型 ＣＸＴＡ０２型 单　位 备　　注

非线性误差 ０．４ ０．４ （°）

带宽 ５ ５ Ｈｚ

稳定时间 ０．２ ０．２ ｓ

对准准确度 ±１ ±１ （°） 典型值

交叉轴灵敏度 ５ ５ ％ 最大值，包括对准误差

贮存温度 －５５～＋８５ －５５～＋８５ ℃ 塑料封装

工作温度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 塑料封装

贮存温度 －５５～＋１２５ －４０～＋１２５ ℃ 高温封装

工作温度 －４０～＋１２５ －４０～＋１２５ ℃ 高温封装

振动（方均根值） １０ １０ ｇ ２０～２ｋＨｚ随机

冲击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ｇ １ｍｓ，半正弦波

直流工作电压 ８～３０ ８～３０ Ｖ 未经调压

工作电流 ４ ８ ｍＡ

图 ４２４　ＣＸＴＡ０２型的典型应用方式 图 ４２５　非线性误差随倾角的变化曲线

图 ４２６　ＣＸＴＡ系列传感器的温度漂移曲线

４３３　ＣＸＴＳＷ 型双轴倾角开关

ＣＸＴＳＷ型双轴倾角开关在出厂前可为特定应用进行若干项调整，这些调整均考虑到可靠

性和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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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具有独立的横滚、俯仰和全方位角度开关触发功能，开关值可在 ０．５°～７０°范围内调
整。

２）用户可以规定电子延时继电器延时０．５～１０ｓ。
３）滤波功能可以除去不需要的振动，而不会产生颤振。
４）有两种在不同电压下工作的 ＣＸＴＳＷ型双轴倾角开关可供选择，均具有常闭触点继电器

输出，继电器是靠电路方法保持闭合，以保证安全。继电器装在 ＣＸＴＳＷ型双轴倾角开关内部。
ＣＸＴＳＷ型双轴倾角开关的外形如图４２７所示，其典型应用方式如图 ４２８所示。常见的

应用场合包括起重机、载人电梯和移动平台的水平度监测。ＣＸＴＳＷ型双轴倾角开关的内部受
到极性颠倒保护以及输出短路保护。安装尺寸和外壳封装尺寸如图 ４２９所示。表 ４１８和表
４１９分别示出 ＣＸＴＳＷ型双轴倾角开关的待选功能和主要技术指标。

图 ４２９　ＣＸＴＳＷ型双轴倾角开关的安装尺寸和外壳封装尺寸

图 ４２７　ＣＸＴＳＷ型双轴倾角开关
图４２８　ＣＸＴＳＷ型双轴倾角开关的典型应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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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１８　待选功能

ＯＸＸＯＤＹＹ 全方位，ＸＸ跳变点（°），ＹＹ延时（ｓ）

ＰＸＸＰＹＹＲＤＺＺ

ＰＤＡＡ

独立横滚／俯仰设定，ＸＸ横滚跳变点（°）

ＹＹ俯仰跳变点（°），ＺＺ横滚延时（ｓ），ＡＡ俯仰延时（ｓ）

ＨＶ 接收２６～５０Ｖ未经调节的输入电压

表 ４１９　主要技术指标

项　　目 参　数 单　位 备　　注

横　　滚 ０．５～７０ （°） 出厂前设定

俯　　仰 ０．５～７０ （°） 出厂前设定

全 方 位 ０．５～７０ （°） 出厂前设定

延　　时 ０．５～１０ ｓ 出厂前设定

标准直流工作电压 ８～３０ Ｖ

选择高压直流工作电压 ２４～５０ Ｖ 选用ＨＶ时

工作电流 ６０ ｍＡ

开关额定电流值 １ Ａ ５．３Ｖ，每轴

角度分辨力 ０．０５ （°） １０Ｈｚ采样频率

零位准确度 ０．２ （°） ２５℃时

温度漂移 ０．３ （°） ０～７０℃

准直准确度 ±０．５ （°）

稳定时间 ０．１ ｓ

温度范围 －４０～＋８５ °Ｃ

厂商名称：美国 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公司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展销单位：中国电子学会敏感技术分会展销部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联 系 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４４　ＸＳ５１型动态水平仪

ＸＳ５１型动态水平仪的坐标系如图 ４３０所示，ＯＸＹＺ代表地平参考坐标系，ＯＸＹＺ代表载
体坐标系。ＯＸ′、ＯＹ′分别为 ＯＸ、ＯＹ轴对水平面的垂直投影；Ｘ′、Ｙ′在水平面上，夹角 γ定义为
横滚倾角，θ定义为俯仰倾角；ＯＺ′轴为 ＯＺ轴对 ＯＺ轴的投影，φ为两轴夹角，定义为垂直顶
角。图４３１示出该水平仪的原理框图。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４２０。

表 ４２０　主要技术指标

项　　目 测量范围 有修正回路 切断修正回路

俯仰倾角 θ ±６０° ±０．０５°／ｈ ±０．１５°／ｈ

横滚倾角 γ ±６０° ±０．０５°／ｈ ±０．１５°／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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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项　　目 测量范围 有修正回路 切断修正回路

垂直顶角 φ ±６０° ±０．０５°／ｈ ±０．１５°／ｈ

俯仰角速率 θ· ±６０°／ｓ — —

横滚角速率 γ· ±６０°／ｓ — —

工作环境温度 －４０～＋５０℃

工作电源电压 ±１５Ｖ±０．１Ｖ

电流 ＜２Ａ

外形尺寸
＜９０ｍｍ×９０ｍｍ×９０ｍｍ
（含全部电子线路）

重量 ＜１．５ｋｇ

图 ４３０　ＸＳ５１型动态水平仪坐标系

图 ４３１　原理框图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联系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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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章　线性加速度传感器

５１　ＣＡＪＺＳ４０型压电石英加速度传感器

　　ＣＡＪＺＳ４０型压电石英加速度传感器是利用压电石英谐振器的力频特性进行加速度测量
的，传感器可直接输出频率信号，不需进行模拟放大和 Ａ／Ｄ转换。在传感器中，压电石英谐振
器既作为摆臂，又作为敏感元件，因此在结构上采用开环结构。其结构原理和原理框图如图

５１和图５２所示。

图 ５１　结构原理图 图 ５２　压电石英加速度传感器原理框图

　　压电石英加速度传感器由敏感质量块、压电石英谐振器、晶控振荡器、支承底座、差频整形
电路和倍频输出电路组成，采用基频相等（ｆ０）的两个压电石英谐振器作为敏感元件，输出为两
个压电谐振器的频率差。

当沿传感器敏感轴方向输入加速度 ａ时，敏感质量块的质量 ｍ相对平衡位置产生惯性力
Ｆ，两个压电石英谐振器中的一个受正力压缩作用，另一个受负力拉伸作用，谐振器的谐振频
率 ｆ１、ｆ２分别为

ｆ１＝ｆ０＋Δｆ　　　　（谐振器受压缩作用时）
ｆ２＝ｆ０－Δｆ　　　　（谐振器受拉伸作用时）

差频整形电路对两个压电谐振器的输出频率进行差频和整形，倍频输出电路用于提高差

频信号的分辨率。

由牛顿第二定律可知 Ｆ＝ｍａ
根据压电石英谐振器的力频特性，当压电石英谐振器处于谐振状态，并受到外力作用时，

其谐振频率的变化量为

Δｆ＝Ｋｆ
ｆ２
０

Ｄ
Ｆ

式中，Ｄ为传递力 Ｆ的截面宽度；ｆ０为谐振器的基准谐振频率；Ｋｆ为谐振器的拉氏（Ｒａｔａｊｓｋｉ）系
数；Ｆ为压电石英谐振器的输入作用力。

因此，传感器的输出为

ｆ＝ｋ（ｆ１－ｆ２）＝２ｋΔｆ＝２ｋＫｆ
ｆ２
０

Ｄ
ｍａ＝Ｋａ

式中，ｋ为倍频系数；Ｋ为归一化系数。

·９７２·



由上式可知，传感器的输出频率 ｆ与加速度 ａ成正比。所以，通过检测压电石英加速度传
感器的输出频率即可测得输入加速度 ａ。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５１。

压电石英加速度传感器的主要特点是结构简单、成本低、体积小、重量轻，适用于车辆、船

舶及工业自动化中的加速度检测与控制，还可测量倾斜角度。

表 ５１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４０ｇ 比例系数 ３００Ｈｚ／ｇ

非线性度 ０１％ＦＳ 工作温度 －４０～＋５０℃

准备时间 ＜３ｍｉｎ 响应时间 １０ｍｓ

工作电源电压 ＤＣ＋５Ｖ 稳 定 度 ００３％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联系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５２　ＣＡＲＳ型气体摆式线性加速度传感器

ＣＡＲＳ型气体摆式线性加速度传感器以气体作为敏感质量块，从而避免了一般以固体或
液体作敏感质量块的加速度传感器难以承受强振动冲击的缺点。

气体摆式线性加速度传感器的设计思想是把传感器中敏感体内空气受到加速度的作用，

用摆的运动规律来描述，通过检测电路把输入的加速度转换成电压输出。

图５３　原理框图

该传感器的原理框图和结构如图５３和图５４所示。传感器用紫铜做成密闭腔体，腔体内以
热敏电阻 ｒ１、ｒ２作加热和热敏元件。通电加热 ｒ１、ｒ２，它们在密闭腔体内形成对流的气流束。ｒ１、ｒ２
为电桥的两个臂。在重力场中，静止时，ｒ１＝ｒ２，电桥输出为零。当密闭腔体做加速运动时，气流
束对密闭腔体施加一个与非引力加速度 ａ方向相反的压力梯度ｐ。在压力梯度ｐ作用下，气
体产生流动，使 ｒ１≠ｒ２。电桥输出与非引力加速度 ａ成比例的模拟电压

Ｖ＝Ｖ
０
＋ｋａ

式中，ｋ为比例系数；Ｖ０为零位偏差值。
图５５示出传感器的外形尺寸和产品插座的接点分配。该传感器有抗冲击性能好、结构

简单、性能价格比高的特点，可广泛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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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４　结构示意图

图 ５５　外形尺寸和插座接点分配

表 ５２　主要技术指标

参
数

型 号

测量

范围

／ｇ

比例

系数／
（Ｖ／ｇ）

分辨力

／ｇ

非线

性度

（％ＦＳ）

频率

响应

／Ｈｚ

零位

／ｍＶ

冲击 相对湿度 工作

温度

／℃

振动 外形

尺寸

／ｍｍ

电源

ＣＡＲＳ１ ±１ ５ ＜１０－４ ＜１ ０～１０ ＜５

ＣＡＲＳ２ ±２ ２ ＜１０－３ ＜１

ＣＡＲＳ３ ±１０

ＣＡＲＳ４ ±２０

８ｇ，８０次
／１０ｍｉｎ，
１６０００ｇ
／３ｍｉｎ

５０℃时
９２％～９８％
４８ｈ

－４０～
＋５０

７０Ｈｚ
４ｇ，０５ｈ

５５×６５
±１５Ｖ
±２５０ｍＡ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联系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５３　１２１０型模拟式加速度计传感器

１２１０型模拟式加速度计传感器是一种价格低廉的集成式加速度计传感器（主要技术指标
见表５３），可用于０Ｈｚ到中频范围内的测量。该加速度计传感器包含一个用微机械加工方法
制作的电容式敏感元件和一个按要求定制的集成电路（包括一个敏感放大器和差分输出级），

并采用单独的微型化密闭式封装。该加速度计传感器对温度变化并不敏感，并具有以下特点：

具有差分和单端输出；功耗低；工作温度范围宽（－５５～＋１２５℃）；内置 Ｎ２（氮气）阻尼；标定
到１％的偏差值和标度因数（典型值）；采用 ＋５Ｖ直流电源；对０Ｈｚ加速度可作出响应；测量范
围可以为非标准的测量范围；采用密封式 ＬＣＣ或 Ｊ引线，可表面安装。

工作方式

１２１０型模拟式加速度计传感器（见图５６）可产生两路模拟电压输出。用户可以使用输出信
号的差分形式或单端输出形式（以 ＋２．５Ｖ为参考）。工作时需要两种参考电压——— ＋５．０Ｖ及
＋２．５Ｖ。输出标度因数已按比例调整到与 ＋５．０Ｖ相一致。零加速度时，两种输出均等于 ＋２．５Ｖ
参考电压。敏感轴垂直于封装的底部，正加速度方向定义为能产生一个向下压封装的底部的力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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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３　主要技术指标

型
号性 能

１２１０Ｘ－０１０ １２１０Ｘ－０２５ １２１０Ｘ－０５０ １２１０Ｘ－１００

输入范围／ｇ ±１０ ±２５ ±５０ ±１００

频率响应（３ｄＢ）／Ｈｚ ０～４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０～１６００ ０～２０００

差分灵敏度／（ｍＶ／ｇ）① ４００ １６０ ８０ ４０

最大机械冲击／（ｇ／０．１ｍｓ） ２０００

　　①单端输出灵敏度是所示值的一半。

图 ５６　１２１０型模拟式加速度计传感器

应用范围

商业性：汽车、气囊、主动式悬挂、自适式制动、报警系统、运输记录设备。

工业性：振动监测、振动分析、机器控制、模态分析、机器人、碰撞测试、计量。

信号连接方式

１）电源 ＶＤＤ和 ＧＮＤ：分别为引脚８、９、１１、１４和引脚２、５、６、１８、１９。电源 ＋５Ｖ和 ＧＮＤ。

图 ５７　１２１０型模拟式加速度计传感器的两路输出

２）ＡＯＰ和 ＡＯＮ输出：分别
为引脚 １２和 １６，输出信号与加
速度成比例。ＡＯＰ电压随加速
度正向增加而降低。输入加速度

为 ０时，两路输出均等于 ２．５Ｖ
参考电压。用户既可以单独利用

其中一路，也可利用两路产生差

分信号（见图５７）。
３）ＤＶ偏转电压输入：引脚

４，可从该处输入测试信号，以在
敏感元件中产生一个模拟正加速

度的静电力。

４）ＶＲ（参考电压）输入：引脚 ３，可直接与 ＋５Ｖ电源连接，为了提高绝对准确度，也可与
＋５Ｖ参考电压源相连。
５）２．５Ｖ输入：引脚１７，该电压可从一个和 ＋５Ｖ电源相连的分压器处获得，或与 ２．５Ｖ参

考电压源相连。其他技术指标见表５４，封装型式及封装尺寸分别见表５５和图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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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４　其他技术指标（ＶＤＤ ＝５．０Ｖ，Ｔｃ＝２５℃）

参　　数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　　位

交叉轴灵敏度 ２ ３ ％

偏差值校准误差 １ ２ ％ＦＳ

偏差值温度漂移

（Ｔｃ＝－５５～＋１２５℃）
１５０ ３００ ×１０－６ＦＳ／℃

标度因数标准误差 １ ２ ％

标度因数温度漂移

（Ｔｃ＝－５５～＋１２５℃）
＋３００ ×１０－６／℃

输出噪声（差分，０～１．０ｋＨｚ） ８００ μＶ／（ｒ／ｍｓ）

非线性度（－９０％ ～＋９０％ＦＳ） ０．５ １．０ ％

电源抑制比

（相对于 ＶＤＤ，采用单独的参考电压源时）
２５ ｄＢ

工作电源电压 ４．７５ ５．０ ５．２５ Ｖ

工作电流（ＩＤＤ＋ＩＶＲ） ６ ８ ｍＡ

重量 ７．５ ｇ

表 ５５　封装型式

满量程加速度
封　装　型　式

２０引脚 ＬＣＣ ２０引脚 ＪＬＣＣ

±１０ｇ １２１０Ｌ０１０ １２１０Ｊ０１０

±２５ｇ １２１０Ｌ０２５ １２１０Ｊ０２５

±５０ｇ １２１０Ｌ０５０ １２１０Ｊ０５０

±１００ｇ １２１０Ｌ１００ １２１０Ｊ１００

图 ５８　封装尺寸

　厂商名称：美国 Ｓｉｌｉｃ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ｓ，Ｉｎｃ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

（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展销单位：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子学会敏感技术分会展销部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联 系 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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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２４３０型三轴模拟式加速度计

２４３０型三轴模拟式加速度计（见图５９）由三个正交安装的１２１０型加速度计构成，有驱动

图 ５９　２４３０型三轴模拟式加速度计

能力强、阻抗低、带缓冲电路等特点，适用于商业和工业领

域中的加速度测量，其频率响应范围从０Ｈｚ到中频。该型

加速度计内部带有电压调节器和内部参考电源，从而无需

外加精确电源。此外，该型加速度计对于每个轴向均附加

一个仪表放大器。ＯＵＴＰＵＴＲＥＦ无电源电流流过，该输入

端仅作为加速度输出的参考。２４３０型三轴模拟式加速度

计减少了三个轴向测量时的相互干扰，整个加速度计可以

抑制用户的数据采集系统地电位与电源地电位之间存在

差异所引起的噪声。该型加速度计对温度变化不太敏感，

并具有以下特点：可对三个轴向的加速度敏感；采用电容

式原理，具有 Ｎ２（氮气）阻尼；±５Ｖ单端输出；输出电压以

外部地为参考；低功耗；工作温度为 －４０～＋８５℃；６线连接；可对 ０Ｈｚ加速度作出响应；密闭

式封装；可以获得其他的测量范围；外壳由黑色的阳极化铝制作，十分坚固。

工作方式

２４３０型三轴模拟式加速度计具有三路随加速度变化的输出。Ｚ轴垂直于封装的底部，Ｘ

轴和 Ｙ轴在外壳盖上标出，其正方向即为箭头方向。输出信号为单端方式，相对于 ＯＵＴＰＵＴ

ＲＥＦ输入变化，ＯＵＴＰＵＴＲＥＦ输入应为 ＋ＶＳ和 －ＶＳ电源电压之间的中心电位。电源电压在

±１２～±１５Ｖ之间变化时，输出的标度因数不受影响。０加速度输入时，输出电压应为 ０Ｖ；对

应于 ±满量程加速度输入的输出电压分别为 ±５Ｖ。

应用范围

振动监测、振动分析、机器控制、模态分析、机器人、碰撞测试、计量、旋转机械监测。

信号连接方式

＋ＶＳ（电源）：红棕线，施加相对于 ＋９～＋１５Ｖ电压。

－ＶＳ（电源）：黑线，施加相对于 －９～－１５Ｖ电压。

ＯＵＴＰＵＴＲＥＦ（输入）：白线，Ｘ、Ｙ和 Ｚ轴输出均以此电位为参考。该输入端通常保持为

＋ＶＳ到 －ＶＳ之间一半的电位。该输入端也可用于为输出提供偏值电压，但该输入端与任一电

源端（＋ＶＳ或 －ＶＳ）间电压的差值必须大于或等于９Ｖ。

Ｘ、Ｙ、Ｚ（输出）：分别为绿线、淡棕线和淡蓝线，这些模拟电压输出信号均与加速度成比例，

随加速度的正向增加而增加，反之亦然。输入加速度为零时，输出电压等于 ０Ｖ（相对 ＯＵＴＰＵＴ

ＲＥＦ）。表５６和表５７分别示出了不同情况下的主要技术指标和其他技术指标，图 ５１０所示

为２４３０型三轴模拟式加速度计的外形及安装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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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６　主要技术指标

型　号
性 能

２４３００１０ ２４３００２５ ２４３００５０ ２４３０１００ 单位

输入范围 ±１０ ±２５ ±５０ ±１００ ｇ
频率响应（３ｄＢ） ０～４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０～１６００ ０～２０００ Ｈｚ
灵敏度 ５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ｍＶ／ｇ

最大机械冲击（０．１ｍｓ） ２０００ ｇ

表 ５７　其他技术指标（ＶＳ＝±１２～±１５Ｖ，Ｔｃ＝２５℃）

性能参数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　　位

交叉轴灵敏度 ２ ３ ％

偏差值校准误差 ２ ３ ％
偏差值温度漂移（Ｔｃ＝－４０～＋８５℃） ２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６ＦＳ／℃
标度因数误差 ２ ３ ％
标度因数温度漂移（Ｔｃ＝－４０～＋８５℃） ＋３００ ×１０－６ＦＳ／℃
输出噪声（０～１．０ｋＨｚ） １．２ ｍＶ／（ｒ／ｍｓ）
非线性度（－９０％ ～＋９０％ＦＳ） ０．５ １．０ ％
电源抑制比 ５０ ＞６５ ｄＢ
工作电源电压 ±９① ±１５ Ｖ
工作电流 ２５ ４０ ｍＡ
重量（不包括电缆） ３０ ｇ
电缆重量 １５ ｇ／ｍ

　　①电源电压低于 ±１２Ｖ可能会引起性能下降。

图 ５１０　２４３０型外形及安装尺寸〔单位：ｉｎ（ｍｍ）〕

　厂商名称：美国 Ｓｉｌｉｃ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ｓ，Ｉｎｃ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

（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展销单位：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子学会敏感技术分会展销部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联 系 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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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１１　１０１０型数字式、１１１０型门限式

单轴加速度计

５５　其他加速度计及相关产品

５５１　１０１０型数字式、１１１０型门限式单轴加速度计

１０１０型数字式、１１１０型门限式单轴加速度计外形如图

５１１所示。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５８。

特点

１）采用低功耗 ＣＭＯＳ技术；

２）电容式原理，Ｎ２（氮气）阻尼；

３）严密封装；

４）表面安装；

５）２０引脚 ＬＣＣ或 Ｊ引线。

表 ５８　主要技术指标

工作电源电压 ＤＣ＋５Ｖ 外形尺寸 ８．７５ｍｍ×８．７５ｍｍ×２．５ｍｍ

标准量程 ±１０，±２５，±５０，±１００ｇ （长 ×宽 ×厚） （０．３５ｉｎ×０．３５ｉｎ×０．１ｉｎ）

数字式加速度计量程 ±５ｇ

５５２　开架式三轴加速度计

它包括两种型号：２４１０型数字式加速度计（由３个１０１０型单轴加速度计构成）和２４１２型模

拟式加速度计（由３个１２１０型单轴加速度计构成），如图５１２所示。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５９。

