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

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

适用规格：FJM-MH系列
模拟量输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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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您好！衷心感谢您使用本公司产品，为了让您安全、可靠、准确地使用本产品，请您

在使用本产品前务必仔细阅读本产品使用手册！

　　本产品使用手册详细地介绍了该产品的技术参数、用途、仪器组成、使用操作、注意

事项等。使用前务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以及永久的保证该系列仪表的可靠性和稳定

性。

　　您在实际操作仪表的过程中，一定有新的发现和更切实际的使用方法，您对仪表的

外形、结构、功能也会有独到的见解，我们期盼您的直言不讳，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将

把您的意见转化为动力，投入到完善产品、改进服务等具体行动中去。

　　谢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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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二、 技术参数

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的检测机理基于传感器核心检测元件一 磁致伸缩波导丝与
游标磁环间的魏德曼效应。

测量时，传感器电子仓中的激励模块会在敏感检测元件（磁致伸缩波导丝）所在
的回路两端施加一个激励脉冲，该脉冲以光速在波导丝周围形成周向的安培环
形磁场，该磁场与游标磁环的位置永磁磁场发生耦合作用，在波导丝的表面形成
魏德曼效应扭 转应力波，扭转波以声速（约2830m/s ）由产生点向波导丝的两端
传播，传向末端的扭转波被阻尼器件吸收，传向激励端的信号 则被检波装置接收。
控制模块计算出查询脉冲与接收信号间的时间差，再乘以扭转应力波在波导材
料中的传播速度，即可计算出扭转波发生位置与测量基准点间的距离，实现对游
标磁环位置的 实时精确测量。

磁致伸缩传感器为非接触式，永不磨损，具有高分辨率、高 精度、高稳定性、高可靠
性、响应时间快、工作寿命长等优点。 传感器不用重新标定，也不用定期维护。

FJM-MH系列传感器安装方便环境适应性好，它们在各式各样带有 液压缸的移动
机械设备上都可以高性能使用，且广泛运用于卡车、收割机、铺路机、起重机、碎石
机等工程类及农用机械上。

测量数据           位置（游标磁环）
测量范围            50mm~2500mm,根据客户需要定制
供电电压            9~32Vdc
功         耗            ≤1W
更新时间            2ms
输出形式            电压0.25 ~ 4.75Vdc或0.5~4.5Vdc（最大负载电阻≥10KΩ）
                             电流0 ~ 20mA或4 ~ 20mA（最小/最大负载0/250Ω）
非线性度           ±0.1mm （50~400mm） ; 0.02%F.S （ >400mm ）
滞后精度            <0.1 mm
重复精度            ±0.1mm
分  辨  力            ±0.1mm （50~400mm）;量程 4096 （ >400mm）
工作温度            -409C~ + 105°C
储存温度            -40°C~ + 105°C
温度系数            <30pp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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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温度          -40°C~ + 105°C           储存温度          -40°C~ + 105°C
极性保护           最大-30Vdc                 超压保护           最大36Vdc
电气防护           IP67
耐压能力           35MPa （连续）70MPa （峰值）
出线方式           直出电缆或航空插头
测杆材料           不锈钢304
电子仓材料      不锈钢304
冲击指示           GB/T2423.5 100g ( 11s )
振动指标           GB/T2423.10 25g/10~2000Hz

三、 机械安装指导
外型尺寸

安装方式

安装方式一（紧定螺钉固定）

安装方式二（端盖压紧）

非导磁材料垫圈

紧定螺钉

端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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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说明

注意事项

接线前注意事项

接线方法

1、装配过程中不得拉扯、挤压电缆线。
2、传感器装配的受力区域：

3、传感器装配时在。型密封圈上加润滑剂便于装配。
4、传感器与缸体组装成一体后，尽量避免在缸体上电焊，无法避 免电焊缸体 
    时需注意不得在传感器上产生高电压、形成大电流回 路等形式以至于损
    坏传感器；另外也要注意组装成一体后，缸体 其他生产操作对传感器的影
    响。

