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密直线位移传感器,导电塑料

 • 测量行程：12.5mm ~ 3000mm
 • 线性精度：±1%~±0.025%
 • 使用寿命：达5千万次
 • 可以客户定制

应用领域
 • 注塑机、压铸机、塑料机械
 •飞行器运动轨迹控制
 • 内置/外置液压油缸行程
 • 地震记录仪  
 • 夜视摄像仪

38L：测量行程：12.5mm ~150mm
           线性精度:  ±1%~±0.1%
           外圆直径：Ф9.52mm         

50L:   测量行程：25mm~300mm
           线性精度:  ±1%~±0.025%
           外圆直径：Ф12.7mm            
           拉杆、弹簧自复位、双万向节，IP65 ...

34L： 测量行程：25mm~450mm
           线性精度:  ±1%~±0.025%
           外圆直径：Ф19.05mm           
           拉杆、弹簧自复位、双万向节，导线直出，
           航空插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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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直线位移传感器，导电塑料

型号：PTS/PTSS 系列 前端钢珠/滚轮，弹簧自复位，拉杆型，安装简单

测量行程： 25 ~ 75mm
线性精度： ±1% ~±0.1%
信号输出： 电位器分电压
信号转换： 4~20mA，0~10V，±10V
外形尺寸： 18mm x 18mm x L
外壳材料： 铝合金，碱性氧化
移动拉杆：1024不锈钢 

20LHE：直线霍尔原理
量程：10mm， ±1%或±2%精度，
5V供电，1千万次使用寿命，模拟、
PWM输出，46x20.8x37mm，IP5I

PMR：导电塑料电阻式
240°测角，±1.5%精度，
弹簧自复位，5百万次使用寿命
尺寸：41x34x23.37mm，IP66

IWN：电感式
量程：5，10，15mm 
精度：0.5%，0.25%；
输出：0/4~20mA，±10VDC
            0~10VDC
尺寸:  M30x1.5外螺纹，压板安装
保护等级: IP66

                               坚固精巧  
使用寿命：二千五百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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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ry Sensor Vishay Sfernice

ECS，   经济型,导电塑料技术，外径:Ф22.2mm;360°连续
旋转,可选停止位;测量角度:342°;线性度±1%,~±0.35%;电阻
值1K-10K;使用寿命5百万次。用于风电偏航控制、阀门控制。

50SHE， 单圈霍尔非接触,外径:Ф12.7mm,测量角度：
360°线性度：� 0.5%  ，IP51 (或更高等级)，使用寿命5千
万次, 应用：恶劣环境的专业操纵杆，风电场风向标......    

981HE， 霍尔非接触式， D型中空/旋转杆 ,可以选择弹
簧自复位,机械停止位，测量角度360°连续旋转无死区
应用领域： 汽车节气门，驾驶方向盘，油门踏板，升降
机械，倾角，悬吊起重机械控制 ......

631HE,    单圈,霍尔非接触式,面板安装,外径:Ф22.2mm;   
测量角度:360°无死区,线性度:±1%/±0.5%; 保护等级：
IP50,IP67; 使用寿命2千万次 ; 输出信号:模拟电压，PWM; 
铝合金坚固外壳,适合恶劣环境。

ROT SF， 导电塑料，  MIL-R-39023,NFC93-255认证
外径:Ф19.18 mm ~ 76.3mm，线性精度： �1% ~ � 
0.015%， 使用寿命5千万次，可达六联电位器耦合旋转。 
航空飞行器座驾、仪表控制......

34 THE,    10圈，霍尔非接触式,外径:Ф22.2mm, IP 50 或
更高等级, 使用寿命5千万次，供电压5VDC;
输出信号：模拟电压（V supply 1%~99%）, PWM，SPI 
数字接口（14位）可选冗余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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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编码器， TBN/S3， TRN/S3
具有CANopen 安全协议和SIL2认证 

    分辨率： 8192/圈
测量范围： TBN/S3       单圈360º
                     TRN/S3       多圈4096圈
测量精度： � 0.25% 可选 � 0.1%/�0.05%
工作温度： - 40 ºC~ + 85º C
   连接器 ： M12x1 航空插头/线缆
保护等级： IP66/IP69K
技术原理： 霍尔磁感应