图 ５１２　开架式三轴加速度计

特点

１）ＤＣ／ＡＣ响应；

２）精确对准；

３）完全安装；

４）用带状电缆接口。

表 ５９　主要技术指标

工作电源电压 ＤＣ＋５Ｖ

重　　量 １６ｇ

外形尺寸 ３０ｍｍ×３０ｍｍ×２５ｍｍ

（长 ×宽 ×高） （１．２ｉｎ×１．２ｉｎ×１．０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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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１３　２２１０型模拟式加速度计模块外形

５５３　２２１０型模拟式加速度计模块

２２１０型模拟式加速度计模块外形，如图５１３所示。

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５１０。

特点

１）电容式原理，Ｎ２（氮气）阻尼；

２）ＤＣ／ＡＣ响应；

３）严密封装；

４）阳极化铝外壳；

５）内部带有稳压电源及参考电压源。

表 ５１０　主要技术指标

标准量程 ±１０，±２５，±５０，±１００ｇ 外形尺寸 ２５ｍｍ×２５ｍｍ×７．５ｍｍ

工作电源电压 ＋９～＋３０Ｖ （长 ×宽 ×厚） （１．０ｉｎ×１．０ｉｎ×０．３ｉｎ）

放大差分信号输出 ±４Ｖ

５５４　用于模拟式加速度计模块的２２３０型组合安装件

２２３０型组合安装件外形如图５１４所示。其外形尺寸及重量见表５１１。

图 ５１４　２２３０型组合安装件

　　特点

１）精密加工；

２）提供螺钉；

３）外壳用阳极化铝制成；

４）可安装２或３个模块；

５）组合安装容易；

６）不包括加速度计模块。

表 ５１１　外形尺寸及重量

外形尺寸

（长 ×宽 ×高）

３１．２５ｍｍ×３１．２５ｍｍ×３１．２５ｍｍ

（１．２５ｉｎ×１．２５ｉｎ×１．２５ｉｎ）

重量（含螺钉） ８８ｇ

５５５　带连接器的测试板

ＴＢ１０１０型测试板用于数字式加速度计，ＴＢ１２１０型测试板用于模拟式加速度计（见图
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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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１５　带连接器的测试板

　　特点
１）ＬＣＣ及 Ｊ引线组合；
２）双面 ＰＣＢ；
３）表面安装式焊接；
４）需要安装；
５）易于测试和评价；
６）包括电容、连接器和相应文件；
７）用带状电缆连接；
８）不包括加速度计；
９）小尺寸（长 ×宽）：１９．０５ｍｍ×１９．０５ｍｍ（０．７５ｉｎ×
０．７５ｉｎ）。

５５６　评测板

ＥＢ１０１０Ｊ型评测板用于 Ｊ引线式，ＥＢ１０１０Ｌ型评测板

图 ５１６　评测板

用于 ＬＣＣ式。评测板外形如图５１６所示。
特点

１）方便的插座式测试；
２）用带状电缆连接；
３）完全安装；
４）用于数字式加速度计；
５）内置晶体时钟；
６）连接方便；
７）附带相应文件；
８）不包括加速度计。

５５７　３３１０型加速度数据采集系统

　　特点
１）三轴加速度；
２）有绘图软件；
３）带８ＭＢ内存；
４）便于携带，用电池工作；
５）加速度数据精确；
６）可记录不同类型数据；
７）可用ＰＣ编程控制。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５１２。

表 ５１２　主要技术指标

标准量程 ±１０，±２５，±５０，±１００ｇ

数据传输速率 １１５．２ｋｂｉｔ／ｓ

外形尺寸 １１４．３ｍｍ×８８．９ｍｍ×５５．９ｍｍ
（长 ×宽 ×高） （４．５ｉｎ×３．５ｉｎ×２．２ｉｎ）

重　　量 ８００ｇ

　厂商名称：美国 Ｓｉｌｉｃ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ｓ，Ｉｎｃ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

（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展销单位：中国电子学会敏感技术分会展销部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联 系 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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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加速度计及相关产品

微型机电一体化设备（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ＭＥＭＳ）技术领域的革命性发
展，使人们对基于这种技术的传感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美国 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公司致力于为用户提
供完善的 ＭＥＭＳ传感器产品，并已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力量。

通过采用最新的硅敏感技术以及利用在数字信号处理等方面的专长，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公司已成
功开发出多种可靠性及性价比高的、基于 ＭＥＭＳ技术的传感器，以满足用户的多种不同需要。
该公司专门从事测量运动状况的传感器的研究与开发，拥有从加速度计到可以替代转子式垂

直陀螺的六轴动态测量装置等一系列产品。

该公司的加速度计产品的应用范围从地震敏感测量到振动与冲击测量；倾角传感器产品

可应用于从车轮校准到用于起重机和升降机作为倾斜安全开关等多个领域；陀螺产品的应用
范围包括从汽车测试到海洋应用等领域，并可用于航空器上摄像头的稳定以及无人驾驶飞机

的测量与控制。

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公司在产品设计中均考虑到用户使用的方便性，故每一种产品均无需外部信号
调理并与常用的协议及标准相匹配（兼容）。公司的数字化产品有简单的指令界面，可与用户

所用软件很方便地结合起来。公司可以为其成套产品提供相应的软件，以方便用户观察和记

录测量结果。

５６１　通用型 Ｍ系列加速度计

Ｍ系列单轴和三轴加速度计（见图５１７）属于通用型产品，可测量线性和／或振动加速度，

图 ５１７　Ｍ系列加速度计

测量范围分别为 ±４ｇ和 ±２５ｇ。常见的应用范围包括振动分析、汽车测试、测试仪器及设备监
测。该系列传感器的敏感元件是一个在硅材料中用微机械加工方式制作的电容性梁，该梁模

片面积很小，且十分坚固。电容性梁受到平衡回复力作用，以保证传感器的满量程非线性度小

于０．２％。该系列传感器具有宽的动态范围和很好的频率响应特性，可用单个 ＋５Ｖ电源工
作，容易与标准的数据采集系统接口。若采用Ｒ选购件，也可用未经稳压的 ８～３０Ｖ直流电源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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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ＸＬ０４Ｍ３和其他 Ｍ系列产品提供了直接的模拟电压输出。输出信号不需要外部信号调
理电路，可与 Ａ／Ｄ转换和其他数据采集硬件接口，ＣＸＬ０４Ｍ３的典型应用如图 ５１８所示，传感
器可用螺钉或胶牢固固定。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５１３。

图 ５１８　ＣＸＬ０４Ｍ３的典型应用

表 ５１３　主要技术指标

项　　目 ＣＸＬ０４Ｍ３
（三轴）

ＣＸＬ０４Ｍ１／
ＣＸＬ０４Ｍ１Ｚ
（单轴）

ＣＸＬ２５Ｍ３
（三轴）

ＣＸＬ２５Ｍ１
ＣＸＬ２５Ｍ１Ｚ
（单轴）

单　位 备　　注

测量范围 ±４ ±４ ±２５ ±２５ ｇ ±５％

灵敏度 ５００ ５００ ８０ ８０ ｍＶ／ｇ ±５％

带宽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０ Ｈｚ ±５％

噪声（方均根值） ５ ５ ５０ ５０ 典型值

噪声密度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μｇ槡／ Ｈｚ

零位输出 ＋２．５±０．１ ＋２．５±０．１ ＋２．５±０．１ ＋２．５±０．１ Ｖ ＋２５℃时

零位漂移

±６０
±０．１２
±１００
±０．２

±６０
±０．１２
±１００
±０．２

±６０
±０．７５
±１４５
±１．８

±６０
±０．７５
±１４５
±１．８

ｍＶ
ｇ
ｍＶ
ｇ

０～７０℃
０～７０℃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满量程输出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１ Ｖ ＋２５℃时

非线性度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ＦＳ 典型值

对准准确度 ±２ ±２ ±２ ±２ （°） 典型值

横向灵敏度 ±３．５ ±３．５ ±３．５ ±３．５ ％ＦＳ 典型值

温度范围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

冲击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ｇ

输出负载
＞１０ｋΩ
＜１ｎＦ

＞１０ｋΩ
＜１ｎＦ

＞１０ｋΩ
＜１ｎＦ

＞１０ｋΩ
＜１ｎＦ 最大值

工作电源电压 ＋５±０．２５ ＋５±０．２５ ＋５±０．２５ ＋５±０．２５ Ｖ ＤＣ

加 －Ｒ选购件
后的电源电压

＋８～３０ ＋８～３０ ＋８～３０ ＋８～３０ Ｖ 未经调压

电源电流 ２４ ８ ２４ ８ ｍＡ 典型值

　注：所有频率拐点为 －３ｄＢ，单极点，下降斜率为 －６ｄＢ每倍频程。非线性度是指按满量程计算的、与最佳拟合直线的最
大的偏差。横向灵敏度指当与主敏感轴正交的轴有力作用时的误差性输出。横向灵敏度误差主要是由于安装偏差

引起的，可以通过调整封装的方向来予以纠正。零位漂移是指输入为 ０时，输出电压从 ＋２５℃的初值到最高或最低
温度范围时的终值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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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和ＡＬ分别为 ＋８～＋３０Ｖ输入电压调节器和高温封装外壳，可选购，下同。

　　Ｍ系列产品有两种封装型式：标准的塑料封装（Ｐ１）和高温封装 （加装ＡＬ选购件后），
其频率响应特性和零位输出偏差值随温度变化的漂移分别如图５１９和图５２０所示。

ＣＸＬＭ硅微机械加速度计，可提供与传统的压电或压阻式加速度计相同的性能，而价格更低。

　图 ５１９　ＣＸＬ０４Ｍ１型加速度计的频率响应特性 图 ５２０　ＣＸＬ０４Ｍ１、ＣＸＬ０４Ｍ３型加速度计的零位

输出偏差值随温度变化的漂移

５６２　高稳定型 ＬＦ系列加速度计

ＬＦ系列单轴和三轴加速度计（见图 ５２１）具有精度高的特点，测量范围为 ±１ｇ和 ±２ｇ。
常见的应用范围包括地震振动测量，精确倾斜／摇摆测量以及方位测量等。
　　ＬＦ系列加速度计的敏感元件是一个用体型微机械加工方法制成的三层硅结构。三层结
构构成了一个低噪声的差分电容。传感器固定在一个高质量的陶瓷基底上，并与信号调理电

路连接。整个封装的设计经过优化，以保证热滞后性最小，并得到优异的直流响应性能。

ＬＦ系列加速度计依靠 ＋５Ｖ单电源工作，加装Ｒ选购件后
，亦可使用未经过调压的 ＋８

～＋３０Ｖ电源工作。ＬＦ系列加速度计可直接提供高电压模拟信号输出，输出信号无需外部信
号调理，可方便地与标准的数据采集系统接口。

图 ５２１　ＬＦ系列加速度计

每个模块的偏差值和标度因子均在出厂前调定，并经过测试。标准模块的带宽为 １２５Ｈｚ。
ＣＸＬ０２ＬＦ３的典型应用方式可参考图５１８。ＬＦ系列加速度计应用螺钉或胶可靠地固定。该系
列传感器的外壳封装方式有三种：塑料封装 Ｐ１（单轴和三轴）、高温封装 Ａ１（单轴和三轴）和 Ｚ
轴小型封装 Ｃ１（无法与Ｒ选购件相连接）。其主要技术指标见表 ５１４，频率响应特性和零位
偏值随温度变化分别如图５２２和图５２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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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１４　主要技术指标

项　　目 ＣＸＬ０１ＬＦ３
（三轴）

ＣＸＬ０１ＬＦ１／
ＣＸＬ０１ＬＦ１Ｚ
（单轴）

ＣＸＬ０２ＬＦ３
（三轴）

ＣＸＬ０２ＬＦ１
ＣＸＬ０２ＬＦ１Ｚ
（单轴）

单　位 备　　注

测量范围 ±１ ±１ ±２ ±２ ｇ ±５％

灵敏度 ２ ２ １ １ Ｖ／ｇ ±５％

带宽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５ Ｈｚ ±５％

噪声（方均根值） １．２ １．２ １．５ １．５ ｍｇ 典型值

零位输出 ＋２．５±０．１５ ＋２．５±０．１５ ＋２．５±０．１５ ＋２．５＋０．１５ Ｖ ＋２５℃时

典型零位漂移
±３０
±１５

±３０
±１５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ｍＶ
ｍｇ

０～＋７０℃
０～＋７０℃

满量程输出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１ Ｖ ＋２５℃时

非线性度 ±１ ±１ ±１ ±１ ％ＦＳ 典型值

对准准确度 ±２ ±２ ±２ ±２ （°） 典型值

横向灵敏度 ±３．５ ±３．５ ±３．５ ±３．５ ％ＦＳ 典型值

温度范围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

冲击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ｇ

输出负载 ＞２０ｋΩ ＜３０ｎＦ
＞２０ｋΩ

＜３０ｎＦ
＞２０ｋΩ

＞２０ｋΩ
＜３０ｎＦ 最大值

工作电源电压 ＋５±０．２５ ＋５±０．２５ ＋５±０．２５ ＋５±０．２５ Ｖ ＤＣ

加Ｒ选购件
后的电源电压

＋８～３０ ＋８～３０ ＋８～３０ ＋８～３０ Ｖ 未经调压

工作电源电流 １２ ４ １２ ４ ｍＡ 典型值

　注：同表５１３注。

图 ５２２　ＬＦ系列加速度计的频率响应特性 图 ５２３　零位偏值随温度的变化

５６３　振动型 ＨＦ系列加速度计

ＨＦ系列加速度计（见图５２４）是精确的振动加速度计，采用了先进的压电材料，并集成有
信号调理电路（电荷放大器）和电流调节电路，其特点是噪声低和带宽大（０．３～１０ｋＨｚ）。该系
列加速度计的电路采用了独特设计，以同时和电流回路系统和电压工作模式系统相匹配。与

Ｍ系列和 ＬＦ系列加速度计相比，ＨＦ系列加速度计的区别在于不能对重力或其他甚低频（小
于０．３Ｈｚ）信号作出响应。

该系列加速度计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如下领域中的振动检测：车辆及发动机检测、冲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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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可预测性维护、工业振动检测、声学及高频测量。

图 ５２４　ＨＦ系列加速度计

加速度计供货时，将随货提供一份校准数据表（见表 ５１５），以保证灵敏度误差在 ２％以
内。封装方式有两种：标准塑料封装 Ｐ１和铝壳封装 Ａ１，如图５２８和图５２９所示。

加速度计的电源可以是电流源（利用信号线和地）。若用电流源供电，则信号线同时用于

传输激励信号和加速度计信号。具有电流输出能力的电流盒、信号调理器和分析仪器等均可

提供０．３～２０ｍＡ的恒定电流。这种接口方式使传感器能与许多老式系统实现向下兼容。若
不用电流源供电，也可使用 ＋５～３０Ｖ的电压源供电。这两种供电方式如图５２５所示。

加速度计的输入为 ０时，输出电压偏差值为 ＋３Ｖ，输出电压范围为（＋３±１）Ｖ。这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公司的附件产品族是相兼容的。使用这种接口方式可省去笨重而昂贵的接口电路，
如电池供电和电力线供电的信号调理器。频率响应特性和灵敏度随温度变化的特性曲线分别

如图５２６和图５２７所示，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５１５。

图 ５２５　电流源和电压源供电方式

图 ５２６　ＨＦ系列加速度计的频率响应特性

　
图 ５２７　ＨＦ系列加速度计的灵敏度随温度变化

的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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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１５　主要技术指标

项　　目
ＣＸＬ１０ＨＦ１

ＣＸＬ１０ＨＦ１Ｚ
ＣＸＬ１０ＨＦ３

ＣＸＬ１００ＨＦ１

ＣＸＬ１００ＨＦ１Ｚ
ＣＸＬ１００ＨＦ１３ 单位 备　　注

测量范围 ±１０ ±１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ｇ ±２％，提供校准数据表

灵敏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 ±１０ ｍＶ／ｇ ±２％，提供校准数据表

满量程电压 ±１ ±１ ±１ ±１ Ｖ

频率范围 ０．３～１００００ ０．３～１００００ ０．３～１００００ ０．３～１００００ Ｈｚ ±３ｄＢ，ＡＣ耦合

宽带噪声（方均根值）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μｇ

０ｇ输入电压 ＋３ ＋３ ＋３ ＋３ Ｖ 若用电流源激励时，则
无此项指标

灵敏度漂移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８ ％／℃

应变灵敏度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ｇ／μｅ

非线性度 １ １ １ １ ％ＦＳ

横向灵敏度 ５ ５ ５ ５ ％ＦＳ

工作温度范围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 塑料封装，Ｐ１

贮存温度范围 －５０～＋８５ －５０～＋８５ －５０～＋８５ －５０～＋８５ ℃ 塑料封装，Ｐ１

工作温度范围 －４０～＋１２５ －４０～＋１２５ －４０～＋１２５ －４０～＋１２５ ℃ －ＡＬ高温封装

贮存温度范围 －５０～＋１２５ －５０～＋１２５ －５０～＋１２５ －５０～＋１２５ ℃ －ＡＬ高温封装

冲击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ｇ

启动时间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ｓ １０％以内

工作电源电压 ５～３０ ５～３０ ５～３０ ５～３０ Ｖ ＤＣ

工作电源电流 ０．４ １ ０．４ １ ｍＡ

电流（恒定） ０．３～２０ ０．３～２０ ０．３～２０ ０．３～２０ ｍＡ

　　注：同表５１３注。

５６４　封装外形及安装尺寸和引线分配

各类封装如图５２８～图５３０所示。

图 ５２８　Ｐ１：塑料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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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２９　Ａ１：铝壳封装

图 ５３０　Ａ２：铝制 Ｅ轴微型封装（ＬＦ系列）

５６５　加速度计附件

１．ＣＸＢＮＣＢＮＣ适配盒
ＣＸＢＮＣ可以使任何加装Ｒ选购件的 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加速度计能直接与大多数标准的数据采集

系统接口。ＣＸＢＮＣ由一个模注塑料构成，其上装有三个标准的 ＢＮＣ插座以及一个通／断开
关。它装有一个９Ｖ电池，可为加速度计供电，该电池能为一个三轴加速度计供电约８ｈ。

图 ５３１　ＣＸＢＮＣ的典型应用方式

该适配盒设有可外接电源的香蕉插口（９Ｖ电池不使用时）。注意若盒内装有 ９Ｖ电池时，
不可使用外接电源。典型的应用方式和外形尺寸分别如图５３１和图５３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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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３２　ＣＸＢＮＣ的外形尺寸

２．ＡＤ１２８数据记录系统
ＡＤ１２８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数据采集系统，包括一个可放入衣袋的袖珍记录单元，一套定义

与分析软件及一些接插件。ＡＤ１２８为用户提供了一种直接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加速度计获取数据的
方法。当不给传感器供电时，ＡＤ１２８的袖珍记录单元可依靠一个 ９Ｖ电池工作长达 ３个月。
向加速度计供电时，袖珍记录单元靠单个电池可工作８～１５０ｈ，工作时间的长短与加速度计型
号有关。

该系统功能众多的定义与分析软件随每个系统提供，有即装即用的特点。该软件基于数

表格式，提供了方便的提示功能，可使系统迅速为 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加速度计的数据采集做好准备。
数据采集完成 ，只要轻触一下鼠标就可在其内部的数表中进行检索，再单击即可生成一个用

于即时分析的图表。软件的运行平台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９５、ＷｉｎｄｏｗｓＮＴ和 Ｗｉｎｄｏｗｓ３．１。
只要按下按钮，袖珍记录单元就可同时记录全部８路模拟输入信号以及１５路数字输入信

号，采样频率为５００次／ｓ。此外，记录过程也可以利用根据输入信号确定的特定条件触发，从
而避免记录不需要的数据。

该记录系统为所记录的数据打上时间标记（利用系统内置实时时钟）。基于电池的长达１０
年的数据记忆能力以及软件互锁功能可确保数据不会丢失或不小心擦除。各路输入端的电压保

护能力为 ±２０Ｖ。定义与分析软件的工作过程如图５３３所示。主要技术参数见表５１６。

表 ５１６　主要技术参数

输入 ８路模拟信号 １５路数字信号

模拟信号输入

　　输入电压范围 ０～５Ｖ（ＡＤ１２８１０：０～１０Ｖ）

　　分辨力 ２０ｍＶ（ＡＤ１２８１０：±２０ｍＶ）

　　绝对准确度 ±１０ｍＶ（ＡＤ１２８１０：０～１０Ｖ）

　　输入偏置电流 ４００ｎＡ

数字信号输入

　　“上升沿”门限 ３．５Ｖ（ｍａｘ）

　　“下降沿”门限 １．０Ｖ（ｍｉｎ）

　　输入偏置电流 ±１０μＡ

连接口类型 标准 ＤＢ２５引脚

采样频率 最快可达５００次／ｓ，或９９ｍｉｎ采样一次（所有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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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存储
存储容量：１３００００采样点；
记录保存时间：０．００２ｓ～数年；
数据记忆电池寿命：１０年。

图 ５３３　定义与分析软件的工作过程
ａ）定义菜单　ｂ）记录信息　ｃ）数据检索　ｄ）图表显示

工作条件

１）电压：７～１２Ｖ（９Ｖ电池／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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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电流：
待机：３００μＡ；
记录：４ｍＡ（仅在采样时）；
ＬＥＤ指示（采样）：１０ｍＡ（可关闭）；
电池寿命：用９Ｖ碱性电池为３个月，锂电池为６个月；
电源适配器（附带）：１１０～９Ｖ，２００ｍＡ，ＡＣ适配器。
３）温度：
工作：０～５０℃；
贮存：－２０～＋７０℃。
４）通信：
接口：ＲＳ２３２；
波特率：９６００ｂｉｔ／ｓ；
连接口：９引脚插座；
数据格式：８数据位，无检验位，１停止位；
５）外形尺寸：１４７ｍｍ×９１ｍｍ×３３ｍｍ（５．８ｉｎ×３．６ｉｎ×１．３ｉｎ）；
６）重量：２２６ｇ。
相关的软件应用分别如图５３４和图５３５所示。