认真阅读全部安装说明，防止安装的环境温度、冲击、振动、压 力及尺寸超出
传感器的允许范围；不可使测杆弯曲；切勿使传感 器承受大的冲击；传感器
的电子部件防溅但不能浸没，不可让液 体浸至电子仓。安装完毕，应对电子
仓进行保护处理。

传感器的屏蔽电缆线必须避开大功率电源和其他大噪声干扰源。 用户在接
线前，请检查供电电源是否符合电压及功耗要求。如果 电源不能满足要求，
请更换供电电源以保证传感器能够正常工 作。

直出电缆接线方式：

传感器图示箭头（环形）区域可以用作装配受力区 域，其余位置不得直接敲击，受

力区域可以借助PA或 铜质套筒用橡胶或者木质榔头辅助安装。

四、 电气安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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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脚 线色 针脚/导线功能定义
1 棕 电源电压9~32Vdc

2 白 OVdc

3 绿 输出：mA,Vdc

*电缆屏蔽线接机械地

注：按以上方法排除不了故障，请及时联系我公司售后。

航空插头接线:

针脚定义：N    G
4 3

1 2

(1 )电源电压9~32Vdc

(2)NC

(3)OVdc

(4)输出：mA,Vdc

针脚定义：N    H
(1 )电源电压9~32Vdc

(2)输出：mA,Vdc

(3)OVdc

(4 ) NC

五、 标定

六、 常见故障分析

该传感器在出厂时已经按照用户要求将零点和满量程位置标定 好，在使用过程
中无需调整。为了提高产品的可靠性，传感器没 有提供调校端口。如果用户需要
重新设定零点和满量程值，请与 我公司联系。

输出形式     现象               可能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0~20mA

4~20mA

0.5~4.5Vdc

0.25 ～4.75Vdc

輸出最大值
无磁环或磁环不匹配 检查磁环

传感器工作在末端盲区 调整安装位置

输出最小值 传感器工作在首端盲区 调整安装位置

输出为0
供电电源故障

接线不牢靠

检查电源

检查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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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开箱及检查

1、 开箱前请检查外包装有无变形或破损，并拍照存证作为事后补偿依据。
2、 开箱后请检查内容物有无变形或破损及一切质量问题，并拍照存证作为事后补
      偿依据。
3、 请核对内容物是否与订购内容相符，数量是否正确。
4、 若有以上异常状况请于7日内联系本公司（连同照片），否则恕不无偿给予补换
     货或维修。
5、 装箱附件：
                         a）说明书
                         b）产品合格证 

七、 注意事项：

7.1  传感器为精密仪器，请勿刮花表面。
7.2  本传感器外壳材料是铜镀镍，请勿在强酸强碱性条件下使用。
7.3  传感器使用时，不能有强烈的机械震动，工作环境不应该有强烈的电磁干扰。
7.4  传感器不得私自拆开，如若私自拆开有损坏而导致的一切后果，本公司概不承
         担。
7.5  不能在真空区或防爆区使用该传感器，如产生一切后果由客户本人承担。
        最终解释权由本公司所有。若有疑问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该使用手册仅仅用于提供信息。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保证信息的准确性，但
没有表明或者暗示所描述的产品或服务与实际完全一致。使用手册不能作为保
证书或凭证。所有使用手册的销售、分发受我们的条件、条款的约束。未经许
可不得擅自使用。我们保留在任何时间修改、完善产品的设计和规格而不作任
何通知的权利。

地址：上海市金山工业区夏宁路818弄62号
电话：021-57274400/11               
传真：021-57272066
E-mail:baiqiaoli@feejoy.com

全国服务热线：400-778-0918
www.feejoy.com

飞卓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FEEJOY TECHNOLOGY (SHANGHAI)CO.,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