SIL2遵循IEC61508；CANopen 安全协议遵循
CiA DS304，版本1.01 

旋转编码器 TRT/S3  
具有PROFINET 和 SIL2 认证

    分辨率： 8192/圈          测量范围： 4096圈
工作温度： - 40 ºC~ + 85º C
     IP地址： 通过PROFINET网络设置 
 LED诊断： 供电压，网络连接正常和出错等
保护等级： IP66
技术原理： 霍尔原理， 非接触

PROFINET遵循 IEC61158/61784，PNO 定义的2.712和
2.722 V2.2；支持1类和3类实时通信；通过PROFLsafe
监控机制，获取SIL2信息。PROFlsafe 安全协议遵循 
版本2.4 （PNO  第 3.192） 

电感位移传感器 

测量行程： 25 ~ 200mm/360mm
线性精度： 0.5%， 0.25%
信号输出： 模拟电流，电压
                     SSI， CANopen，
                     CANopen 安全协议
保护等级:   IP66/IP69K
信号处理：内置/外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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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og I/U

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

     测量行程：25mm~7600mm
     线性精度：<±0.01%
     输出接口： (数字信号：1µm分辨率)
             模拟：0/4~20mA，0~5/10Vdc，±10Vdc
                SSI：24,25,26位，二进制/格雷码
 CANopen：DS-406/3.1，4个位置信号
ProfiBus-DP:  12兆波特率，20个位置和速度信号
   EtherCAT：100兆位/秒，5个位置和速度信号

铝合金/不锈钢外壳•IP67，IP68•内置/外置
承受35兆帕•工作温度：-40°C~+75°C

型
号

：
IW

25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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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线式位移传感器  Cable Type Sensor

测量行程  :  100mm ~ 60000mm
移动速度  :   2,4,6,8,10,12米/秒
线加速度  :  15m/s²-70m/s²
外壳材料  :  铝合金
钢丝直径  :  Ø 0.45mm ~ Ø 1.35mm
工作温度  :  - 20 ºC ~ + 70 ºC
输出信号  :  配置编码器，多种输出信号
保护等级  :  IP54/I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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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C 开关量凸轮编码器  Cam Encoder
可达4路控制开关量输出：
     --  继电器过载保护
     --   PhotoMOS常开继电器
开关量电流：1A 在30Vdc/Vac
             电压：60Vdc/Vac
     响应时间:  30ms  (开/关)

配绝对值编码器
    分辨率：4096位/圈，8192位/圈
测量行程：最大4096圈
信号输出：0/4~20mA，0~10V，±10V，SSI
                     CANopen （ SiL2 证书, safety 协议）

                                                                           IP67/IP69K
                                                                      抗震动和冲击 
应用于动态和静态机械、电厂、风能风轮、起重机
等机械设备。专利保护号：20 2007 016 135.2

NBX倾角传感器  （MEMS技术）
测量倾角 :     � 5º ~ � 90º  单/双轴
    分辨率 :     0.1º/0.01º
绝对精度 :     �  0.5º ， � 0.25º
信号输出 :    CANopen  (SIL2 证书)
                       加速度

NVA65振动传感器   （MEMS技术）
测量范围： ±2  g/轴，  双轴
频率范围:    0.1 ~ 60/100 HZ
    分辨率： 4096/g  (9.81m/s² =1g)
输出接口:    0/4~20mA, CANopen ,继电器
输出信号:    瞬间值，均方根，振幅
外壳尺寸:   100 x 65 x 42 mm 
保护等级： IP67/IP69K

厚膜功率电阻 
•  功率： 300W,600W,800W，1100W
              （环境温度80°C）
•  小尺寸：57mm x 60mm x 15mm
•  无电感：<0.1µH , 重量：83g 
•  电阻范围：0.3 Ω ~ 900KΩ，E24系列
•  绝缘强度：可达12KVRMS 

•  风电涡轮
•  逆变器/变频器
•  电力电子抑制缓冲电路
•  释放电阻  
•  火车机车、医疗设备... 

型号：SWF

上海市浦东大道1139弄1号楼1305室  •  TEL：021 51920513, 62474478  •  FAX：021 50933892  •  sales@fltech.com.cn 

型号: LPS型号：RP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