图 ５３４　定标和触发可

由软件预先设定

图 ５３５　软件的绘图功能

３．ＣＸＬＤＫ数字接口卡
ＣＸＬＤＫ是一种使用方便的加速度计开发工具。它可以使 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加速度计与 ＰＣ或工

作站接口。ＣＸＬＤＫ带有板上１２位 Ａ／Ｄ转换器、电压调节器以及 ＲＳ２３２通信接口。供货时将
提供 ＸＶＩＥＷ图形化分析软件，可用于 ＣＸＬＭ加速度计的振动、惯性测量以及敏感倾角等方面
的应用，此外还将提供相应的电缆、连接器和电源。ＣＸＬＤＫ数字接口卡如图５３６所示。

在 ＰＣ或工作站与 ＣＸＬＤＫ通过 ＲＳ２３２进行通信（原理框图见图 ５３７），速率为 ３８．４ｋｂｉｔ／ｓ。
主 ＰＣ向 ＣＸＬＤＫ发送 ＡＳＣＩＩ码“Ｇ”（获取数据）以要求进行一次采样。ＣＸＬＤＫ则按表 ５１７格
式发回电压信号。接口卡所能处理的最高采样频率为２００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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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３６　ＣＸＬＤＫ数字接口卡

图 ５３７　原理框图

表 ５１７　通信协议及数据格式

字 节 数
传感器接口
引脚编号

加速度轴向 功　　　能

０ Ｎ／Ａ Ｎ／Ａ 标题

１ Ｎ／Ａ Ｎ／Ａ 标题

２ ３ Ｘ ＭＳＢＡ／Ｄ通道—１（０～１５）

３ ３ Ｘ ＬＳＢＡ／Ｄ通道—１（０～２５５）

４ ４ Ｙ ＭＳＢＡ／Ｄ通道—２（０～１５）

５ ４ Ｙ ＬＳＢＡ／Ｄ通道—２（０～２５５）

６ ５ Ｚ ＭＳＢＡ／Ｄ通道—３（０～１５）

７ ５ Ｚ ＬＳＢＡ／Ｄ通道—３（０～２５５）

８ ６ 未使用 ＭＳＢＡ／Ｄ通道—４（０～１５）

９ ６ 未使用 ＬＳＢＡ／Ｄ通道—４（０～２５５）

ＣＸＬＤＫ串行接口设置参数
３８．４ｋｂｉｔ／ｓ，８数据位，无校验位，１停止位，无启动位，无流量控制。
ＣＸＬＤＫ串行接口指令
“Ｒ”复位指令：ＡＳＣＩＩ码“Ｒ”指令发送至 ＣＸＬＤＫ，使硬件复位。ＣＸＬＤＫ立即应答以 ＡＳＣＩＩ

码“Ｈ”，表示 ＣＸＬＤＫ工作正常。
“Ｇ”索取数据指令

ＡＳＣＩＩ码“Ｇ”送到 ＣＸＬＤＫ（连接图见图５３８），以索取一组数据记录。ＣＸＬＤＫ即以包含电

压数据的一组１０Ｂ数据应答。电压数据的含义与传感器模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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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３８　ＣＸＬＤＫ连接图

所传送的数据与电压间的关系

计数次数（０～４０９５）＝２５５×ＭＳＢ＋ＬＳＢ

电压 ＝ ４
４０９５

×计数次数

　　ＸＶＩＥＷ 分析评测软件是用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公司的 Ｌａｂｖｉｅｗ编程语言开发的。该软件使得

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加速度计的基本特性和性能得以充分利

用。软件特别提供了加速度、振动（ＦＦＴ）、倾角（横

滚／俯仰）等方面的测量功能。编写用于 ＣＸＬＤＫ的用户软件仅需调用标准“Ｃ”函数库中的串

行 Ｉ／Ｏ程序。这些子程序是平台专用的（ＤＯＳ，Ｗｉｎｄｏｗｓ，ＵＮＩＸ）。

ＣＸＬＤＫ附带一个小型 ＤＣ电源，为板上电路供电。电源直接插入 ＣＸＬＤＫ接口卡。ＣＸ

ＬＤＫ还附带一根用于 ＲＳ２３２数据通信的 ＤＢ９电缆。

５６６　运用 ＣＸＬＭ 加速度计进行振动分析及机械监测的方法

以下将介绍如何建立一个能有效进行振动监测的系统，以实现如下目标：机械监测、结构

振动分析、产品测试、验收检测。

与振动有关的基本概念

图 ５３９　弹簧振动系统———基本的振动形式

最简单的振动形式是正弦振动。尽管现

实世界中存在的振动是多个不同频率振动的

组合，并且不满足正弦波形，但正弦振动作为

振动的基本形式提供了一种便于分析的实

例。具体请参考图 ５３９所示的弹簧振动系

统。

若用力使得弹簧悬挂的质量块偏离其平

衡位置，则质量块将发生振动。质量块可用

频率为 ｆ的正弦函数来描述。对位移表达式

求导即可得到速度表达式，若再求导可得到

加速度表达式，即

位　移：ｄ（ｔ）＝Ｄｓｉｎ２πｆｔ

速　度：ｖ（ｔ）＝Ｄ２πｆｃｏｓ２πｆｔ

加速度：ａ（ｔ）＝－Ｄ（２πｆ）２ｓｉｎ２πｆｔ

　　加速度计的选择

选择用于振动测量的加速度计时，测量范围及带宽是需要考虑的两个关键指标。此外也

应考虑到尺寸、温度范围、噪声和电气接口等因素。表 ５１８可帮助用户选用合适的 Ｃｒｏｓｓｂｏｗ

加速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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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１８　选用加速度计指南

系　列 带　宽／Ｈｚ 测量范围／ｇ 应　用　范　围

Ｍ ０～１００ ±４，±２５ 小型电动机，振动开关，门限探测器

ＬＦ ０～１２５ ±１，±２ 低频小振动，地震测量，生物学振动

ＨＦ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０，±１００ 模态或结构测试，电动机，冲击检测

　　厂商名称：美国 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

（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展销单位：中国电子学会敏感技术分会展销部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联 系 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５７　ＣＪＳＤＹＤ５型数字式压电石英加速度传感器

ＣＪＳＤＹＤ５型数字式压电石英加速度传感器采用压电石英谐振器作为敏感元件，利用压
电石英谐振器的力敏特性来敏感力的变化，以此实现对载体加速度的测量。其原理框图如图

５４０所示，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５１９。

图 ５４０　数字式压电石英加速度传感器的原理框图

表 ５１９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８ｇ 工作温度 －２０～＋５５℃

非线性度 ＜０．０５％ＦＳ 耐 冲 击 ３００ｍ／ｓ２

分 辨 率 １×１０－４ｇ 工作电压 ＤＣ１２Ｖ

数字输出 （３５００±２００）Ｈｚ／ｇ

数字式压电石英加速度传感器具有分辨率高、线性度好、数字输出以及能与计算机直接接

口等特点，可用于姿态控制及检测系统。

　　厂商名称：美国 Ｃｒｏｓｓｂｏｗ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

（北京 ９７１６信箱）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ｆｕｘｕｅ＠２６３．ｎｅｔ

展销单位：中国电子学会敏感技术分会展销部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联 系 人：张福学　汪建文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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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章　振动和速度传感器

６１　ＤＰ系列低频振动传感器

ＤＰ系列低频振动传感器是根据清华大学发明专利（ＺＬ９２１０２７７４５）研制的新型传感器。
它是将机械结构固有频率较高的地震检波器经过一套低频扩展（校正）电路，使其输出特性的

固有频率降为原检波器的１／２０～１／１００。
经过多年的实践使用和研究改进，现在生产的 ＤＰ系列传感器的性能、可靠性、频率范围

已和初期的 ＤＰ系列产品有明显的改进。
特点

１）有效地扩展了低频测量范围；
２）检波器的固有频率较高，具有高可靠性和耐冲击性，运输中不必锁紧，不怕颠簸；
３）零位稳定，不需调零；可远距离输出；
４）根据需要，可以选振动速度输出或振幅输出，也可选兼有速度和位移２种输出；
５）根据需要，可以选择高灵敏度的传感器，以用于微震测量，也可以选择灵敏度较低的传

感器，以测量低频大振幅的摆动。

传感器的频率特性举例如图６１所示，其外形如图６２所示。

图 ６１　０２ＨｚＤＰ型传感器幅、相频率特性 图 ６２　ＤＰ型振动传感器外形

应用领域

１）地震监测、工程地质勘探；
２）水轮发电机组振动监测；
３）大型建筑、桥梁的模态测试和动挠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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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铁道的路、轨不平顺度测量，车辆摇晃、脱轨预警；
５）防盗、周边警戒等。
型号表述

ＤＰ× ×× ×× × ×
ＤＰＳ位移振幅输出型　名义固有频率　灵敏度　Ｈ：测水平振动　结构形式标志
ＤＰＶ速度输出型　（Ｈｚ）　Ｖ：测垂直振动　Ａ或 Ｂ
ＤＰＳ（Ｖ）具有速度和位移２种输出
常用系列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６１。

表 ６１　主要技术指标

名义固有频率（－３ｄＢ）／（Ｈｚ） ０１，０２，０３５，０５，０７，特殊订货００５

速度输出型灵敏度 ｋｓ／（ｍＶ·ｓ／ｍｍ） １０００，８００，４００，１００，４０

位移振幅输出型灵敏度 ｋｓ／（Ｖ／ｍｍ） １０，５，２，１，０４，０２，０１

工作电源电压／Ｖ ±６～±１２，也可以用单向电源供电（在订货时说明单向电压和零线电压）

例如，ＤＰＳ（Ｖ）－０２－５（１０００）－Ｈ－Ａ表示兼有位移和速度２种输出，名义固有频率０２Ｈｚ，灵
敏度 ｋｓ＝５Ｖ／ｍｍ，ｋｖ＝１０００ｍＶ·ｓ／ｍｍ，用于测量水平方向振动，用航空插头引线输出。

１）灵敏度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而订制；
２）灵敏度和测量的动态范围是互相制约的，实际最大输出电压可以达到供电电源的

８０％，工作电源电压也允许提高到 ±１５Ｖ；
３）传感器的灵敏度和供电电源的高低选择无关。
对几个典型应用场合的建议

１）水轮发电机组振动监测：水轮机的低频涡带振动具有频率低（约为其旋转频率的 １／３～
１／５）、振幅大（可能超过１ｍｍ）、非稳态、甚至时有脉动冲击的特点。此外，还要检测由 ５０、１００
Ｈｚ的电磁振动。因此建议优先选用 ＤＰＳ（Ｖ）－０２－５（１０００）传感器，并且要求能在脉动冲击
下正常工作。

２）现在大跨度桥梁的固有频率可能达０２Ｈｚ甚至更低，对桥梁模态（固有频率、振型）测
量宜选０１Ｈｚ的传感器。对于测量在大负重的桥式起重机下的桥梁振动和动挠度，应考虑选
用振幅可达几十毫米的低灵敏度传感器。特殊要求可选００５Ｈｚ。

３）ＤＰ系列传感器在铁轨平顺度、车辆摇晃、火车轮—轨系统监测和脱轨预警方面具有巨
大开发潜力。

４）高灵敏度的微震监测既可用于地震监测、地质勘探，也可以用于防盗、警戒系统。

厂商名称：清华大学科教仪器厂　　　　　　　　电　　话：（０１０）６２７９７６３９，６２７８２２４５
地　　址：北京市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南门 总　　机：（０１０）６２７８１９２２

　　　　　　 内 ５００米路东） 邮　　编：１０００８４
联 系 人：杨兴华，李鸿儒 传　　真：（０１０）６２７８２２４５
网　　址：ｗｗｗｑｈｋｊｃｏｍ 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ｘｈ＠ｑｈｋｊｃｏｍ

６２　ＣＤ６型振动速度传感器

ＣＤ６型振动速度传感器亦称磁电式振动速度传感器，主要安装在各种旋转机械装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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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轮机、压缩机、风机和泵等的轴承盖上。它是由运动线圈切割磁力线而输出电压的电磁式传

感器，因此具有工作时不需要供给电源、安装容易等特点。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６２。

表 ６２　主要技术指标

灵敏度 ５０ｍＶ／ｍｍ·ｓ－１ 重量 约３５０ｇ

自振频率 １０Ｈｚ 可测振幅 ≤２０００μｍ（峰峰值）

最大加速度 １０ｇ 测量方向 垂直或水平

环境温度 －３０～１００℃ 相对湿度 ≤９０％

安装螺纹
Ｍ１０×１５（可根据用户要求设计制
作）

频率响应
５～１００Ｈｚ，１０～５００Ｈｚ，１０～１０００Ｈｚ
（可选）

外形尺寸 ３５ｍｍ×７８ｍｍ

厂商名称：深圳市商斯达实业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７５５）８３３７６５４９，８３３７６４８９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邮　　编：５１８０３３

６３　ＬＤＣＳ１型光电速度传感器

ＬＤＣＳ１型光电速度传感器测速雷达由雷达探头和雷达适配器两大部分组成。雷达探头

主要完成机车速度的测量，得到一个准确的速度绝对值及运动方向通过 ＲＳ４８５串行通信传至
雷达适配器或直接传送给机车上的其他设备。雷达适配器主要完成速度信号对外输出接口信

号的转换（将雷达所测得的速度值及方向转换成与光电转速传感器一致的信号），以便与机车

上相关设备的速度接口信号相兼容。主要技术指标见６３。
表 ６３　主要技术指标

工作电源电压
雷达探头：ＤＣ９～１８Ｖ，雷达适配器：
ＤＣ７２～１４４Ｖ

功耗 雷达探头：≤２５Ｗ，雷达适配器：≤３Ｗ

雷达发射功率 ≤１０Ｗ 雷达波束宽度 ３ｄＢ，≤１４°

微波频率 ≥Ｋ波段 测速准确度 ≤０５ｋｍ／ｈ

测速范围 ０５～４００ｋｍ／ｈ 速度刷新率 ≥２次／ｓ

厂商名称：湖南湘依铁路机车电器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７３３）２６６２８２２

地　　址：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湘依路 邮　　编：４１２００８

６４　ＭＳ８０００系列加速度计

ＭＳ８０００系列加速计度是 Ｃｏｌｉｂｒｙｓ公司结合 ＭＥＭＳ电容传感器生产的最新产品。其应用

领域：惯性、倾斜、振动测量。主要技术指标见６４。
表 ６４　主要技术指标

温度范围 －４０～＋１２５℃ 振动 １００００ｇ，０２ｍｓ

输入电压 ＤＣ２５，５５Ｖ，ＤＣ５０Ｖ 电流消耗 ＜４００μＡ，ＤＣ５０Ｖ

重量 １６４ｇ 外形尺寸
Ｔｙｐ：１４２ｍｍ ×１４２ｍｍ ×３３ｍｍ；
Ｍａｘ：１４４８ｍｍ×１４４８ｍｍ×３７９ｍｍ

厂商名称：乌克兰威斯坦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代表处　　　　电　　话：（０１０）８２６０５５０１

地　　址：北京市丹棱街创富大厦 １００７ 邮　　编：１００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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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章　线性位移传感器

７１　高精度 ＬＶＤＴ传感器

　　直线性位移差动变压器（ＬＶＤＴ）传感器（见图７１）可测量体长度变化、物体间位置的相对
变化和检测零部件的几何尺寸等。高精度 ＬＶＤＴ和配套的测量仪器其总体线性度 ＜０．０５％。
测量结果可与计算机连接（可提供１６位 Ａ／Ｄ转换、采集和相应软件）或用四位半（±１９９９９）
或五位半数显。ＤＡ系列为机电一体化产品，适于遥测，外供直流电源为 ±５～±１５Ｖ或 ５～
２４Ｖ。它可输出标准电压或电流信号或０～１００００Ｈｚ频率（ＴＴＬ电平）信号，叠加在输出信号上
的噪声很小。可测静态和动态位移，响应速度快，动态频响达 ０～１０００Ｈｚ（－３ｄｂ），并且有良
好的相频特性。传感器工作温度有 －２５～＋８５℃和 －５５～＋１２５℃，ＧＡ和 ＭＡ（ＨＴＧ）系列传
感器的最低和最高工作温度为 －５５℃和 ２０℃。生产可任意预设位移超限自动报警仪、测微
仪、测厚仪、测径仪、极限拉伸仪、材料蠕变仪、辊缝仪、弹性模量测量仪及爆破位移仪、一台可

接３０个位移传感器同时工作的多点变位仪等等，还生产二线制 ４～２０ｍＡ和微功耗 ＬＶＤＴ位
移变送器。有防潮、防水、耐压和抗冲击振动型及耐辐照的产品。环境适应性良好，温漂和时

漂均很小，工作稳定、可靠，故障率低。正常使用寿命达数１０年。公司可提供 ０．１～８００ｍｍ量
程的传感器，测量分辨力为满量程的十万分之一，例如：±ｌｍｍ的传感器其分辨力为 １０ｎｍ
（０．０１μｍ）。公司有一批专门从事研发和生产高精度 ＬＹＤＴ传感器的积３０年经验、知识、工艺
技能的高中级职称人员和技术熟练的员工队伍。每年都承担多项重大的国防和经济建设开发

任务，质量获得普遍的信赖。公司有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已经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国际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７１和表７２。

图 ７１　差动变压器（ＬＶＤＴ）式直线位移传感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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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１　ＧＡ、ＭＡ、ＡＭＡ主要技术指标

名称、型号

参
数 测量范围

／ｍｍ
线性度

±（％）
分辨率

／μｍ

ＬＶＤＴ
外形尺寸

／ｍｍ
重量

／ｇ

高
精
度
差
动
变
压
器

高精

度微

型差

动变

压器

高精

度超

微型

差动

变压

器

ＧＡ－０．１ ±０．１（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１，０．１ ５０×１５ ８０

ＧＡ－０．２ ±０．２（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１，０．１ ５０×１５ ８０

ＧＡ－０．５ ±０．５（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０．１ ５０×１５ ８０

ＧＡ－１ ±１（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１，０．１ ５０×１５ ８０

ＧＡ－２ ±２（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２，０．１，０ ５０×１５ ８０

ＧＡ－５ ±５（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５ １２０×２１．４ １７５

ＧＡ－１０ ±１０（０～２０） ０．０５ ０．１，１ １４０×２１．４ １３０

ＧＡ－２０ ±２０（０～４０） ０．０５，０．１ １，２ １５５×２１．４ １７０

ＧＡ－２５ ±２５（０～５０） ０．０５，０．１ １，２，５ １６０×２１．４ １７５

ＧＡ－３５ ±３５（０～７０） ０．０５，０．１，０．２ １，２，５ １６５×２１．４ １８５

ＧＡ－５０ ±５０（０～１００） ０．０５，０．１，０．２ １，５ ２０５×２１．４ ３５０

ＧＡ－７５ ±７５（０～１５０） ０．０５，０．１，０．２ １，５ ２７０×２１．４ ３５８

ＧＡ－１００ ±１００（０～２００） ０．０５，０．１，０．２ ２，１０ ３３０×２１．４ ４２５

ＧＡ－１２５ ±１２５（０～２５０） ０．０５，０．１，０．２ １０ ４００×２１．４ ４３０

ＧＡ－１５０ ±１５０（０～３００） ０．１，０．２ １０ ５４０×２１．４ ５７１

ＧＡ－２００ ±２００（０～４００） ０．２，０．３ １０，２０ ５４０×２１．４ ５７５

ＧＡ－２５０ ±２５０（０～５００） ０．２，０．３ ２５ ７６０×２１．４ ７５０

ＧＡ－３００ ±３００（０～６００） ０．２，０．３ ３０ ７６０×２１．４ ７５５

ＧＡ－３５０ ±３５０（０～７００） ０．３，０．４ ３０ ９９０×２１．４ ９８０

ＧＡ－４００ ±４００（０～８００） ０．３，０．４ ３５ ９９０×２１．４ ９８５

ＭＡ－０．１ ±０．１（０～０．２） ０．５，０．０５ ０．０１，０．１ ３７×８ ７

ＭＡ－０．２ ±０．２（０～０．４） ０．５，０．０５ ０．０１，０．１ ３７×８ ７

ＭＡ－０．５ ±０．５（０～１） ０．５，０．０５ ０．０１，０．１ ３２×８ ５．５

ＭＡ－１ ±１（０～２） ０．５，０．０５ ０．０１，０．１ ３７×８ ７

ＭＡ－２．５ ±２．５（０～５） ０．５，０．０５ ０．０５，０．２ ５２×８ １０

ＭＡ－５ ±５（０～１０） ０．５，０．０５ ０．１，０．５ ７０×８ １５

ＭＡ－７．５ ±７．５（０～１５） ０．５，０．０５ ０．１，０．５ ９５×８ １９

ＭＡ－１０ ±１０（０～２０） ０．０５，０．１ ０．２，０．１ ９５×８ ２９

ＭＡ－１２．５ ±１２．５（０～２５） ０．１ ０．２，０．１ ９５×８ ２９

ＳＭＡ－０．５ ±０．５（０～１） ０．１ ０．１ １４×４．７ １．４

ＳＭＡ－１ ±１（０～２） ０．１ ０．１ １８×４．７ １．９

ＳＭＡ－２．５ ±２．５（０～５） ０．１ ０．２ ２５×４．７ ２．６

ＳＭＡ－５ ±５（０～１０） ０．１ ０．５ ４０×４．７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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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２　ＤＡ系列主要技术指标

名称、型号

参

数
测量范围

／ｍｍ
线性度

±（％）
灵敏度

／（ｍＶ／ｍｍ）

ＬＶＤＴ

外形尺寸

／ｍｍ
重量

／ｇ

高
精
度
直
流
差
动
变
压
器

ＤＡ－０．１ ±０．１（０～０．２） ０．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０×１５ ９５

ＤＡ－０．２ ±０．２（０～０．４） ０．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０×１５ ９５

ＤＡ０．５ ±０．５（０～１） ０．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０×１５ ９５

ＤＡ－１ ±１（０～２） ０．０５ ５０００ １４０×１５ ９５

ＤＡ－２ ±２（０～４） ０．０５ ２５００ １４０×１５ ９５

ＤＡ－５ ±５（０～１０） ０．０５ １０００ １５５×２１．４ ２２０

ＤＡ－１０ ±１０（０～２０） ０．０５ ５００ ２００×２１．４ ２４０

ＤＡ－２０ ±２０（０～４０） ０．０５，０．１ ２５０ ２２５×２１．４ ２７０

ＤＡ－２５ ±２５（０～５０） ０．０５，０．１ ２００ ２２５×２１．４ ２８０

ＤＡ－３５ ±３５（０～７０） ０．０５，０．１，０．２ １４３ ２２５×２１．４ ２８５

ＤＡ－５０ ±５０（０～１００） ０．０５，０．１，０．２ １００ ２８５×２１．４ ４２０

ＤＡ－７５ ±７５（０～１５０） ０．０５，０．１，０．２ ６６ ３５５×２１．４ ４２３

ＤＡ－１００ ±１００（０～２００） ０．０５，０．１，０．２ ５０ ３９０×２１．４ ４５０

ＤＡ－１２５ ±１２５（０～２５０） ０．１，０．２，０．３ ４０ ４５０×２１．４ ４５４

ＤＡ－１５０ ±１５０（０～３００） ０．１，０．２ ３３．３ ６２０×２１．４ ６１１

ＤＡ－２００ ±２００（０～４００） ０．２，０．３ ２５ ６２０×２１．４ ６１１

ＤＡ－２５０ ±２５０（０～５００） ０．２，０．３ ２０ ８３０×２１．４ ８４０

ＤＡ－３００ ±３００（０～６００） ０．２，０．３ １６．６ ８３０×２１．４ ８４５

ＤＡ－３５０ ±３５０（０～７００） ０．３，０．４ １４．３ １０７０×２１．４ １０６０

ＤＡ－４００ ±４００（０～８００） ０．３，０．４ １２．５ １０７０×２１．４ １０７０

　注：以上所列参数是差动变压器和５ＣＢ１０Ｃ型高精度数字位移计测量的综合系统参数。外形尺寸中的长度为圆柱形外壳
长度，未包括导向和测杆部分。

厂商名称：北京京海泉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２号中盛大厦 １９０９室　邮　　编：１０００３８

传　　真：（０１０）６３４２６８５８转 １６ 电　　话：（０１０）６８５２５４４２，６３４２２７４４，６３３２０５８４

联 系 人：柯金炼　柯志泉 手　　机：１３９０１３５４１０４

网　　址：ｗｗｗ．ｌｖｄｔ．ｃｏｍ．ｃｎ Ｅ－ｍａｉｌ：ｋｚｑ＠ｌｖｄｔ．ｃｏｍ．ｃｎ

７２　ＢＷＧ型位移传感器

ＢＷＧ位移传感器具有输出信号幅度大、抗干扰能力强、灵敏度高、重复性好、滞后小、结构
坚固、耐压防潮、防雷抗电、数字化、配用计算机不需模／数转换、数据测试处理容易、耗电小、分
电电压要求低、长线传输不降低测试准确度、传感器零点由中心频率 ｆ０指示、不用调平衡，无
人为抗动零点等特点。还有其他产品，如铂热电阻温度传感器、变送器、陶瓷压阻、陶瓷电容压

力变送器、陶瓷压阻、陶瓷电容位变传感器、防电式特速传感器、霍尔特速传感器、角位移传感

器、涡轮流量计、各种自动化测量仪器、智能监控系统等。ＢＷＧ型位移传感器系列如图 ７２所
示。它们的通用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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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２　ＢＷＧ型位移传感器

表 ７３　主要技术指标

非线性灵敏度 ０．１％ ～１％ 仪表指标 ０．０５～０．２

量程相对频率 ６％ ～７０％ 工作电源电压 ＤＣ５Ｖ或１２Ｖ，允许１０％变化

工作电流 １～１０ｍＡ 标准输出 ０～５Ｖ，１～５Ｖ，４～２０ｍＡ

允许长度 ０～１０００ｍ（超过１０００ｍ自行试验） 抗冲击力 ＞１００ｇ（０．０１Ｎ）

工作温度 －１０～＋５０℃ 变送器电源电压 ＤＣ１２～２４Ｖ

厂商名称：西安兰华传感器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人民西路 ２２７号　　　　　　邮　　编：７１００８９

电　　话：（０２９）８６８５５２１６，８８８５５２１９ 传　　真：（０２９）８６８５５２１６

联 系 人：李红艳 网　　址：ｗｗｗ．ｌｈｓｅｎｓｏｒ．ｃｏｍ

７３　非接触位移传感器

非接触位移传感器既能测量频率从０～７５ｋＨｚ的机械振动位移，又可测量小至 ０００２μｍ
的机械位移和零件尺寸，测量是非接触的，故特别适合一般仪器不能胜任的旋转轴式或不受力

的小型、线型、薄壁或怕划伤的精密零部件的静态，动态和在线测量。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７４。

表 ７４　主要技术指标

量程
６～６０００μｍ（平面，圆柱面），
６～６０μｍ（球面）

分辨力 ０００２，００２，０２，２μｍ

测量频率范围 ０～７５ｋＨｚ或０～２５Ｈｚ（转换） 非线性 ＜＋０５％

温漂 ０５％／ｈ（开机预热２０ｍｉｎ） 工作温度 －１０～＋４０℃

输出信号 ＋５１Ｖ，２０ｍＡ 工作电源 ～２２０Ｖ，５０Ｈｚ

厂商名称：深圳市高斯达实业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７５５）８３３７６５４９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福庆大街鸿图大厦 １６０２室 邮　　编：５１８０３３

７４　ＦＢＧＤ系列位移传感器

ＦＢＧＤ系列光纤光栅拉线式位移传感器通过光纤光栅反射光的中心波长相对变化量来检
测拉线固定端的相对位移量，采用特殊专利结构设计，温度自补偿，不受环境温度影响；测量精

度不受光源波动及传输线路弯曲损耗的影响，可直接通过光纤进行信号远程传输（超过

４０ｋｍ），监测现场无需供电。位移传感器具有精度高、寿命长、性能稳定等特点，可以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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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各种裂缝、各种结构两点间的相对位移变化进行监测。该传感器拆装方便，可多次重复使

用。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７５。
表 ７５　主要技术指标

标准量程 １０，５０，１００ｍｍ（可定制量程） 测量准确度 ±０５％ＦＳ

分辨率 ０１％ＦＳ 外形尺寸 ７０ｍｍ×１５０ｍｍ×３５ｍｍ（可以定制）

标配拉线长度 １０ｍ（可以调整） 安装方式 表面打孔安装或卡夹

波长范围 １５２５～１５６５ｎｍ 反射率 ≥８０％

尾纤种类 铠装光缆 尾纤长度 ０５ｍ±０１ｍ

连接方式 ＦＣ／ＰＣ 使用温度 －３０～＋８０℃

厂商名称：安徽四通仪表电缆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５５０）７３１５２４８，３２６２３３２

地　　址：安徽省天长市铜城车站路 ４号 邮　　编：２３９３００

７５　ＧＥＦＲＡＮ型杰弗仑直线位移传感器（见表７６）

表 ７６　主要技术指标

使用寿命 ＞１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次 行程 ０～５０ｍｍ，０～２０００ｍｍ

独立线性度 ±００５％ 位移速度 ５ｍ／ｓ，１０ｍ／ｓ可选

防护等级 ＩＰ４０，ＩＰ６０，ＩＰ６５

厂商名称：江门市利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７５０）３２８９６８０

地　　址：广东省江门市五邑碧桂园翠山聆水二街 ６８号 邮　　编：５２９０００

７６　位移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是利用各种元件检测对象物的物理变化量，通过将该变化量换算为距离，来测

量从传感器到对象物的距离位移的器件。根据使用元件不同，分为光学式位移传感器、线性接

近传感器、超声波位移传感器等。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７７。
特性

高亮度１５ｍｍＬＥＤ红色或绿色，自动调零，自动极性转换。

表 ７７　主要技术指标

电源输出 ＤＣ５Ｖ，１０ｍＶ／ｍｍ 非线性度 优于 ±１％

响应频率 ０～４ｋＨｚ（－３ｄＢ） 量程 ５０～２００ｍｍ

使用温度 －１０～＋６０℃ 满量程 ±１９９９Ｖ

分辨力 １ｍＶ 输入电阻 １００ＭΩ

准确度 ±０３％ ＋１字 取样周期 ４００ｍｓ

温度范围 ０～５０℃ 相对湿度 ２０％ ～８０％

厂商名称：三山碳素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５３２）８５６６４６０６，８８６６１５３５

地　　址：山东省青岛市辽阳西路 ８５号 邮　　编：２６６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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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ＺＬＤＳ２００型高精度激光二维扫描传感器

ＺＬＤＳ２００型高精度激光二维扫描传感器，主要用于高精度物体轮廓、二维位移、三维尺寸的
在线测量，运行中火车轮缘和轨道磨损的在线测量，火车轮、地铁车轮、电车轮、钢轨等轮廓及平

整度的在线测量，汽车轮胎、焊缝、汽车门缝等轮廓的在线测量。测量不受色彩、表面材质或离散

光线所影响，有同步输入端，可使多个传感器同步工作（见图７３）。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７８。

图 ７３　ＺＬＤＳ２００型高精度激光二维扫描传感器

表 ７８　主要技术指标

Ｚ轴量程 最小１０ｍｍ，最大２５０ｍｍ Ｘ轴量程 最小２０ｍｍ，最大２００ｍｍ

Ｚ轴准确度 １０μｍ 扫描速度 ３０００／ｓ

输出 无需控制器，直接网口（也可选模拟输出） 防护等级 ＩＰ６７

厂商名称：深圳市真尚有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 １１１０号中油酒店 １８１０　　　　邮　　编：５１８０５４
电　　话：（０７５５）２６３８１７０６ 联 系 人：贾伟

传　　真：（０７５５）２６４３５６４０，２６５２８２１０ 邮　　箱：ｉｎｆｏ＠５１ｓｅｎｓｏｒｓ．ｃｏｍ

７．８　ＺＬＤＳ１０Ｘ系列激光三角漫反射位移传感器

真尚有品牌 ＺＬＤＳ１０Ｘ系列激光三角漫反射位移传感器是由欧洲厂家定制，数字化集成一
体化结构，０．１％高精度，以及１０ｋＨｚ高响应、ＩＰ６７高防护等级，可同步等高性能。除标准系列
产品外，还可根据中国用户特殊需要定制。

如果您不了解产品性能是否能满足您的需要，您可申请样品试用，帮您解决试验过程中问

题，直到您满意为止。我司也可帮您用这种传感器组成测量系统，如零件尺寸、轮廓、厚度等测

量系统软硬件集成（见图７４）。
·０１３·



图 ７４　激光三角漫反射位移传感器

应用领域

应用于距离、位移、厚度、尺寸、振动、表面轮廓、物体形变等测量；剖面、次品、不平衡检测；

生产线上的自动控制；精密定位、路面测量、桥梁测量。无需控制器，直接数字输出（也可选模

拟输出），测量不受色彩、表面材质或离散光线所影响；有同步输入端，可使多个传感器同步工

作。主要技术指标见７９。
表 ７９　主要技术指标

量程 最小０．５ｍｍ，最大２０００ｍｍ 准确度 最高０．１％

分辨率 最高０．０１％ 采样频率 最高１０ｋＨｚ

防护等级 ＩＰ６７

厂商名称：深圳市真尚有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 １１１０号中油酒店 １８１０　　　　邮　　编：５１８０５４

电　　话：（０７５５）２６３８１７０６ 联 系 人：贾伟

传　　真：（０７５５）２６４３５６４０，２６５２８２１０ 邮　　箱：ｉｎｆｏ＠５１ｓｅｎｓｏｒ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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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章　厚度、距离和高度传感器

８１　覆铜板 ＰＣ及通孔铜壁厚度测量仪

覆铜板 ＰＣ及通孔铜壁厚度测量仪是一款根据相位感度涡流方法快速、简便和现场的测
量铜镀层厚度的手提式仪器。通过选择合适的测量探头，甚至可以达到非接触式的测量。不

同的应用取决于不同的测量探头。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８１。

表 ８１　主要技术指标

频率 ６０，２４０ｋＨｚ或１２５ｍＨｚ 探头形状 尖形

外形尺寸 １０ｍｍ 测量厚度 ２０μｍ

厂商名称：厦门鑫博特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５９２）３１０９９４１

地　　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创业园创业大厦 ６２２单元 邮　　编：３６１００９

８２　ＣＨ１系列烧蚀厚度传感器

ＣＨ１系列传感器用于特殊防热材料的烧蚀后退量测量，利用防热材料烧蚀过程中电阻的
变化进行测量，与信号调节器配套使用。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８２。

表 ８２　主要技术指标

型　号 量程／ｇ 分辨力／ｍｍ 准确度／ｍｍ 直径／ｍｍ

ＣＨ１－４ ０～６ ０２５ ±０２５ １２

ＣＨ１－７ ０～６ ０２５ ±０２５ ２０

ＣＨ１－８ １～３０ ０２５ ±０２５ ２０

ＣＨ１－９ １～３２ ０２５ ±０２５ ２０

ＣＨ１－１０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２５ ２０

厂商名称：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电　　话：（０１０）８８５８１７００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８号　 邮　　编 １０００３７

８３　ＨＷ１型测漆厚度传感器

ＨＷ１型测漆厚度传感器是测量喷漆厚度的传感器，可对钢铁产品的喷漆层厚度进行无
损检测。它主要适用于汽车、摩托车、飞机等交通工具，仪器仪表以及家电等生产厂家用来检

测产品喷漆的厚度（在用于检测钢铁产品的喷漆厚度时，要求被测表面在 １ｃｍ２范围内平整，
在１００ｃｍ２周边范围内没有其他铁磁性物质）。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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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３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准确度 优于５μｍ 测厚范围 ０～１００μｍ（或２００μｍ）

测点面积 ＜１ｃｍ２ 传感头尺寸 ＜１５ｍｍ×１５ｍｍ

整机尺寸 约３０ｍｍ×５０ｍｍ×１５０ｍｍ

厂商名称：中国致富信息在线创业联盟　　　　　　　　　　　电　　话：（０２４）３１６８９９８９

地　　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总站路 １１９号兴华商务　　　 邮　　编：１１０００２

会馆 ２Ａ－２瀚博商务辽宁办事处

８４　距离传感器

距离传感器是一种利用超声波测量物体距离的传感器，主要用来测量运动物体的位置随

时间变化的规律，使用它可以完成多种运动学和动力学物理实验。该传感器的工作原理跟声

纳系统是一样的，内部有一个超声波传感器，既是超声波发射器，又是超声波接收器。该传感

器先发出一个超声波脉冲，在空气中向着被探测的物体传播，经过被测物体表面的反射之后，

回波再被该传感器接收到。当接收到回波信号后，传感器内的处理器将根据时差和声速来计

算被探测物体的距离。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８４。

表 ８４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０４～６ｍ 最小显示值 １ｍｍ

测量误差范围 １ｍ内，测量位移值的误差不大于４ｍｍ 接收视角 ±１５°～±２０°

厂商名称：上海朗尚科贸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２１）５８７９６５０９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４２８号 ６１６ 邮　　编：２００１２０

８．５　Ｓ８０型激光距离传感器

Ｓ８０型激光距离传感器的测量范围从 ３００到 ４０００ｍｍ和分辨力为 ０９ｍｍ。在操作面板
上，可直接显示测量值。开关量 ＮＰＮ或 ＰＮＰ和 ４～２０ｍＡ模拟量输出。为完善远程控制有
ＲＳ４８５接口。ＩＰ６７稳固的金属机架和标准的 Ｍ１２、８芯连接延时功能，同步、按键锁定，响应时
间可选择。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８５。

表 ８５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距离 ２００ｍｍ 测量区域 １５０ｍｍ

工作电源电压 ＤＣ２４Ｖ 对射板式 １５ｍ

反射板式 ４ｍ 输出 ＮＰＮ或 ＰＮＰ

检测距离 聚焦式２０ｍｍ或３０ｍｍ 反射板式 ５０ｃｍ

对射板式 １２ｍ 连接 电缆式

厂商名称：上海维腾自动化控制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２１）５８８７７５８８，６５８９４４６２

地　　址：上海市龙江路 ３７２号 ３０１室 邮　　编：２００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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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ＹＨ３００２型高度数字传感器

ＹＨ３００２型高度数字传感器是自主研发的、可用于探测无人机高度上的传感器。它采用
数字技术并与国外的硅压阻式压力模块相结合，在设计中对温度、压力和湿度等影响产品性能

的因素进行了补偿，达到了宽温度范围和高精度的有效结合。该传感器为铝质外壳设计，体积

小、重量轻、安装简便。该传感器采用了灵活的设计方式，它的通信接口和协议可以根据用户

的要求进行修改。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８６。

表 ８６　主要技术指标

量程 －７００～＋１００００ｍ 工作温度 －４０°～＋８５°

准确度 ０１％ＦＳ 灵敏度 １ｍ

稳定性 １２月内 ＜０１％ＦＳ 输出信号 ＲＳ４８５

工作电源电压 ＤＣ５～１２５Ｖ 功耗 ＜１５０ｍＷ

引压嘴 ５ｍｍ×１０ｍｍ 外形尺寸 ４０ｍｍ×１７ｍｍ

厂商名称：乌克兰威斯坦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代表处　　　电　　话：（０１０）８２６０５５０１

地　　址：北京市丹棱街创富大厦 １００７ 邮　　编：１００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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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章　孔径、圆度和对中仪

９１　内径测量仪

特点

１）用于测量孔直径、圆度、锥度；
２）通过精研的带锥针将测头的两弹力半圆分开，把运动传递到指示表上；
３）最小的磨损，测头表面镀硬铬，４ｍｍ或以上的硬质合金测量面，备索；
４）内置弹簧，使测力稳定，不受使用者影响；
５）多用途、大量程，在各自范围内，既快又轻松调节到任意规格和型号；
６）测头、握杆、深度加长杆、直角附件和深度挡块组成整个测量系统。
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９１。

表 ９１　主要技术指标

线度偏差 ≤２％ 量程 ０４７～１５５ｍｍ（≤１％），１５～１８６ｍｍ

重复准确度 １μｍ 手工检测分辨力 ≤０５μｍ

座台 ８４４Ｋｓｔ，８４４Ｋｓｔｓ 组合件 ８４４Ｋ镀铬测头

厂商名称：北京世计联贸易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８４１２９６０６

地　　址：北京市东城安外大街 １１号华府景园 ４－１０４室 邮　　编：１０００１１

９２　Ｙ２００型圆度波纹度测量仪

ＹＢ２００型圆度波纹度测量仪主要用于测量轴承零件的圆度和波纹度数值，其测量值直接
影响着成品轴承的装配精度、旋转精度、使用寿命、振动、噪声等性能指标。该仪器全面运用计

算机数字化测量技术，由计算机自动完成数据采集、数字滤波、圆度波纹度评定、数据分析，图

形和数据结果直接显示在屏幕上，可通过通用打印机打印输出，亦可保存在数据库中，存储在

磁盘上。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９２。

表 ９２　主要技术指标

主轴径向误差 ≤０１μｍ＋００００５μｍ（Ｈ／ｍｍ） 主轴转速 ５ｒ／ｍｉｎ

转台最大载荷 １０ｋｇ 分辨力 ００１μｍ

滤波档
２～１５，２～５０，２～１５０，２～５００，１５～
１５０，１５～２５０

放大倍数
４０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８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

评定方法
最小二乘圆、最小区域圆、最大内切

圆、最小外接圆
测量范围

外径≤１８０ｍｍ，内径 ３～１８０ｍｍ，高度
≤２５０ｍｍ

量程 ±２５μｍ，±５０μｍ，±１００μｍ 其他功能 谐波分析、斜率分析、数据库存档

厂商名称：洛阳汇智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３７９）６４３２３０８１

地　　址：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开发区丰华路六号银昆科技园四栋三层 邮　　编：４７１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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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ＭＣ０１２Ｙ９０２５Ｂ型圆度仪

ＭＣ０１２Ｙ９０２５Ｂ型圆度仪是采用微机技术改进后生产的新型圆度 －波纹度测量仪器，主
要用于各种轴承内外套圈滚道及钢球滚柱的圆度、波纹度测量，并可进行零件表面状态的振

动、频谱分析。配有较全的附件，可方便地测量同心度、垂直度、平行度、平面度等参数，在各机

械行业中有广泛的用途。具有高精度的气浮主轴及空气过滤系统，配以计算机系统和打印机

等，可由微机控制调偏心、适时显示图形数据、绘图记录、存盘留档等，电气系统具有操作简便，检

测效率高。对使用环境无特殊要求，可在车间及计量室条件下使用。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９３。

表 ９３　主要技术指标

主轴准确度 ±０．０１２５μｍ 测量范围 最大直径 ２５０ｍｍ，最小内径 ３ｍｍ

最大测量高度 １００ｍｍ（２３０ｍｍ可另议） 重量 １０ｋｇ

系统准确度 ０．０３μｍ 量程范围 ≥３０μｍ（半径差）

工作电源 交流单相２２０Ｖ，５０Ｈｚ，２５０Ｗ 气源压力 ≥０．４５ＭＰａ

厂商名称：金泰阳仪器仪表　　　　　　　　　　　　　　电　　话：（０２０）３４３９１７１８

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南华中路 ３８８号（豪丰大厦） 邮　　编：５１０２２０

高盈电子城三楼 ３ＡＦ００１～００３室

９４　ＫＯＳＡＫＡ型真圆度仪

ＫＯＳＡＫＡ型真圆度仪可以同时进行１８组模式（测量条件／测量／分析／记录／Ｒ转移、上、下
移动／旋转等）自动测量，因此每一个重复操作都很简单。该产品触针臂长，而且由于新开发
了一种探测器座，手用单触式就可以测量深孔、平面、斜面等所有要测量的位置。同时，限制了

触针在沟槽等缺口部分的下落量，对探测器有保护功能。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９４。

表 ９４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直径 ３６８ｍｍ 承载直径 ５１０ｍｍ

移动量 ３００ｍｍ 移动速度 ０５，１，２，５ｍｍ／ｓ（可以手动）

厂商名称：东莞市斯帝尔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７６９）８１６６８８５７，８１６６８８６７

地　　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沙头瑾背街三巷 １号 邮　　编：５２３８００

９５　ＭＡＣ１０型机械对中仪

ＭＡＣ１０型机械对中仪利用反转对称指示法，这是最简单最精确的对中方法进行测量，不
必断开联轴器。一个电子指示器自动记录轴旋转期间的即时位置，并且传送测量偏心率、垂直

和水平方向的偏心量、垂直和水平方向的曲线度到仪器并显示。需要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向前

和向后调整机器的位置。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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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５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目标最大弯曲１５ｍｍ 分辨力 ００１ｍｍ

工作电源 ９Ｖ电池（ＩＥＣ６ＬＲ２２） 温度 ０～５５０℃

重量 ０３ｋｇ 外形尺寸 １４５ｍｍ×９０ｍｍ×３２ｍｍ

外壳 ＡＢＳ 键盘 １５键，密封膜

ＬＣＤ显示 超大屏

厂商名称：深圳永先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１０８１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路 邮　　编：５０８００１

９６　Ｄ５０５型激光轴对中仪

Ｄ５０５型激光对中仪利用３个位置即可测出轴对中偏差情况，同时仪器给出各个地脚的调
整量，并且能够实时监测调整过程，以达到快速、准确调整的目的。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９６。

表 ９６　主要技术指标

数据传输 ＥＡＳＹＬＩＮＫＴＭＰＣ软件 测量距离 ２０ｍ

相对湿度 １０％ ～９５％ 测量单元 ＳＭ

制作材料 氧化铝 激光类型 半导体激光器

激光波长 ６３５～６７０ｎｍ，红色可见光 激光安全等级 ２级

激光输出功率 ＜１ｍＷ 准确度 ０００１ｍｍ

探测器窗口尺寸 １８ｍｍ×１８ｍｍ 水平仪准确度 ０５°

内置倾角仪 电子倾角仪，准确度０１° 双电子倾角仪 准确度０１°

保护 不受环境光影响

厂商名称：北京泛泰克斯仪器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０９６０６５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甲２２号南新仓国际大厦 Ａ５０９室 邮　　编：１０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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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章　液位和物位传感器

１０１　ＰＮ４２Ｓ型超声波液位计

ＰＮ４２Ｓ型超声波液位计具有模拟量、开关量及数字信号同时输出功能，防水外壳，适用于
一般场合的液物位检测。其主要芯片采用飞利普工业级单片机、数字温度补偿和相关专用集

成电路，抗干扰性强，可任意（自定义设定）设置上下限及在线输出调节，并带有现场显示，模

拟量、开关量及 ＲＳ４８５和 ＲＳ２３２输出，可方便地与主机连接。适用于石油、化工、自来水、污水
处理、水利水文、钢铁、煤矿、电力、交通以及食品加工等行业。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０１。

特点

１）采用全密封小角度防水超声波传感器设计，适用于恶劣环境；２）声束角小于 １０°，适合
小空间检测；３）高亮度 ＬＥＤ数码显示；４）带有倒置距离转换功能，可实现上下限点任意设定；
５）超声波变送器可在０３５～１２ｍ内任意点进行开关量设置（选装）。

表 １０１　主要技术指标

工作电源电压 ＤＣ１２，２４Ｖ 量程 ０３０～３，５，８，９，１０，１５ｍ

重复准确度 ０５％ 分辩力 ２ｍｍ

输出信号 ０～５Ｖ或４～２０Ｖ

厂商名称：江苏普能集团公司　　　　　　　　　电　　话：（０５１７）８６８８３３７７，８６８０３３７７

地　　址：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健康路 ９７号 邮　　编：２１１６００

１０２　ＣＦＴＤ２０００型超声波液位计

ＣＦＴＤ２０００型超声波液位计应用于污水处理、电厂、化工厂、制药厂、酒厂测量江河水位、
废水液位、罐装液体液位的非接触式测量。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０２。

表 １０２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２，３，４，５，６，７，８，１０，１２，１５，２０ｍ 频率 １００～２０ｋＨｚ

分辨力 １２ｍｍ 显示 ４位 ＬＥＤ

计测对象 液体、固体 防护等级 ＩＰ６６本安型设计

计测角度 １２°～１５° 外壳 标准型为 ＡＢＳ材质

重量 ３５０ｇ 外形尺寸 ２００ｍｍ×８６ｍｍ×１３５ｍｍ

厂商名称：北京尺度方圆传感器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８７２５９１１７，８７２７３８００

地　　址：北京市永定门外桃园东里 １５号百万庄园写字楼 ４层 邮　　编：１０００７５

１０３　ＹＲＫ系列热扩散式液位开关

ＹＲＫ系列热扩散式液位传感器采用热扩散原理，在探头底端有 ２个内置热电阻传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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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个用来测量过程温度；另一个被加热以维持一定的温差。当液体接触探头时，加热的热

电阻被冷却，２个热电阻的温差变小，这使得相应的继电器动作发出报警信号。应用此原理可
制成单点或多点液为开关。主要技术指标见１０３。

表 １０３　主要技术指标

重复准确度 ≤２ｍｍ 检测点数 １－４点（用户决定）

检测范围 用户决定（说明 Ａ、Ｂ、Ｃ、Ｄ的尺寸） 介质温度 －６０～＋３８０℃

环境温度 －２０～＋６０℃ 测量杆材质 不锈钢；聚四氟乙烯（腐蚀型）

输出类型 继电器（ＡＣ２２０Ｖ／５Ａ；ＤＣ２４Ｖ／７Ａ） 功耗 ４Ｗ

工作电源
ＡＣ２２０（１±１０％）Ｖ，５０Ｈｚ（普通型）
ＤＣ２４Ｖ（防爆型）

安装方式
法兰连接（ＤＮ２０、ＤＮ２５）或螺纹安装
（Ｒ１、Ｒ１５），可按客户要求设计

承受压力 ≤１０ＭＰａ或按客户要求设计 防爆等级 ＥｘｄＩＩＢＴ４

厂商名称：北京航天鑫诺传感器测控技术中心　　　　　　　　　　　电　　话：（０１０）８８５２３７４７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大红门路 １号（北京 ９２００－３１信箱） 邮　　编：１０００７６

１０４　ＲＪＶ００１型单棒振动式物位开关

ＲＪＶ００１型单棒振动式物位开关适用于各种复杂条件下的工业及民用对各种料位和液位
的开关控制及报警，可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并能解决其他类物位开关使用时遇到的技术难题。

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０４。
表 １０４　主要技术指标

工作电源电压 ＡＣ／ＤＣ２２０／１０５／２４Ｖ 消耗功率 ２ＶＡ

振动频率 ２８０Ｈｚ 触点容量 ＡＣ２５０Ｖ，１０Ａ；ＤＣ３０Ｖ，５Ａ

延迟时间 测出：０５ｓ，复原：１～２ｓ 开关功能 常开（ＮＯ）和常闭（ＮＣ），共同（ＣＯＭ）

螺纹接口 ＮＰＴ３／２，Ｒ３／２（ＰＴ３／２） 探头长度 标准型１８９ｍｍ／加长型２５０～５０００ｍｍ

重量 ２５ｋｇ

厂商名称：北京日赛计测技术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２６５０１７９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４５号 ７４号楼 ３１０室 邮　　编：１０００８１

１０５　ＲＰＳ３０００ＰＶＣ型超声物位传感器

ＲＰＳ３０００ＰＶＣ型超声物位传感器可对液体和粉料的料位进行测量，内置微处理器，可处
理回声信号，滤除虚假的回声和电噪声信号，并实现温度补偿。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０５。

表 １０５　主要技术指标

量程 ０６１～１０ｍ可调 工作电源电压 ＤＣ２０～３０Ｖ，带反极性保护

输入电流 １２５ｍＡ 操作温度 －２０～６０℃

工作环境湿度 ０％ ～９５％不凝结 输出 ４～２０ｍＡ反转或非反转，带短路保护

超声频率 ３８ｋＨｚ 响应时间 ４００ｍｓ

重量 约４２５ｇ（１５盎司）

厂商名称：北京荣达欣烨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０４９５２７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路角门 １８号名流未来假日大厦 ５１２室 邮　　编：１００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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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章　流　量　计

１１１　ＦＢＬＵ系列涡街流量计

ＦＢＬＵ系列涡街流量计适用于测量过热蒸汽、饱和蒸汽、压缩空气和一般气体、水和液体
的质量流量和体积流量。其中 ＦＢＬＵＣ系列插入式涡街流量计是采用 ＤＮ５０涡街流量传感器
测头，插入到被测管道中心，测量管道中心流速，推知被测管道流量的大口径流量计。若在管

道的插入口安装球阀，则可以进行流量计的不断流拆卸，在脏污介质中运行时，便于定期清洗

和维修。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１１。
表 １１１　主要技术指标

ＦＢＬＵＭ系列满管式涡街流量计 ＦＢＬＵＣ系列插入式涡街流量计

重复性 指示值０２％

压力损失 ΔＰ＝１２×ρｖ２；ｖ（ｍ／ｓ），ρ（!／ｍ３），ΔＰ（Ｐａ）

公称通径 ２５～２５０ｍｍ ２００～２０００ｍｍ

工作压力 ２５，４０，６３～１６ＭＰａ ２５ＭＰａ

流速测量范围 空气４～５０ｍ／ｓ，蒸汽５～７５ｍ／ｓ，水１～７ｍ／ｓ

测量介质 过热蒸汽、饱和蒸汽、压缩空气和一般气体、水和液体

可以测量范围 雷诺数５０００～７００００００

正常工作范围 雷诺数２００００～７００００００

准确度 １０％

介质温度 －４０～＋２５０℃（普通型），１００～４００℃（高温型）

工作电源电压 ＤＣ２４Ｖ

输出信号

三线制脉冲输出信号：高电平≥４Ｖ，低电平０～１Ｖ，占空比约为５０％
二线制电流信号：４～２０ｍＡ
三线制电流信号：０～１０ｍＡ

环境条件 温度：－４０～８０℃；湿度：≤９０％ＲＨ

防爆等级 ＥｘｉａＩＩＣＴ５

厂商名称：福州福光百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５９１）８３７６７５９１，８３７６７５９２

地　　址：福建省福州市金山大道橘园洲工业园 ５６座 邮　　编：３５０００８

１１２　ＬＳ型旋转活塞式流量计

ＬＳ型旋转活塞式流量计的独到性能和质量非常适合安装在各种型号的管道上进行管道
内过液计量，例如各种型号的汽车、火车、大小船舶、各种型号的动力机器、殡仪馆、燃油炉等油

耗计量，是进行油料管理的可靠帮手。流量计由壳体、活塞机构等部件组成。计数器完全与油

液隔离，靠磁性转动，当流量计接入管路并有油液流过时，进出口两侧的压力差将推动活塞作

回转运动，此时与活塞相连接的磁性偶合器也随之转动，由于活塞的转数正比于流过流量计的

油量，因此计数机构所记下的活塞转数即为流过流量计的油量的倍数。主要技术见表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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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２　主要技术指标

流量示值误差 ±２％，±１％，±０５％，±０２％ 工作压力 １６ＭＰａ，特殊要求另定

工作温度 －２０～＋６０℃，特殊要求可另定
介质

汽油、柴油、煤油及粘度相近的轻质液

体、重质液体及腐蚀性液体燃油粘度 ２～６８ｍＰａ·ｓ，特殊要求可另定

杂质颗粒度 ≤００２ｍｍ，特殊要求可另定 燃油滤油 内置铜质滤芯过滤网，或外配过滤器

厂商名称：安徽省中原仪表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５５１）４２３１２９８，４２４９３５５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张洼路七里塘工业区 邮　　编：２３００４１

１１３　液体高压智能涡轮流量计（见表１１３）

表 １１３　主要技术指标

公称口径 ＤＮ４～ＤＮ２００ 准确度 ±０５％，±１％

连接方式 螺纹连接、法兰夹装、法兰连接等 介质温度 －２０～＋１２０℃

公称压力 １６，２５ＭＰａ 脉冲输出 ４～２０ｍＡ

标准信号 ７位 ＬＣＤ显示累积和瞬时流量 防爆标志 ＥｘｄｍⅡＢＴ４

工作电源电压 ＤＣ５～２４Ｖ

厂商名称：天津流量仪表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２２）２３２８４８０８，２３２８０１６４

地　　址：天津市河西区桃园村大街 １号，４号 邮　　编：３００２０４

１１４　ＬＵＧＢ型涡街流量计

ＬＵＧＢ型涡街流量计具有量程宽、精度高、压力损失小、介质通用性好、有与流量成比例的
脉冲信号输出、便于个人计算机联用等优点。由于传感器采用的检测探头与旋涡发生体分开

安装，而且耐高温的压电晶片不与介质接触，所以仪表具有结构简单、通用性好和稳定性高的

特点。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１４。
表 １１４　主要技术指标

公称通径 ２５～１０００ｍｍ 流量范围 ０７～２００００ｍ３／ｈ

准确度等级 １０级 线性度 ≤ ±１０％

重复性 ≤０２％ 介质温度 －４０～＋３００℃

公称压力 ２５，４０ＭＰａ 本体材质 １Ｃｒ１８Ｎｉ９Ｔｉ

工作电源电压 ＤＣ２４Ｖ 负载电阻 最大负载电阻不超过３５０Ω

厂商名称：北京金海鑫仪器仪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５１５２４３２３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半壁店 ６４号运通行商务大厦 ５０９室 邮　　编：１０００３９

１１５　ＬＤＢＥ型智能电磁流量计

ＬＤＢＥ型智能电磁流量计的转换器电路设计采用新技术，输入阻抗高达 １０１５Ω，共模抑制
比优于１００ｄＢ，对于外来干扰以及 ６０Ｈｚ／５０Ｈｚ干扰抑制能力优于 ９０ｄＢ，可以测量更低电导率
的流体介质流量。其传感器采用非均匀磁场的新技术及特殊的磁路结构，磁场稳定可靠，而且

大大的缩小体积，减轻了重量，使流量计具有小型轻量化的特点。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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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５　主要技术指标

流动方向 正、反、净流量 量程比 １５０∶１

重复性误差 测量值的 ±０．１％ 准确度等级 管道式：０．５级，１．０级

测介质温度 普通橡胶衬里：－２０～＋６０℃ 高温橡胶衬里工作温度 －２０～＋９０℃

聚四氟乙烯衬里工作温度 －３０～＋１００℃ 高温型四氟衬里工作温度 －３０～＋１８０℃

流速范围 ０．３～１．５ｍ／ｓ 电导率范围 ≥５μＳ／ｃｍ

防爆标志 ＥｘｍｄＩＩＢＴ４ 环境温度 －２５℃ ～＋６０℃

相对温度 ５％ ～９５％ 消耗总功率 ＜２０Ｗ

厂商名称：大连计测机器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４１１）６２７７４０８８，６６７７６８７５

地　　址：辽宁省大连市保税区泰华 ５１０号 邮　　编：１１６６００

１１．６　Ｄ０７９Ｎ系列质量流量计

Ｄ０７９Ｎ系列质量流量计具有高稳定度、大流量。采用 Ｄ型连接线，精度高，可耐压３ＭＰａ，
主要用于医院的医疗供氧系统。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１６。

表 １１６　主要技术指标

量程 ２０，３０，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０，３００ＳＬＭ 准确度 ±２％ＦＳ

线性度 ±（０５％ ～２％）ＦＳ 重复准确度 ±０２％ＦＳ

响应时间 １～４ｓ 气压降 ＜００５ＭＰａ

耐压 ３ＭＰａ 工作环境温度 ５～４５℃

输入输出信号 ０～＋５Ｖ 工作电源 ＋１５Ｖ，５０ｍＡ～１５Ｖ，５０ｍＡ

外形尺寸 １６０ｍｍ×４５ｍｍ×１２０ｍｍ 重量 １６ｋｇ

厂商名称：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３６２９２５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 １号 邮　　编：１０００１６

１１７　ＬＧＸ型楔式流量计

ＬＧＸ型楔式流量计对于低粘度大流量、高粘度小流量流体均可适用，压力损失较低，与文
丘里管相似，但结构比其紧凑，特殊的楔形节流件无可动部件，选用特殊材质有效抵抗磨蚀，保

证了长期稳定地免维护运行，是少有的可对双向流量进行测量的差压式仪表，具有自清洁能

力，脏污、杂质可顺利扫向下游，双法兰式取压避免了标准节流装置由于导压管路细小而引起

的堵塞和导压附件经常性地维护。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１７。
表 １１７　主要技术指标

准确度 ±０．５％ＲＦ 重复性 ０．２％

量程比 可达１０∶１ 准确度等级 １级

公称直径 １５～１２００ｍｍ 楔形比 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Ｈ／Ｄ

公称压力 ≤１６．０ＭＰａ 介质温度 ＜５００℃

厂商名称：江苏普能集团公司　　　　　　　　　电　　话：（０５１７）８６８０２２７７，８６８０３３７７

地　　址：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健康路 ９７号 邮　　编：２１１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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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章　荷重传感器

１２．１　ＷＨ０７型轴销式荷重传感器

ＷＨ０７型轴销式传感器是测量轴承、滑轮等构件的径向载荷或钢丝绳张力的专用传感器。
它可以代替滑轮销轴安装在结构中作径向力测量。根据不同用途，可方便地安装在两金属结构

连接处的挂钩、索具卸扣、动滑轮（组）、定滑轮（组）、楔形接头、钢索索节、船用索具、开式螺旋

扣、拉杆头部和叉形接头，连接叉、吊环、钢轮的轴孔内，既能起到替代原有轴的功能，又起到称重

测力传感器的作用，从而使整个称重测力控制系统的机械部件简化。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２１。
表 １２１　主要技术指标

灵敏度 １０～１５ｍＶ／Ｖ 非线性 ≤ ±００５％ＦＳ

滞后 ≤ ±００５％ＦＳ 重复性 ≤ ±００５％ＦＳ

蠕变 ≤ ±００３％ＦＳ，３０ｍｉｎ 零点输出 ≤ ±１％ＦＳ

零点温度 ≤ ±００３％ＦＳ，１０℃ 灵敏度 ≤ ±００３％ＦＳ，１０℃

温度范围 －２０～＋８０℃ 输入电阻 ３８０Ω±２Ω

输出电阻 ３５０Ω±２Ω 安全过载 １５０％ＦＳ

绝缘电阻 ≥５０００ＭΩ（ＤＣ５０Ｖ） 激励电压 １０～１５Ｖ

厂商名称：上海科旗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２１）５０８２１４３５，５０８２１４３６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永泰路 ６３０号 邮　　编：２００１３６

１２２　ＭＣＣＸ１系列传感器称重模块

ＭＣＣＸ１系列传感器称重模块采用高精度组合式结构，由高精度箔式应变计组成电桥结
构紧凑，抗偏能力强，具有过载保护功能，广泛应用于小力值的计量与控制系统中。具有体积

小、重量轻、高精度、低漂移、抗偏载能力强、过载保护完善等特点。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２２。
表 １２２　主要技术指标

量程 ５，１０，２０，３０，５０，１００ｋｇ 输出 １５ｍＶ，１～５Ｖ，０～１０ｍＡ，４～２０ｍＡ

非线性 ００３％，０１％ＦＳ 滞后 ００３％，０１％ＦＳ

不重复性 ００３％，０１％ＦＳ 温漂 ０００３％ＦＳ／℃

零位输出 ≤２％ＦＳ 激励电压 ＤＣ１０Ｖ或 ＤＣ１２，１５，２４Ｖ

工作温度 －２０～＋８０℃ 过载能力 １５０％ＦＳ

厂商名称：北京正开仪器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２７１０４６９，６２７１９７０４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金燕龙大厦 １３１２室 ８２２８信箱 邮　　编：１０００９

１２３　ＣＦＹＨＦ型油田荷重传感器

ＣＦＹＨＦ型油田荷重传感器的动态性能好、综合精度高；焊接密封，防腐、防尘、防潮；安装

·３２３·



方便、结构紧凑，适用于油田。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２３。

表 １２３　主要技术指标

量程 ２０ｋｇ，３０ｔ，５０～５００ｔ 非线性 ≤ ±００５％ＦＳ

灵敏度 １５～２０ｍＶ／Ｖ 重复性 ≤ ±００５％ＦＳ

滞后 ≤ ±００５％ＦＳ 零点输出 ≤ ±１％ＦＳ

蠕变 ≤ ±００３％ＦＳ，３０ｍｉｎ 灵敏度温度 ≤ ±００３％ＦＳ，１０℃

零点温度 ≤ ±００３％ＦＳ，１０℃ 输入电阻 ３８０Ω±２Ω

温度范围 －２０～＋８０℃ 安全过载 １５０％ＦＳ

输出电阻 ３５０Ω±２Ω 激励电压 １０～１５Ｖ

绝缘电阻 ≥５０００ＭΩ（ＤＣ５０Ｖ）

厂商名称：埠市高灵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５５２）４０８１４５８

地　　址：安徽省蚌埠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友谊路 ９０５号 邮　　编：２３３０１０

１２．４　ＴＪＨ１型箔式荷重传感器

ＴＪＨ１型箔式荷重传感器特有的 Ｔ型过载保护装置，抗过载能力强。适用于皮带秤、配料
秤等，可选择一体化标准信号输出。主要技术指标见１２４。

表 １２４　主要技术指标

输出 ０～１０ｍＡ，４～２０ｍＡ或０～５Ｖ（三线制） 额定载荷 ３～１５０ｋｇ

综合准确度 ００５（线性 ＋滞后 ＋重复性） 灵敏度 ２０ｍＶ／Ｖ

蠕变 ±００５％ＦＳ，３０ｍｉｎ 零点输出 ±１％ＦＳ

零点温度 ±００５％ＦＳ，１０℃ 输出温度 ±００５％ＦＳ，１０℃

工作温度 －２０～＋６５℃ 输入阻抗 ３８５Ω±１０Ω

输出阻抗 ３５０Ω±５Ω 绝缘电阻 ＞５０００ＭΩ

安全过载能力 １５０％ＦＳ 供桥电压 建议 ＤＣ１０Ｖ

厂商名称：蚌埠天光测控仪表厂　　　　　　　　　　　　电　　话：（０５５２）４９２３４８８

地　　址：安徽省蚌埠市高新区兴中路 １０５０号 邮　　编：２３３０１０

·４２３·



第１３章　力敏传感器

１３．１　压电力敏元件

压电力敏元件是一种高性能、低成本的动态微压传感器，产品采用压电复合材料作为敏感

层，动态压力信号通过敏感层变成电荷量，再经传感器内部放大电路转换成电压输出。该传感

器具有灵敏度高、抗过载及冲击能力强、抗干扰性好、操作简便、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等特

点，广泛应用于医疗、工业控制、交通、安全防卫等领域。力敏元件的使用电路如图 １３１所示，
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３１。

典型应用

脉搏计数探测；按键键盘、触摸键盘操作力测量；振动、冲击、碰撞报警；振动加速度测量；

管道压力波动测量；其他机电转换、动态力检测等。

图 １３１　力敏元件的使用电路

说明：１．与传感器外壳相连的引脚是地线；

２．不与传感器外壳相连的引脚是输出端；

３．上述电路输出有一直流叠加，如不需要，可用隔直电路消除；

４．勿用尖锐物品触压传感器敏感面。

表 １３１　主要技术指标

压力范围 ≤１ｋＰａ 扩展工作电压 ＋２～＋１５Ｖ

灵 敏 度 ≥０．２０ｍＶ／Ｐａ 标准负载电阻 １０ｋΩ

非线性度 ≤１％ＦＳ 扩充电阻 １～１２ｋΩ

频率响应 １～１０００Ｈｚ 外形尺寸 １２．８ｍｍ×７．５ｍｍ

标准工作电压 ＋４．５Ｖ 重量 ＜１．５ｇ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地　　址：北京市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联 系 人：王丽坤　汪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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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声纳用宽带换能器及换能器阵

宽带平板式换能器采用１３２型压电复合材料作为敏感材料，该材料由压电陶瓷和环氧
树脂以１３２型连通结构复合构成，具有陶瓷的强压电性能，又有聚合物的柔性，声阻抗低，易
与水匹配，用其制作的换能器阵灵敏度高，耐冲击，接收或发射信号的工作频带宽。换能器由

片状１３２型压电复合材料表面引电极制成，由于 １３２型复合材料的制作工艺便于控制，使
换能器间的非一致性误差较小。换能器阵由４个阵元（１×４）串接构成平板式结构，主要用于
合成孔径声纳、侧扫声纳和猎雷声纳等，实现水中探测、识别、跟踪、定位、通信。接收换能器阵

外形如图１３２所示。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３２。

图 １３２　接收换能器阵外形

表 １３２　主要技术指标

接收换能器

灵敏度 －１９８ｄＢ 幅度不一致性 ＜±１．５ｄＢ

灵敏度波动 ±１．５ｄＢ 相位不一致性 ＜１０°

工作频率 １００Ｈｚ～２００ｋＨｚ 外形尺寸 ２０ｍｍ×２０ｍｍ

接收换能器阵

灵敏度 －１９０ｄＢ 阵垂直方向 ３ｄＢ波束宽度３０°

工作频率 １００Ｈｚ～１５０ｋＨｚ 外形尺寸 １００ｍｍ×２０ｍｍ

发射换能器阵

工作频率
１５０ｋＨｚ（３ｄＢ带宽 １４０～

１６０ｋＨｚ）

电压灵敏度

耐电压

１５２ｄＢ

１０００Ｖ

阵垂直方向 ３ｄＢ波束宽度７° 外形尺寸 １００ｍｍ×２０ｍｍ

厂商名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沃尔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邮　　编：１００１０１

地　　址：北京市北四环中路 ３５号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８７９４８６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８６２１８８，６４８６７１８８ 联 系 人：王丽坤　汪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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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ＳＬＣ系列测力传感器

特点

特殊量程、特殊结构可定做，最小可到２０ｇ，最大可到２０００ｔ。该系列测力传感器如图１３３
所示。主要技术指标见１３３。

图 １３３　ＳＬＣ系列测力传感器

表 １３３　主要技术指标

量程

ＳＬＣＴＳ（拉压）：５ｋｇ～１０ｔ
ＳＬＣＲＣ（拉压）：１０ｔ～５００ｔ
ＳＬＣＵＢ（拉压）：５０ｋｇ～５ｔ
ＳＬＣＦＣ（拉压）：５ｔ～１０００ｔ

综合准确度 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５％ＦＳ

供桥电压 ５～１５Ｖ 工作温度 －４０～＋８０℃

厂商名称：中国长城测控公司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太舟坞（１０６６信箱力学室）　　邮　　编：１０００９５

网　　址：ｗｗｗ．ｔｏｐｓｅｎｓｏｒ．ｃｏｍ Ｅ－ｍａｉｌ：ｃｈａｉｊｉｘｉｎ＠ｓｏｈｕ．ｃｏｍ

电　　话：（０１０）６２４５７１９７，６２４８７８５８，６２４５９０３４ 传　　真：（０１０）６２４５７１９７

联 系 人：陈柯行 手　　机：１３７０１１９３７２１

图 １３４　ＤＭＰ２０００型高精度数字应变仪

１３．４　ＤＭＰ２０００型高精度数字应变仪

特点

１）有６个通道，至少可接６个传感器；２）数据输出
打印及 ＲＳ２３２接口；３）可接各种测力和扭矩传感器。
高精度数字应变仪如图 １３４所示。主要技术指标见
１３４。

表 １３４　主要技术指标

整机准确度 ±０．０１％１ｄｉｇｉｔ 分辨率 优于０．００１％ＦＳ

工作温度 －１０～＋４０℃

厂商名称：中国长城测控公司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太舟坞（１０６６信箱力学室）　　邮　　编：１０００９５

网　　址：ｗｗｗ．ｔｏｐｓｅｎｓｏｒ．ｃｏｍ Ｅ－ｍａｉｌ：ｃｈａｉｊｉｘｉｎ＠ｓｏｈｕ．ｃｏｍ

电　　话：（０１０）６２４５７１９７，６２４８７８５８，６２４５９０３４ 传　　真：（０１０）６２４５７１９７

联 系 人：陈柯行 手　　机：１３７０１１９３７２１

·７２３·



１３５　ＳＸＺ８Ｙ型石英谐振式力敏传感器

ＳＸＺ８型 Ｙ石英谐振式力敏（称重）传感器是利用石英谐振器的应变敏感性来进行力的
测量的。传感器接入信号电路构成测量系统，输出随被测力变化的频率信号，属于一种数字式

传感器。信号可直接接入计算机系统处理而不需要 Ａ／Ｄ转换电路，后续处理电路简单。传感
器的基本应用单元由石英谐振式称重传感器加上振荡电路构成，输入直流电压即可产生一个

随外加载荷变化的频率信号。频率随外力的变化呈线性，电路工作电压视不同电路一般在 ＤＣ
２～５Ｖ，功耗非常低（约１－２ｍＡ，视不同振荡电路而异）。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３５。

表 １３５　主要技术指标

外形尺寸 １９ｍｍ×１８ｍｍ 引脚长度 １２ｍｍ

量程 ８ｋｇ 灵敏度 约３１０Ｈｚ／ｋｇｆ①

准确度等级 ００２～０２级 重量 ２０ｇ

使用温度 －２０～＋６０℃（变动环境下需加温补偿）

　　① １ｋｇｆ＝９．８０６６５Ｎ。

厂商名称：深圳清华力合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７５５）３３６３１３１１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高新科技园北区清华信息港 Ｂ座 １－２层 邮　　编：５１８０５７

１３６　ＪＦ２００系列简易硅压阻式力敏传感器

ＪＦ２００系列简易硅压阻式力敏传感器适用于清洁的空气和无腐蚀性的气体压力测量，典
型应用包括：医疗设备、呼吸器、气压计、汽车、过程控制、家电和泄露检测等。特点是低价格，

简易安装，高可靠性，有表压、绝压、差压等可供选择，对大批量 ＯＥＭ应用可专门设计。主要技
术指标见表１３６。

表 １３６　主要技术指标

恒压供电电压 ＤＣ１０Ｖ（典型） 恒流供电电流 １５ｍＡ（典型）

输入阻抗 ３～６ｋΩ 量程 －１００ｋＰａ～３５ＭＰａ

满量程输出 ≥１００ｍＶ 材质 硅敏感芯片、柯伐引线、镍或 ＤＩＰ外壳

补偿温度 ０～８０℃ 工作温度 －１０～＋８０℃

贮存温度 －５５～＋１２５℃ 零点温度漂移 ±００５％ＦＳ／℃（典型）

灵敏度温度漂移 ±００５％ＦＳ／℃（典型） 过载能力 ２倍满量程

固有频率 １０～３５０ｋＨｚ

厂商名称：杭州建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５７１）８５８５０３９５

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工业园区 邮　　编：３１００２３

·８２３·



第１４章　光纤传感器

１４１　嘉准光纤传感器

嘉准光纤传感器具有高精度重复定位功能，反映速度为 ２０００次／ｍｉｎ，输出电流 ３００ｍＡ以
上。主要技术指标见１４１。

表 １４１　主要技术指标

原料 主要有 ２，３ｍｍ，Ｍ３，Ｍ４，Ｍ６ 光纤芯直径 ２２，１０，０５ｍｍ

凸管 ０５～６，１～１５０ｍｍ 光纤放大器尺寸 ２２ｍｍ标准插孔

响应时间 １ｍｓ 输出负载 ＮＰＮ／ＮＯ，ＮＣ；ＰＮＰ／ＮＯ，ＮＣ

负载电流 １５０ｍＡ 反映速度 ２０００次／ｍｉｎ

输出电流 ＞３００ｍＡ 工作电源电压 ＤＣ１２Ｖ

厂商名称：嘉准光纤传感器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７６９）２２３０３８９０，２２４５５６３８

地　　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主山大井头平岗工业区 ３６号 邮　　编：５２３０１９

１４２　ＦＢＧＤ系列探杆式光纤光栅位移传感器

ＦＢＧＤ系列探杆式光纤光栅位移传感器通过光纤光栅反射光的中心波长相对变化量来检
测探杆的相对位移量，采用特殊专利结构设计，温度自补偿，不受环境温度影响；测量准确度不

受光源波动及传输线路弯曲损耗的影响，可直接通过光纤进行信号远程传输（超过 ４０ｋｍ），监
测现场无需供电。位移传感器具有精度高、寿命长、性能稳定，可以广泛应用于对大坝、船闸、

边坡、隧道等岩土工程，地下工程及高速公路进行深层变位监测。探杆式光纤光栅位移传感器

主要由传感器、锚头、探测杆、孔口固定系统等几部分组成。主要技术指标见１４２。

表 １４２　主要技术指标

标准量程 １０，５０，１００ｍｍ（可定制量程） 测量准确度 ±０５％ＦＳ

分辨率 ０１％ＦＳ 外形尺寸 ７０ｍｍ×３５ｍｍ×１８ｍｍ（可以定制）

探杆直径 ２０ｍｍ 安装方式 钻孔填埋或卡夹

波长范围 １５２５～１５６５ｎｍ 反射率 ≥８０％

尾纤种类 铠装光缆 尾纤长度 ０５ｍ±０１ｍ

连接方式 ＦＣ／ＰＣ 使用温度 －３０～＋８０℃

厂商名称：安徽四通仪表电缆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５５０）７３１５２４８，３２６２３３２

地　　址：安徽省天长市铜城车站路 ４号 邮　　编：２３９３００

１４３　光纤光栅温度传感器

光纤光栅温度传感器是武汉理工光科股份有限公司新近研制开发的新一代温度测量仪

表，适应于各种恶劣环境下的温度测量，可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煤矿等行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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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测量准确度高、本质安全防爆、抗强电磁干扰、可靠性好、灵敏度高等优点，是传统温度测量

仪表的理想替代产品。光纤光栅温度传感器由感温探头、连接光缆、传输光缆、光纤光栅调制

解调器和二次仪表等部分组成。感温探头安装在使用现场，感温探头的数量可以根据使用要

求的不同而确定，多个串接而成；光纤光栅调制解调器和二次仪表安装在控制室内；使用现场

和控制室之间使用单芯单模光缆进行信号传输。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４３。

表 １４３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３０～＋１５０℃ 灵敏度 ０１℃

测量准确度 ±０５℃ 远传距离 ＜５ｋｍ

厂商名称：武汉理工光科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２７）８７８６４６０１，８７３８２２２６

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珞狮路 １２２号 邮　　编：４３０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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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５章　功率计与光度计

１５１　ＮＲＰ型功率计

ＮＲＰ型功率计的通用性主要归因于新近开发的功率探头。这些探头是智能的独立仪器，
它们与基本单元通信，或经由数字接口与一台 ＰＣ通信，建立了在通用性和准确性要求方面的
新标准。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５１。

表 １５１　主要技术指标

动态范围 ９０ｄＢ（由探头决定） 温度范围 －６７～＋４５℃（由探头决定）

测量速度 在缓冲模式下，每秒测量１５００次 线性不确定度 １．５％（２０～２５℃，ｆ＝１００ＭＨｚ～４ＧＨｚ）

外形尺寸 ２７４ｍｍ×１１２ｍｍ×２６７ｍｍ 重量 ＜３．０ｋｇ

厂商名称：北京通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８８３７５５８８，６８００２１０８

地　　址：北京市车公庄大街甲 ４号物华大厦七层 邮　　编：１０００４４

１５．２　ＪＷ３２０３型手持式光功率计

ＪＷ３２０３型手持式光功率计具有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和低功耗的特点，大液晶显示屏
（ＬＣＤ），使测量工作更加方便快捷。是有线电视系统、光纤通信等领域施工及维修用的仪器设
备。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５２。

表 １５２　主要技术指标

波长范围 ８５０，９５０，１３１０，１５５０ｎｍ 探头类型 ＩｎＧａＡｓ

功率测量范围
－７０～＋３，－６０～＋１０，－４０～＋２０，
－３０～＋３０ｄＢｍ

不确定度 ±５％

显示分辨力 对数显示：００１ｄＢｍ 工作温度 －１０～＋６０℃

贮存温度 －２５～＋７０℃ 自动关机时间 １０ｍｉｎ

电池持续时间 ２８ｈ 外形尺寸 １５０ｍｍ×７６ｍｍ×２６ｍｍ

重量 ２５０ｇ 工作电源 ８４Ｖ可充电电池 ＋充电电源适配器

厂商名称：北京盈频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８２８９９５５３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嘉华大厦 Ｄ座 ４０６室 邮　　编：１０００８５

１５３　钳形功率计

钳形功率计主要用于测量电压、电流、电压／电流峰值、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数、相
位角、频率、相位检测、高达２０次的谐波电压／电流。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５３。

·１３３·



表 １５３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电压１５００，３０００，６０００Ｖ，３段范围
电流２００，１０００Ａ，２段范围
功率视电压、电流、单相／三相而定
功率因数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ｓｉｎ＋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相位角 ＋９００°～００°～－９００°

电压 ±１５％ＦＳ，±５ｄｇｔ

频率 １００Ｈｚ

最大输入电压 ６００Ｖ（ｒｍｓ）（绝缘线）

夹头直径 最大 ５５ｍｍ

准确度 ３０～４５Ｈｚ

电流 ±２０％ＦＳ，±５ｄｇｔ

量程 ±０３％ＦＳ，±１ｄｇｔ 最大电流 １０００Ａ（ｒｍｓ）

电源供应 ６Ｆ２２（００６Ｐ）×１ 外形尺寸 ６２ｍｍ×２６０ｍｍ×３９ｍｍ

重量 ０５５ｋｇ

厂商名称：北京双番仪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５２６９３０８１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马连道南街 ６号院华睦大厦 １号楼 ９０５室 邮　　编：１０００５５

１５４　ＴＥＳ１３３４Ａ型光度计

ＴＥＳ１３３４Ａ型光度计有准确度高及响应速度快的特点，３位液晶显示器可外接记录器，

并具有读值和峰值锁定功能。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５４。

表 １５４　主要技术指标

显示 ３位液晶显示 测量范围 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ｌｘ

过载显示 Ｈｉｇｈｔｅｓｔｄｉｇｉｔｏｆ（１）ｉｓ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分辨力 ００１ｌｘ

准确度 ±３％，±０５％ＦＳ 重复测试 ±２％

温度特性 ±０１％／℃ 记录器输出 ＤＣ２Ｖ／ＦＳ（满刻度）

贮存温湿度 ０°～４０℃ ＜７０％ＲＨ 工作电源电池 ９Ｖ

光检测器尺寸 １００ｍｍ×６０ｍｍ×２７ｍｍ 外形尺寸 １３５ｍｍ×７２ｍｍ×３３ｍｍ

重量 ２５０ｇ

厂商名称：广州市骏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２０）８３５０２５３５

地　　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麓景东路 ２５号 邮　　编：５１００９０

１５５　ＰＨＯＴＯ２０００ＩＮＴ型积分式光度计

ＰＨＯＴＯ２０００ＩＮＴ型积分式光度计可进行常态模式下的光强、照度测试和积分模式下的总

曝光量、平均曝光量测试。探测器嵌入微处理器系统，并设有采样同步功能，确保对动态被测

对象的准确测量。主要技术指标见１５５。
表 １５５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ｌｘ 测量准确度等级 １级

测量频率 ０５～２００Ｈｚ闪光积分 曝光量测试时间 １００～６００００ｍｓ范围内设定

厂商名称：珠海伟源测试仪器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７５６）６１５３５２１，６１５３５２０

地　　址：广东省珠海市前山明珠南路 ３０９４号安徽大厦 ８０１室 邮　　编：５１９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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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　６４００Ａ型火焰光度计

６４００Ａ型火焰光度计应用于医药卫生、临床检验及病理研究；农业肥料及土壤分析；石油
化工、冶金产品的分析测定；制药、食品的化验；水泥、玻璃及耐火材料的分析和测定等。主要

技术指标见表１５６。
表 １５６　主要技术指标

稳定性 １５ｓ 指示漂移 ≤２％

重复性 ７次 误差值 ≤２５％

线性误差 ≤５％

厂商名称：杭州诺丁科学器材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５７１）８８８５１１２１，８８８５２９２１

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 ５６９号康新花园 Ａ座 １７０２室 邮　　编：２１０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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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６章　红外测温仪与热像仪

１６．１　ＨＷＳＧ２系列智能红外双色测温系统

ＨＷＳＧ２系列智能红外双色测温仪按结构形式分为便携手持式和固定安装式，分别应用
于手持使用和在线监测。２种结构的测温性能相同。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６１。

表 １６１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３００～８００，６００～１４００，１０００～１８００℃ 测温误差 １％

重复性误差 ０３％ 测量距离 ＞０５ｍ

距离系数 １５０２００ 响应时间 ００３ｓ／次

数据输出 ＲＳ２３２ 串行波特率 １２００

模拟信号 ４～２０ｍＡ 温度显示 ＢＣＤ码信号显示器

厂商名称：荆州市敏光科技有限公司／野村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７１６）８２３４６８８，８１２４８２９

地　　址：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江津东路 １５５号 邮　　编：４３４０００

１６２　ＴＩ２００型红外测温仪

ＴＩ２００型红外测温仪系列温度表可用于测量那些难以触及、高温、旋转，或者其他比较危
险目标的温度，在 －４０～７６０℃的温度范围内都可以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另外，利用增强的
光学瞄准功能，可以在更远的距离测量更小的目标。Ｆｌｕｋｅ６０系列温度表简便易用、携带方
便。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６２。

表 １６２　主要技术指标

测温范围 －２０～＋７００℃ 辐射率 ０３～１０可调

测量准确度 ±１％或 ±２℃取最大 重复准确度 ±０５％或 ±１℃取最大

距离系数 ３５∶１ 相对湿度 非凝结状态下，达到４０℃时为１０％ ～７５％

工作波段 ８～１４μｍ 贮存温度 －２０～＋６０℃

响应时间 ≤４００ｍｓ 电源 ＡＡＡ１５Ｖ电池（２节）

显示分辨力 ０１℃ 工作时间 ５０ｈ（不开背光和激光）

背光功耗 ≤１０ｍＡ 激光功耗 ≤３０ｍＡ

外形尺寸 １２０ｍｍ×１７０ｍｍ×４２ｍｍ 重量 ２００ｇ

工作温度 ０～５０℃

厂商名称：泰纳仪器仪表　　　　　　　　　　　　　　　　　　　　　　　电　　话：（０２０）３８８７０７７９

地　　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体育东路羊城国际商贸中心西塔１４０１－１４０３室 邮　　编：５１０６２０

１６．３　ＨＹ３０８８Ｇ型红外热像仪

ＨＹ３０８８Ｇ型红外热像仪有灵敏度高、测温准确、可靠性高、使用安全等优点。主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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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见表１６３。
表 １６３　主要技术指标

波长范围 ８～１４μｍ 像素 ２５６×２５６

温度分辨力 ００７℃（３０℃时） 空间分辨力 １３ｍｒａｄ

帧频 ６０Ｈｚ 视场角／最小焦距 １７°／０５ｍ

测温范围 －２０～＋４００℃ 测温准确度 ±２％（满量程）

厂商名称：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２７）８７１８０３０２，８７１８００４

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庙山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 邮　　编：４３０２２３

１６４　ＦｌｕｋｅＴｉ３０型红外热像仪

ＦｌｕｋｅＴｉ３０型红外热像仪专为工厂应用而设计，具有５ｈ连续使用的电池寿命，可存储 １００
个图像的能力，允许全天使用而不用中断检测。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６４。

表 １６４　主要技术指标

温度范围 －１０～＋２５０℃ 探测器类型 １２０×１６０非制冷焦平面

准确度 ±２％或±２℃，（－１０～＋０℃）：±３℃ 重复性 ±１％或 ±１℃

温度分辨力 ０１℃ 光学／红外光谱范围 ７～１４μｍ

光学分辨力 ９０∶１ 狭缝分辨力 ２２５∶１

测量圆点最小直径 距离６０ｃｍ（２４ｉｎ）时为７ｍｍ（０２７ｉｎ） 图像帧频 ２０Ｈｚ

视场 水平１７°×垂直１２８° 瞬时视场 １９ｍｒａｄ

控制聚焦 ６１ｃｍ（２４ｉｎ）至无穷大 温标可选择 ℃或°Ｆ

厂商名称：广州君达仪器　　　　　　　　　　　　　　　　电　　话：（０２０）８３６４９９０１，８３６４９９０２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 １９３号百汇广场 １２１５室 邮　　编：５１０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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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７章　温度传感器

１７１　ＳＬＳＴ系列数字温度传感器

ＳＬＳＴ系列数字温度传感器是采用美国 Ｄａｌｌａｓ半导体公司的数字化温度传感器 ＤＳ１８Ｂ２０，
传感器为不锈钢外壳封装，防水、防潮。采用的不锈钢外壳壁厚仅为 ０１５ｍｍ，具有很小的蓄
热量，并采用金属垫模工艺让 ＤＳ１８Ｂ２０与不锈钢内壁充分接触，同时采用导热性高的密封胶
灌封，保证了温度传感器的高灵敏性，极小的温度延迟。现场温度直接以“一线总线”的数字

方式传输，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抗干扰性。适合于恶劣环境的现场温度测量。主要技术指标表

１７１。
表 １７１　主要技术指标

温度传感器 ＤＳ１８Ｂ２０数字温度传感器 温度准确度 ±０５℃（－１０～＋８５℃范围内）

测温范围 －５５～＋１２５℃ 温度分辨力 ９～１２位（００６２５℃）

测温速度 ７５０ｍｓ（１２位分辨率） 工作电源电压 ３～５５Ｖ

通信电缆 三芯电缆 电缆长度 ＞１００ｍ

运行环境 －５５～＋８０℃ 外形尺寸 ６ｍｍ×２５ｍｍ

材质 ３０ｍｍ可选（不锈钢）

厂商名称：上海尊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２１）５１０８３５９５，６１２０９２８５
地　　址：上海市北京东路 ６６８号五楼 Ｇ５３７室 邮　　编：２００００１

１７２　ＣＨＴＭ０２系列温湿度传感器

ＣＨＴＭ０２系列温湿度传感器输出线性电压信号，应用在暖通空调、加湿机、除湿机、程控
交换机等民用设备及工业自动化领域。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７２。

表 １７２　主要技术指标

敏感元件（湿度） 高分子湿敏电阻“ＣＨＲ０１” 温度范围 ０～６０℃

耗电电流 ５ｍＡｍａｘ．（２ｍＡａｖｇ．） 贮存条件 温度：０～５０℃；湿度：６０％ＲＨ

湿度范围 １０％ ～９５％ＲＨ 湿度准确度 ±５％ＲＨ

湿度变送范围 ０％ ～１００％ＲＨ 温度系数 ０４％ＲＨ／℃

输出电压信号 Ａ型：０～３Ｖ，Ｂ型：１～３Ｖ 温度范围 １０～４０℃（基准点２５℃）

输入电压 ５Ｖ，３０％ ～８０％ＲＨ 温度敏感元件 可选 ＮＴＣ热敏电阻、ＬＭ３５、ＴＭＰ３５

工作电源电压 ４７５～５２５Ｖ（基准点５Ｖ，±５％） 外形尺寸 ４０ｍｍ×２２ｍｍ×９ｍｍ

厂商名称：广州西博臣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２０）８７２３３７９３，８７２３３２３５
地　　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沙太路华苑街 ２号 邮　　编：５１０５１０

１７３　ｕＩＲｔ／ｃ小型红外线温度传感器

ｕＩＲｔ／ｃ小型红外线温度传感器可选择工厂标定和现场调节。直接取代传统热电偶，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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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自动化生产过程，提高产品质量，加快生产速度，而无需更换原有仪表。主要技术指标见表

１７３。

表 １７３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 －４５～＋６５０℃ 环境温度 －１８～＋７０℃

量程范围 ８种规格 距离系数 １∶２（１００度视角），４∶１（１４度视角）

被测点尺寸 ３ｍｍ最小 波长范围 ５～１４μｍ

输出阻抗 ２０～６０ｋΩ 电缆 热电偶补偿，２０～３０ＡＷＧ

外形尺寸 １９０５ｍｍ×６３５ｍｍ 重量 ３０ｇ（包括电缆线）

外壳 不绣钢，气密封装 防护等级 ＮＥＭＡ４、４Ｘ、ＩＰ６５、６７

厂商名称：深圳市宝安区新安伟岸电子电器商行　　　　　　　　　　电　　话：（０７５５）８８８４８７５８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２６区创业电子城 １楼 １２２８号 邮　　编：５１８１０１

１７４　ＩＲＴＰ系列红外测温系统

ＩＲＴＰ系列红外测温系统是一种集成专用信号处理电路以及环境温度补偿电路的多用途
红外温度测量系统，应用于纺织、纸业、陶瓷、轴承的温度测量；电气设备：电缆接头、开关柜、变

压器和电气面板的故障监测等。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７４。

表 １７４　主要技术指标

测温范围 ０～１５０℃，－２０～＋３００℃，０～５００℃ 环境温度 －２５～＋１００℃

响应时间 ２５０ｍｓ 距离系数 ８∶１

工作电源 ＤＣ２４Ｖ 电缆 自带３ｍ电缆

探头尺寸
２２ｍｍ×８０ｍｍ（螺纹部分 １８ｍｍ×
１６ｍｍ）

信号输出
４～２０ｍＡ／０～５Ｖ输出，可选 ＲＳ４８５／
ＲＳ２３２

厂商名称：香港奥德赛创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２６８１０９３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１０号（１＋１大厦）５层（５０１－５０６） 邮　　编：１００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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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章　磁敏传感器

１８１　ＹＤ６０系列磁电传感器

ＹＤ６０系列磁电传感器是根据电涡流效应原理制成的自动化开关器件；用于完成所需的位
置控制、加工尺寸控制、自动计数、各种流程的自动衔接、液体控制、转速检测等各种功能。主

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８１。
特点

１）非接触测量，永不磨损；
２）抗干扰能力强、高可靠性、长寿命；
３）回差复位，无开关瞬态抖动，多种保护功能，有工作状态指示灯。

表 １８１　主要技术指标

动作距离 １～３０ｍｍ 响应频率 ０～１０ｋＨｚ

重复定位准确度 动作距离的００１％ 工作电压 ＤＣ１０～３０Ｖ（有源），ＡＤ２２０Ｖ（有源）

螺纹尺寸
Ｍ１６×１０或 Ｍ１６×１５（可根据要
求特殊定制）

负载能力 ２００ｍＡ

工作环境 －２０～＋１００℃ 输出信号幅值 ３０ｒ／ｍｉｎ＞５００ｍＶ（峰峰值）

厂商名称：上海宇都实业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２１）２２８１７１１５，３３８８０１６５

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金平路 ５５８弄 １３０号 邮　　编：２００２４０

１８．２　ＤＷＱＢＬ型磁敏角度传感器

ＤＷＱＢＬ型磁敏感角度传感器采用高性能集成磁敏感元件，利用磁信号感应非接触的特
点，配合微处理器进行智能化信号处理制成的新一代角度传感器。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８２。

表 １８２　主要技术指标

型　　号 ＤＷＱＢＬ

名　称 测试条件
参数值 单位

最小 典型 最大

中点输出 ＶＯ ２４９ ２５０ ２５１ Ｖ

满度输出 ＦＳ ＲＬ＞２ｋΩ ０５ ４５ Ｖ

输出高电压 ＶＯＨ ＩＯ＝－１ｍＡ ４８５ Ｖ

输出低电压 ＶＯＬ ＩＯ＝　１ｍＡ ０１５ Ｖ

中点温漂 －２０℃ ＜ＴＡ＜８０℃ ±１０ｍＶ ＦＳ

满度温漂 －２０℃ ＜ＴＡ＜８０℃ ００２％／℃ ＦＳ

分辨力 ≤０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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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型　　号 ＤＷＱＢＬ

名　称 测试条件
参数值 单位

最小 典型 最大

θ＝±８° ２‰ ＦＳ

θ＝±２０° ３‰ ＦＳ

线性度 θ＝±３０° ６‰ ＦＳ

θ＝±４５° １５％ ＦＳ

θ＝±６０° ３％ ＦＳ

接线方式 红—电源正极，黑—电源负极，黄—输出信号

厂商名称：北京泰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６１５１５７２，６６１３７５６２

地　　址：北京市西直门南小街甲 １８８号信息产业部城中园 邮　　编：１０００３４

１８３　ＭＲＳＦ型磁敏传感器

ＭＲＳＦ型磁敏传感器带磁性油墨印刷物的识别，磁体转动及位置检测 ＡＣ、ＤＣ电流检测。
与被检测物表面不需要紧密接触亦可检测。输出信号与磁场性物体动作速度无关，静止体亦

可检测，不易受感应、噪声、杂信号影响。金属外壳封装、体积小，具较强抗电磁干扰能力，寿命

长、耐油污、耐粉尘，使用简便。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８３。

表 １８３　主要技术指标

表面磁通密度 ０．１～０．１５Ｔ（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Ｇ） 输出电压 ４～９，６～１３，６～１４Ｖ

输入电阻 ８００～２０００Ω 中心对称性 ＜５０Ω

内部噪声 ＜５０μＶ 最大功耗 ５０ｍＷ

接触电阻 ＜０１Ω 压阻噪声 １０μＶ

最大外加电压 ５５Ｖ 工作温度 －１０～＋８５℃

磁敏传感器 ＭＲＳＦＶａ＝５Ｖ 直径 ０１ｍｍ

导线通 １００ｍＡ，５０Ｈｚ 距离 ４３ｍｍ及５３ｍｍ

厂商名称：四川省雅安市航仪电器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８３５）２６１３３４８

地　　址：四川省雅安市新江北路 １９号 邮　　编：６２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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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９章　电流传感器与电导仪

１９１　四通牌 ＳＴＡ系列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变送器

四通牌 ＳＴＡ系列模块是一整系列原副边高度绝缘的高精度的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变
送器产品品种齐全品质优良。按 ＪＢ／Ｔ７４９０—１９９４行业标准进行全面质量监控，对产品 １００％
进行室温（低温）至８０℃范围内温度补偿。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工业产品的交直流、脉动电流的
非接触测量、控制和保护，涉及地铁、轻轨车辆、电动汽车和铁路电力机车的斩波调压及交流变

频调速系统、新型逆变焊机、充电设备、电解冶炼、电镀，石油钻机、矿山设备拖动调速，电力输

变、功率电源领域，以及电力系统无人值守微机监控、智能大厦、电信机房环境监控等领域。

直检式电流传感器采用霍尔器件直接检测被载流导线磁化的软磁铁的磁场强度。磁补偿

式电流传感器原理是一次电流产生磁场为软磁聚集，该磁场又被二次绕组产生的反向磁场所

补偿，霍尔器件作为监控补偿度的元件使传感器处于零磁通，按匝数比可由二次电流算出一次

电流。两者比较，直检式更节省电流消耗，补偿式响应速度快，可测到１００ｋＨｚ的电流波形。电
压传感器实质是测小电流的电流传感器。该产品技术指标见表 １９１～表 １９７，产品外形尺寸
及照片如图１９１和图１９２所示。

表 １９１　ＳＴＡ系列磁补偿式电流传感器／变送器主要技术指标和参考价

型　号
额定电流

ＩＮ／Ａ
测量范围

／ＩＮ
输出电流

／ｍＡ
非线性度

（％ＦＳ）
准确度

（％）
绝缘耐压／ｋＶ
（５０Ｈｚ，１ｍｉｎ）

工作电源

／Ｖ
孔径／ｍｍ
（图１９１）

参考价

／元

ＳＴＡＱ５０，１００Ａ ５０，１００ １．５ ５０，１００ ０．１ ０．５ １ ±１２，±１５ ９／２０ ６０
ＳＴＡＲ１００，２００Ａ １００，２００ １．５ １００ ０．１ ０．５ １ ±１２，±１５ １２／２０ ７０
ＳＴＡＰ５０，１００Ａ ５０，１００ １．５ ５０，１００ ０．１ ０．５ １ ±１２，±１５ １６／２０ ７０
ＳＴＡＤ２００，４００Ａ ２００，４００ １．５ １００②，２００ ０．１ ０．５ １ ±１２，±１５ ２０／１９ ９０
ＳＴＣＯ１０，１００ｍＡ ００１，０．１ ２ ２０ ０１ ０５ ３ ±１２，±１５ —／１ １２０
ＳＴＣＯ１，５Ａ １，５ ２ ２０ ０１ ０５ ３ ±１２，±１５ —／１ １００
ＳＴＣＱ／ＣＱＰ５０，１００Ａ ５０，１００ ２ ５０② ０１ ０５ ３ ±１２，±１５ ９／４ １００

ＳＴＣＫ① －２０，５０Ａ ２０，５０ １．５ ２０ ０．２ １ ３ ±１２，±１５ ９／５ １５０
ＳＴＣＲ５０，１００Ａ ５０，１００ ２ ５０② ０１ ０５ ３ ±１２，±１５ １２／６ １１０
ＳＴＣＤ１００，２００Ａ １００，２００ ２ １００② ０１ ０５ ３ ±１２，±１５ ２０／７ １４０
ＳＴＣＤ５００Ａ ５００ １．５ ２００② ０１ ０５ ３ ±１５ ２０／７ １８０
ＳＴＣＳ１００，２００Ａ １００，２００ ２ １００② ０１ ０５ ６ ±１２，±１５ ２０／８ １６０
ＳＴＣＳ５００Ａ ５００ １．５ ２００② ０１ ０５ ６ ±１５ ２０／８ ２４０
ＳＴＣＴ５００Ａ ５００ １．５ １００② ０１ ０５ ６ ±１５ ２５／９ ５００
ＳＴＣＩ５００Ａ，１ＫＡ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５ １００②，２００ ０１ ０５ ６ ±１５ ３０／１０ ５００
ＳＴＣＦ５００Ａ，１ＫＡ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５ １００②，２００ ０１ ０５ ６ ±１５ ４０／１１ ６００
ＳＴＣＦ１．５，２ＫＡ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１．２ ３００②，４００ ０１ ０５ ６ ±１８ ４０／１１ ８００
ＳＴＣＧ１．０，２ＫＡ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５ ２００②，４００ ０１ ０５ ６ ±１５ ２０×６０／１３ １２００
ＳＴＣＨ５．０ＫＡ ５０００ １．２ ５００② ０．１ ０．５ ６ ±３０ ３０×１２０／１４ ２５００
ＳＴＣＮ６．０，１０ＫＡ ６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２ ６００②，１０００ ０１ ０５ ６ ±４８ ６０×１６０／１５ ６０００

　　①表示母孔可拆开。
②表示具有内置式４～２０ｍＡ、０～１０ｍＡ、０～２０ｍＡ、０～１Ｖ、０～５Ｖ、１～５Ｖ等变送输出品种，其余无②的品种可外置变送

模块，实现４～２０ｍＡ、０～１０ｍＡ、０～２０ｍＡ变送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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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９２　ＳＴＡ系列直检式电流传感器／变送器主要技术指标和参考价

型　号
额定电流

ＩＮ／ｋＡ
测量范围

ＩＮ
输出电压

／Ｖ
非线性度

（％ＦＳ）
准确度

（％）
绝缘耐压／ｋＶ
（５０Ｈｚ，１ｍｉｎ）

工作电源

电压／Ｖ
孔径／ｍｍ
（图１９１）

参考价

／元

ＳＴＡＱ１５０，１００Ａ ０．０５，０．１ ２ ４ １ １ １ ±１２，±１５ ９／２０ ６０
ＳＴＡＲ１１００，２００Ａ ０．１，０．２ ２ ４ １ １ １ ±１２，±１５ １２／２０ ６０
ＳＴＡＰ１１００，３００Ａ ０．１，０．３ １．５ ４ １ １ １ ±１２，±１５ １６／２０ ６０
ＳＴＡＤ１２００，４００Ａ ０．２，０．４ １．５ ４② １ １ ３ ±１２，±１５ ２０／１９ ７０
ＳＴＣＡ５０，１００Ａ ０．０５，０．１ ２ ４ １ １ ３ ±１２，±１５ １０×２０／３ ７０
ＳＴＣＡ３００Ａ ０．３ １．５ ４ １ １ ３ ±１２，±１５ １０×２０／３ ７０
ＳＴＣＱ１５０，１００Ａ ０．０５，０．１ ２ ４ １ １ ３ ±１２，±１５ ９／４ ７０
ＳＴＣＲ１１００，２００Ａ ０．１，０．２ ２ ４ １ １ ３ ±１２，±１５ １２／６ ８０
ＳＴＣＣ１００，２００Ａ ０．１，０．２ ２ ４ １ １ ３ ±１２，±１５ ２０／７ １１０
ＳＴＣＣ５００Ａ ０．５ ２ ４② １ １ ３ ±１２，±１５ ２０／７ １４０
ＳＴＣＳ１１００，２００Ａ ０．１，０．２ ２ ４② １ １ ３ ±１２，±１５ ２０／８ １４０
ＳＴＣＳ１５００Ａ ０．５ ２ ４② １ １ ６ ±１２，±１５ ２０／８ １６０
ＳＴＣＴ１５００Ａ ０．５ ２ ４② １ １ ６ ±１２，±１５ ２５／９ ４００

ＳＴＣＩ１５００Ａ，１ＫＡ ０．５，１ ２ ４② １ １ ６ ±１２，±１５ ３０／１０ ４００

ＳＴＣＥ５００Ａ，１ＫＡ ０．５，１ １．５ ４② １ １ ６ ±１２，±１５ ２０×５１／１２ ２８０

ＳＴＣＦ１１，１ＫＡ １，２ １．５ ４② １ １ ６ ±１２，±１５ ４０／１１ ５００

ＳＴＣＦ１３，５ＫＡ ３，５ １．２ ４② １ １ ６ ±１２，±１５ ４０／１１ ６００

ＳＴＣＧ①１２，３ＫＡ ２，３ １．５ ４② １ １ ６ ±１２，±１５ ２０×６０／１３ ７００

ＳＴＣＨ①１２，３ＫＡ ２，３ ２ ４② １ １ ６ ±１２，±１５２０×１２０／１４ １０００

ＳＴＣＨ①１５，１０ＫＡ ５，１０ １．５ ４② １ １ ６ ±１２，±１５４０×１２０／１４ １６００

ＳＴＣＨ①１１５，２０ＫＡ １５，２０ １．２ ４② １ １ ６ ±１２，±１５８０×１２０／１４ ２２００

ＳＴＣＭ①１０，２０ＫＡ １０，２０ １．５ ４② １ １ ６ ±１２，±１５６０×１６０／１５ ３０００

ＳＴＣＭ①２０，２５ＫＡ ２０，２５ １．５ ４② １ １ ６ ±１２，±１５１６０×２６０／１５４５００

ＳＴＣＭ①２５，３５ＫＡ ２５，３５ １．２ ４② １ １ ６ ±１２，±１５２６０×２６０／１５５０００

ＳＴＣＭ①３５，４０ＫＡ ３５，４０ １．２ ４② １ １ ６ ±１２，±１５２６０×４６０／１５６０００

　　①表示母孔可拆开。
②表示具有内置式４～２０ｍＡ、０～１０ｍＡ、０～２０ｍＡ、０～１Ｖ、０～５Ｖ、１～５Ｖ等变送输出品种，其余无②的品种可外置变送

模块，实现４～２０ｍＡ、０～１０ｍＡ、０～２０ｍＡ变送输出。

表 １９３　ＳＴＡ系列电压传感器／变送器主要技术指标和参考价

型　　号
额定电压

／Ｖ
测量范围

／Ｖ
输出电流

／ｍＡ
非线性度

（％ＦＳ）
准确度

（％）

一、二次侧

绝缘／ｋＶ
（５０Ｈｚ，１ｍｉｎ）

二次侧对地

绝缘／ｋＶ
（５０Ｈｚ，１ｍｉｎ）

工作电源

电压／Ｖ
参考价

／元

ＳＴＶＯ２００Ｖ ２００ ０～３００ ２０ ０．１ ０．５ １ １ ±１５／３ １５０
ＳＴＯＶ２００Ｖ ２００ ０～３００ ５Ｖ ０．５ １ １ １ ±１５／１ １８０
ＳＴＶＤ１００Ｖ １００ ０～２００ ２０① ０１ ０５ １ １ ±１５／１６ ２００
ＳＴＶＤ５００Ｖ ５００ ０～７５０ ２０① ０１ ０５ ２ １ ±１５／１６ ２６０
ＳＴＶＩ６００Ｖ ６００ ０～９００ ４０① ０１ ０５ ６ １ ±１５／１７ ６００
ＳＴＶＩ１２００Ｖ １２００ ０～１８００ ４０① ０１ ０５ ６ １ ±１５／１７ ８００

ＳＴＣＶ１６００Ｖ １６００ ０～２４００ ８０① ０１ ０５ ６ １ ±１５／１８ １２００

ＳＴＣＶ３２００Ｖ ３２００ ０～４８００ ８０① ０１ ０５ ６ １ ±１５／１８ １５００

ＳＴＣＶ６４００Ｖ ６４００ ０～８０００ ８０① ０１ ０５ １２ １ ±１５／１８ ２０００

　　①表示具有内置式４～２０ｍＡ、０～１０ｍＡ、０～２０ｍＡ、０～１Ｖ、０～５Ｖ、１～５Ｖ等变送输出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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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９１　ＳＴＡ系列外形尺寸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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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９２　产品照片

表 １９４　ＳＴＡ系列交流变直流仪表型电流传感器／变送器主要技术指标及参考价

型　号
额定电流

／Ａ
测量范围

／Ａ

输出

电压

／Ｖ

非线

性度

（％ＦＳ）

准确度

（％）
绝缘耐压／ｋＶ
（５０Ｈｚ，１ｍｉｎ）

工作电源

电压／Ｖ
孔径／ｍｍ
（图１９１）

参考价

／元

ＳＴＡＱ２２０～１００Ａ ２０～１００ ４０～２５０ ５ １ １ １ ±１２，±１５ ９／２０ ８０

ＳＴＡＲ２２０～１５０Ａ ２０～１５０ ４０～２５０ ５ １ １ １ ±１２，±１５ １２／２０ ８０

ＳＴＡＰ２５０～２００Ａ ５０～２００ １００～２５０ ５ １ １ １ ±１２，±１５ １６／２０ ８０

ＳＴＡＤ２５０～３００Ａ ５０～３００ １００～５００ ５② １ １ １ ±１２，±１５ ２０／１９ １００

ＳＴＣＡ２２０～２００Ａ ２０～２００ ４０～４００ ５ １ １ ３ ±１５ １０×２０／３ １００

ＳＴＣＣ２５０～４００Ａ ５０～４００ １００～６００ ５② １ １ ３ ±１５ ２０／７ １６０

ＳＴＣＳ２５０～４００Ａ ５０～４００ １００～６００ ５② １ １ ６ ±１５ ２０／８ ２００

ＳＴＣＩ２２００～１０００Ａ ２００～１０００ ４００～１５００ ５② １ １ ６ ±１５ ３０／１０ ４５０

ＳＴＣＦ２５００～１５００Ａ ５００～１５００１０００～２５００ ５② １ １ ６ ±１５ ４０／１１ ６００

ＳＴＣＧ①２２００～１０００Ａ ２００～１０００ ４００～２０００ ５② １ １ ６ ±１５ ２０×６０／１３ ７００

ＳＴＣＨ①２５００～３０００Ａ ５００～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５② １ １ ６ ±１５ ２０×１２０／１４ ８００

　　①表示母孔可拆开。
②表示具有内置式４～２０ｍＡ、０～１０ｍＡ、０～２０ｍＡ、０～１Ｖ、０～５Ｖ、１～５Ｖ等变送输出品种，其余无②品种可外置 ＶＩ变

送模块，实现４～２０ｍＡ输出。

表 １９５　ＳＴＡ系列交流变直流仪表型电压传感器／变送器主要技术指标和参考价

型　号
额定电压

／Ｖ
测量范围

／Ｖ
输出电压

／Ｖ
非线性度

（％ＦＳ）
准确度

（％）

一、二次侧

绝缘／ｋＶ
（５０Ｈｚ，１ｍｉｎ）

二次侧对地

绝缘／ｋＶ
（５０Ｈｚ，１ｍｉｎ）

工作电源

电压／Ｖ
参考价

／元

ＳＴＶＤ２２２０ ２２０ １１０～３３０ ５① １ １ ２ １ ±１５／１６ ２００

ＳＴＶＤ２３８０ ３８０ １９０～５７０ ５① １ １ ３ １ ±１５／１６ ２６０

ＳＴＶＩ２６００ ６００ ３００～９００ ５① １ １ ６ １ ±１５／１７ ５００

　　①表示具有内置式４～２０ｍＡ、０～１０ｍＡ、０～２０ｍＡ、０～１Ｖ、０～５Ｖ、１～５Ｖ等变送输出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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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９６　电动汽车专用模块

型　号
额定电流

额定电压

输出

／Ｖ
非线性度

（％ＦＳ）
准确度

（％）

一、二次

绝缘／ｋＶ
（５０Ｈｚ，１ｍｉｎ）

二次对地

绝缘／ｋＶ
（５０Ｈｚ，１ｍｉｎ）

孔径

图１９１
自带 ＤＣＤＣ
电源 Ｖｉｎ，ＶＯＵＴ

参考

价／元

ＳＴＩＶＳ１Ａ ５００Ａ ５ ０．１ ０．５ ６ １ ３０／１０ ２４Ｖ，±１５Ｖ，＋５Ｖ １５００

电流电压监测器 ５００Ｖ ５ ０．１ ０．５ ６ １

ＳＴＩＶＳ１Ｂ ５００Ａ ５ ０．１ ０．５ ６ １ ２０／８ ２４Ｖ，±１５Ｖ，＋５Ｖ １２００

电流电压监测器 ５００Ｖ ５ ０．１ ０．５ ６ １

表 １９７　各种专用电源

型　号 输入电压 Ｖｉｎ／Ｖ 输出电压 Ｖｏｕｔ／Ｖ 功率／Ｗ 外形尺寸／ｍｍ 参考价／元

直流稳压电源 ＳＴＰＳ１ ＡＣ２２０ ±１５ ５ ５０×５２×６２ ５０

ＳＴＰＳ２ ＡＣ２２０ ±１５／±１８ １５ １３８×７２×７５ １００

ＳＴＰＳ３ ＡＣ２２０ ±１８／±２４ ３０ １７１×１００×９５ １８０

ＳＴＰＳ４ ＡＣ２２０ ±３０ ５０ １７１×１００×９５ ２００

ＤＣＤＣ模块 ＳＴＷ１ ９／１５／１８／２４ ±１５ ５ ２５×２５×１２．５ ６０

ＳＴＷ２ ９／１５／１８／２４ ±１５／±１８，＋５ １０ ５０×２５×１２．５ １００

ＳＴＷ３ ９／１５／１８／２４ ±１５／±１８／±２４，＋５ １５ ５０×４０×１２．５ １５０

厂商名称：北京四通新技术研究所　　　　　　　　　　　邮　　编：１０００８０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２号 １０１０室 所　　长：陈慎卿

电　　话：（０１０）６２９２４０４３，１３３８１３９１９８３ 传　　真：（０１０）６２９２４０４３

１９．２　ＨＢＢＤＬＨ型电流传感器

ＨＢＢＤＬＨ型直流电流传感器是根据霍尔效应原理中的磁平衡原理设计制造的，具有电隔
离性能好、响应速度快、精度高、稳定性好等特点。可以实现对直流电流的快速隔离和变换，适

用于对电流的快速变化进行监测或测量的使用场合。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９８。

表 １９８　主要技术指标

额定电流 ＤＣ０～２０Ａ 额定输出 ＤＣ４～２０ｍＡ

传感器内阻 ＜４０Ω 准确度等级 ０５级

工作电源 ＤＣ２４Ｖ 匝数比 １∶１２５０

失调电流 ≤ ±０１ｍＡ 温度漂移 ≤ ±００１ｍＡ（０～７０℃）

非线性度 ＜０２％ 反应时间 ＜１０μｓ

ｄｉ／ｄｔ ＞１００Ａ／μｓ 频率范围 ＤＣ

隔离电压 ３ｋＶＲＭＳ／５０Ｈｚ／１ｍｉｎ 工作温度 ０～７０℃

静态功耗 ＜４０ｍＡ（无被测电流） 负载能力 ６Ｖ

重量 ２００ｇ

厂商名称：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　　　　　　　　　　　　电　　话：（０２４）８８７１８４４３

地　　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北海街 ２４２号 邮　　编：１１０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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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　９２７３ＡＣ型钳形电流传感器

９２７３ＡＣ型钳形电流传感器的电源放大器并用，可实现高精度的监控输出，可测量微小电
流相应反相器的二次级电流、１Ｈｚ以下的低频也能测量。在 １０ｍＡ～２０Ａ的动态范围内，可测
量微小电流相应反相器的二次电流、１Ｈｚ以下的低频也能测量为 ５０Ａ峰值的高波峰因数也对
应高密度配线、滑动式钳形开关。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９９。

表 １９９　主要技术指标

额定电流 ＡＣ２０Ａ 额定准确度 ±００５％ＦＳ

相位准确度 ±０２°（４５～６６Ｈｚ） 输入范围 ２０Ａ（非连续峰值为５０Ａ）

频率带宽 ０７Ｈｚ～１０ＭＨｚ（－３ｄＢ） 导体直径 ５ｍｍ

外形尺寸 １７５ｍｍ×４０ｍｍ×４０ｍｍ 重量 １７０ｇ

线长 １５ｍ

厂商名称：ＨＩＯＫＩ日置电机厂　　　　　　　　　　　　　　　电　　话：（０７５５）８３２５６９９１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中航苑鼎诚国际南座 ６１２ 邮　　编：５１８０３１

１９４　ＰＡＳＨＩＢ４００型霍尔电流传感器

ＰＡＳＨＩＢ４００型霍尔传感器是一种将直流、交流、脉冲电流无失真的转换成电流的装置，应
用在电源、电焊机、ＵＰＳ、变频器，以及各种自控领域等行业领域。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９１０。

表 １９１０　主要技术指标

传感器系列代号 ＰＡＳＨＩＢ４００ 原边额定电流值 ４００Ａ

供电电源 ＤＣ１２～１５Ｖ 跟随输出 ０～００ｍＡ

绝对额定值 ４００Ａ 工作电源电压 ＤＣ１２～１５Ｖ

电流静态消耗 ２８ｍＡ 工作温度 －１０～＋７０℃

贮存温度 －２５～＋８０℃ 耐压 ＡＣ６０ｋＶ／１ｍｉｎ，５０Ｈｚ

额定输入电流 ４００Ａ 电流测量范围 ０－～５００Ａ

准确度 ０５％ 线性度 ０１％

厂商名称：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８９４９４９２１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祁家豁子甲 ８号 邮　　编：１０００２９

１９．５　Ｄ６０Ｋ型数字金属电导率测量仪（涡流导电仪）

Ｄ６０Ｋ型数字金属电导率测量仪（涡流导电仪），可直接测量和分析有色金属材料及其合
金的电导率值（如测量银、铜、铝、镁、钛、奥氏体等及其合金的电导率值）。同时也用于间接测

量和评价与金属材料电导率有密切关系的参量，如合金识别和验证、热处理状态和热损坏验

证、材料力学评估、决定粉末合金零部件的密度等。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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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９１１　主要技术指标

工作频率 ６０ｋＨｚ 测量范围 ５０～６４ＭＳ／ｍ或８６％ ～１１００％ＩＡＣＳ

灵敏度 １％ 测量准确度 ±１％ ～±２％

提离补偿 补偿达０１ｍｍ 最小范围 １６ｍｍ

环境范围 ０％ ～９０％ 相对湿度 ０～４５℃可靠工作

电池电压 ４×１２Ｖ“ＡＡ” 充电电池 （ＮｉＭＨ／Ｎｉｃｄ）或“ＡＡ”碱性电池

功率电池 １８００ｍＡ／ｈ 持续工作时间 ６０ｈ

显示 ＬＣＤ液晶，有背光灯功能 重量 １ｋｇ

外形尺寸 １９５ｍｍ×１３５ｍｍ×７０ｍｍ

厂商名称：厦门鑫博特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５９２）３１０９９４１

地　　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创业园创业大厦 ６２２单元 邮　　编：３６１００９

１９．６　ＦＩＲＳＴ１０３型数字便携式涡流导电仪

ＦＩＲＳＴ１０３型数字便携式涡流导电仪具有识别和查验合金；在制造过程中查验热处理状
态，以及检测服役条件下过热损伤，检测材料等级，金属分选，检测粉末冶金零件的密度，检测

导体材料在生产和运行状态下的电导率，间接硬度及抗拉强度测量，热处理控制，金属质量控

制和监控等用途。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９１２。
表 １９１２　主要技术指标

测试范围 ０５％ ～９０％ＩＡＣＳ（０２９～５２ｍｓ／ｍ） 分辩率 ０１％ＩＡＣＳ

准确度 ±１％ＩＡＣＳ 提离效应 探头补偿０００４ｉｎ（１００μｍ）

通信方式 ＰＣＵＳＢ 测量数据 可以保存５００多组

厂商名称：北京八零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５１６５８２４６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里 ５栋 ９５号 邮　　编：１００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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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０章　气敏传感器

２０．１　ＢＫＲ３型可燃性气体检测报警仪

ＢＫＲ３型可燃性气体检测报警仪的传感器是采用载体催化原理，运用集成化模拟技术、扩
散式检测方法进行开发的，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携带方便、液晶显示、触摸开关、测量准确、寿

命长、耗电少、防爆结构设计等优点，可广泛应用于工矿企业的安全检测和环境监测。主要技

术指标见表２０１。
表 ２０１　主要技术指标

检测对象 空气中可燃性气体 传感器寿命 ≥４８个月

检测范围 ０％ ～１００％ＬＥＬ 工作电源电压 ３Ｖ（Ｒ６×２）

响应时间 ≤３０ｓ 连续工作时间 ≥８ｈ

测量误差 ≤５％ 适用环境条件
温度：－１０～＋４５℃；

相对湿度：≤９０％ＲＨ

显示方式 ３位液晶数字显示 外形尺寸 １２５ｍｍ×６２ｍｍ×２６ｍｍ

报警误差 ±５％ 重量 ２００ｇ

报警设定值 ２５％ＬＥＬ（可根据用户需要设定） 防爆标志 ＥｘｉａⅡＣＴ６

报警方式
蜂鸣器断续急促声音，红色发光二

极管闪亮

厂商名称：北京市劳保所科技发展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３５２３４０５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５５号 邮　　编：１０００５４

２０．２　ＢＫＧ１８００型固定式安装气体检测探头

ＢＫＧ１８００型可燃性气体检测探头可以将空气中的可燃性气体浓度按正比关系转换成 ４
～２０ｍＡ标准电流信号输出，再通过本公司生产的各种 ＡＰ系列主机（二次仪表）处理，将电流
信号转换成气体爆炸下限浓度的百分比含量，即％ＬＥＬ值显示。

该探头可以连续工作，因而广泛适用于石油化工、化学工业、油田油库、液化气站、煤矿、消

防等行业及其他存在可燃性气体的场所。在一些长期需要连续检测的场所，该探头更能发挥

其卓越的检测作用。

设计特点：４～２０ｍＡ标准电流信号输出，可远距离传输，可以直接进 ＤＣＳ。采用抗中毒催
化燃烧式传感器，灵敏度高、反应迅速。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２０２。

表 ２０２　主要技术指标

检测气体 空气中的可燃性气体和有机蒸气 连线电缆
三芯 屏 蔽 电 缆，截 面 ３ｍｍ ×

１．５ｍｍ引出端压紧螺母 Ｇ３／４

输出信号 ４～２０ｍＡ标准信号三线制输出 环境温度 －４０～＋５０℃

检测范围 ０％ ～１００％ＬＥＬ 环境湿度 ≤９５％Ｒ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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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检测原理 催化燃烧 传感器寿命 ＞３年

检测方式 扩散式采样 外形结构 不锈钢外壳

工作方式 固定式安装连续工作 连线距离 ＞１０００ｍ

工作电源电压 ＤＣ１２～３２Ｖ 防爆标志 ＥｘｄⅡＣＴ６

工作电流 ＜１２０ｍＡ 防爆型式 隔爆型

响应时间 ＜５０ｓ（９０％响应） 防爆合格证编号 ４９６１０７３

检测误差 ≤５％ＦＳ 重量 ＜２．２ｋｇ

厂商名称：北京市劳保所科技发展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３５２３４０５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５５号 邮　　编：１０００５４

２０．３　ＸＯＹ３型氧气检测报警仪

ＸＯＹ３型氧气检测报警仪表采用世界先进的英国 ＣＩＴＹ公司原装进口电化学传感器，运
用集成化模拟技术、扩散式检测方法开发的产品，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携带方便、液晶显示、触

摸开关、测量准确、寿命长、微功耗、防爆结构设计等优点，可广泛应用于工矿企业的安全检测

和环境监测。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２０３。

表 ２０３　主要技术指标

检测对象 空气中的氧气 传感器寿命 ２４个月（英国 ＣＩＴＹ公司原装传感器）

检测范围 ０％ ～２５％ＶＯＬ 工作电源电压 ９Ｖ（６Ｆ２２叠层电池）

响应时间 ≤２０ｓ 连续工作时间 ≥１００ｈ

测量误差 ０．５％ＶＯＬ 适用环境条件
温度：－１０～＋４５℃；

相对湿度：≤９０％ＲＨ

显示方式 ３位液晶数字显示 外形尺寸 １２５ｍｍ×６２ｍｍ×２６ｍｍ

报警误差 ±５％ 重量 ２００ｇ

报警设定值 １８％ＶＯＬ（可根据用户需要设定） 防爆标志 ＥｘｉａⅡＣＴ６

报警方式
蜂鸣器断续急促声音，红色发光二极

管闪亮

厂商名称：北京市劳保所科技发展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３５２３４０５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５５号 邮　　编：１０００５４

２０．４　ＢＳＱ１型钢瓶液化石油气残气报警仪

ＢＳＱ１型钢瓶液化石油气残气报警仪的传感器是采用载体催化原理，运用集成化模拟技
术、泵吸式检测方法进行开发的，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携带方便、液晶显示、触摸开关、测量准

确、寿命长、耗电少、防爆结构设计等优点，适用于工矿企业的安全检测，主要技术指标见

表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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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０４　主要技术指标

检测对象 钢瓶液化石油气残气 传感器寿命 ≥４８个月

检测范围 ０％ ～１％ＶＯＬ 工作电源 可充电电池

响应时间 ≤３０ｓ 连续工作时间 ≥８ｈ

测量误差 ≤５％ 适用环境条件 温度：－１０～＋４５℃；相对湿度：≤９０％ＲＨ

显示方式 ３位液晶数字显示 外形尺寸 １５０ｍｍ×７０ｍｍ×１２０ｍｍ

报警误差 ±５％ 重量 １ｋｇ

报警设定值 ０．４％ＶＯＬ 防爆标志 ＥｘｉａⅡＢＴ４

报警方式 蜂鸣器断续急促声音，红色发光二极管闪亮

厂商名称：北京市劳保所科技发展公司　　　　　　　　　电　　话：（０１０）６３５２３４０５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５５号 邮　　编：１０００５４

２０．５　ＳＳ７型气敏传感器

ＳＳ７型气敏传感器对一氧化碳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良好的选择性，简单的驱动电路，应用于

家庭、环境的一氧化碳探测装置，适宜于一氧化碳、煤气等的探测。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２０５。
表 ２０５　主要技术指标

回路电压 ＡＣ／ＤＣ５Ｖ±０１Ｖ 加热电压（高） ＡＣ／ＤＣ５０Ｖ±０２Ｖ

加热电压（低） ＡＣ／ＤＣ１５Ｖ±０２Ｖ 加热时间（高） ≥４０ｓ

加热时间（低） ９０ｓ±１０ｓ 加热电阻 ３１Ω±３Ω，室温

加热功耗 ＜８５０ｍＷ 体表面电阻 ２～２０ｋΩ

测试温度 ２０℃ ±２℃ ＶＣ：５Ｖ±０１Ｖ 相对湿度 ５５％ ±５％（Ｖｈ：５Ｖ±０１Ｖ）

预热时间 不短于４８ｈ 浓度范围 在１００×１０－４％中，２０～１０００×１０－４％

厂商名称：高斯达实业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７５５）８３３７０２５１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福庆大街鸿图大厦 １６０２室 邮　　编：５１８０３３

２０．６　ＱＭＮ５型气敏元件

ＱＭＮ５型气敏元件是以金属氧化物 ＳｎＯ２为主体材料的 Ｎ型半导体气敏元件，当元件接

触还原性气体时，其电导率随气体浓度的增加而迅速升高。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２０６。

表 ２０６　主要技术指标

加热电压 ＡＣ／ＤＣ５Ｖ±０２Ｖ 响应时间 ≤１０ｓ

回路电压 最大 ＤＣ２４Ｖ 恢复时间 ≤３０ｓ

负载电阻 ２ｋΩ 元件功耗 ≤０７Ｗ

清洁空气中电阻 ≤２０００ｋΩ 检测范围 （５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４％

灵敏度 ≥４（在１０００×１０－４％Ｃ４Ｈ１０中） 使用寿命 ２年

厂商名称：潮阳市新光明电子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２０）８３１９５１４２，０１３９２４０９６７７

地　　区：广东省广州市惠福西路 ２６１号 邮　　编：５１０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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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７　ＪＦ０２Ｅ型气敏传感器检测系统

ＪＦ０２Ｅ型气敏传感器检测系统采用计算机控制下的动态配气方式实现对传感器各类相关
性能指标的测试，消除了传统静态配气带来的方法误差，具备多种参数的灵活检测能力，是敏

感材料、器件、工艺研究和生产检验中不可缺少的专用检测设备。主要特点采用动态配气取代

传统的静态配气测试方法，计算机完成全部相关的测控工作，测试流程可人工设定，并可同时

满足科研、生产需要配用防爆检测气室，测量精度较高多气源配气并支持测试过程中标气的比

对标定。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２０７。

表 ２０７　主要技术指标

测试对象 电化学、催化、热导型气敏传感器 加热形式 无加热、直热式或旁热式

电压测量范围 －２００～＋２００Ｖ 电压分辨力 ０１ｍＶ

加热电压 ０～５Ｖ 测试通道数 １０

最大气体流量 １ 配气准确度 ３％（可标气修订）

配气通道数 ３ 工作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

额定功率 １００Ｗ

厂商名称：昆明贵研金峰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０８７１）８３２９８８９，８３２９５１８

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科技路 ９８８号 邮　　编：６５０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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