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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3000

第1章 SY3000旋转机械在线监测保护系统

SY3000 
    ★ 适用各种类型旋转机械长期在线监测保护与故障诊断

    ★ 突破传统，率先将TSI与TDM集成于同一系统框架中

    ★ 全兼容NT6000DCS控制系统，实现旋转机械孤岛控制

    ★ 符合美国石油协会API670标准，通过欧盟CE认证

一、系统简介

   SY3000旋转机械在线监测保护系统可为各种类型的旋转机械运行提供连续的在线参数测量、安全保护和振动故障分析，特别适

合于电力、冶金、石化等行业的现场使用。集状态监测保护(TSI)、在线振动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TDM)于一体，融合了当今最先

进的计算机与通讯技术，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为客户提供最安全的旋转机械保护装置；系统完全兼容NT6000DCS控制系统，科

远集团为你提供一体的DEH、ETS、TSI解决方案，有效提升工业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

1.1 系统结构

   SY3000系统吸取了国内外众多的旋转机械状态监测和振动分析系统的优点，它将TSI与TDM集成于同一框架中，并与NT6000DCS

系统实现无缝连接，成为DCS系统中一个功能子系统。SY3000TSI系统，主控DCS系统，DEH系统三者通过双网冗余的E-net网络连

接，各系统间数据完全共享，形成一套完整的汽轮机孤岛控制系统。SY3000除了可以在自身配置的工程师站完成系统组态和数据

监测(TSI+TDM)功能外，也可以在DCS系统中完成其TSI子系统的组态和数据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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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6000系统体系

DCS系统 DEH系统 TSI+TDM

SY3000系统

E-net

操作员站 操作员站
TSI+TDM
工程师站

DCS
工程师站

   SY3000旋转机械在线监测保护系统TSI部分是由传感器系统，监视器系统，通讯网络与计算机、系统配置软件组成；TDM是在

TSI系统基础上，选配具有瞬态数据采集和管理功能的通讯控制模块、瞬态数据采集I/O模块及振动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软件包组

成。

 

SY3000系统组成

◆计算机与通讯网络

机组一 机组二

◆传感器系统

◆振动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软件

◆通讯控制模块（含瞬态

振动数据采集）

◆监视器系统

SY3000
旋转机械监
测保护装置
选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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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统特点

    ● 模块、监视器种类少，降低备件成本

    SY3000旋转机械在线监测保护系统采用标准的19英寸机箱结构，由电源、通讯控制模块和各种监视器组成，产品设计时尽可

能的减少模块、监视器种类，降低客户备件成本。

    ● 电源、通讯控制模块采用冗余设计，各监视器独立监测工作，最大程度保证机组安全

    SY3000旋转机械在线监测保护系统电源和通讯控制模块(TCM)均采用双冗余设计。监视器独立工作，系统配置完成后，各监

视器不受通讯控制模块(TCM)状态影响。通讯控制模块(TCM)完成瞬态数据高速采集、实时数据集中显示、参数组态、数据通信等

功能，同时实时监测模块的运行状态以及工作参数是否正常。这种集中管理，分散控制的工作方式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 所有模块、监视器均采用工业级芯片，采用多层印刷电路板和SMT制造工艺，为客户提供最可靠的产品

    通讯控制模块(TCM)采用工业级、低功耗RISC双核POWERPC处理器，各种监视器均采用32位工业级处理器。所有的监视器、

模块全部是标准的插入式结构，可支持带电热插拔，符合ISO/DIN标准，具有较强电磁兼容性和抗干扰能力。

    ● 系统兼容国内外不同厂家传感器，并可实现传感器线性校正，通道自诊断功能

    SY3000旋转机械在线监测保护系统可以适应国内外不同厂家的传感器，通过组态软件设置不同的测量对象和传感器参数，并

可对电涡流传感器实现软件线性校正功能。SY3000系统每个通道均有自诊断功能，传感器输入故障，报警自动旁路，有效防止误

动作，提高监视的可靠性。

    ● 智能化继电器管理，可实现通道各种逻辑报警输出

    特有的继电器输出模块，通过组态软件智能化管理SY3000系统内继电器输出状态，可实现通道各种逻辑报警输出。

    ● 与NT6000DCS控制系统集成，提供在线振动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系统

    SY3000旋转机械在线监测保护系统通过通讯控制模块(TCM)最多可高速同步采集32通道瞬态数据，并经过冗余的100M以太网

提供给工程师站，由振动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软件进行处理，实现真正的在线式旋转机械振动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功能。同时，

SY3000旋转机械在线监测保护系统可以作为科远NT6000DCS系统的一个分散数据采集站，由DCS系统完成TSI功能配置，并可在DCS

操作员站完成TSI监测参数的集中监视和记录。

系统主要技术指标

项 目 技 术 指 标

输入信号 位移、速度和加速度传感器信号，过程量及智能仪表的输出信号

测量范围
转速(0～5000)r/min，(0～15000)r/min；振动(0～500)μm，(0～1000)μm；电流(4～20)mA；位
移测量范围视接入传感器量程而定

测试误差
转速≤±1r/min；振动<±1％，分辨率1μm；轴位移、胀差<±1%,分辨率0.01mm；阀位、热膨胀
<±1.5%；其它<±1％

频率分析范围 1/16X-32X，1/4X-128X等

瞬态数据采集 同步采集16或32通道瞬态数据，每个通道采样频率最高为102.4KHz

系统整体功耗 <120W



1.3 系统主要模块、监视器列表

名称 主要功能 尺寸和安装位置 备注

系统框架

系统框架用于安装框架电源、通讯控制模块
和所有的监测器模块。它为SY3000各个模块
之间的互相通讯提供背板总线，并为每个模
块提供所要求的电源。

宽度为19英寸(84Te),高度
为6U，最多可插11个监视器
模块

必选

电源模块
为系统提供电源，可冗余配置。输入：90-
260VAC。

半高模块,只允许安装在框
架左边电源槽位前部分,可
冗余安装

必选

通讯控制模块(TCM)

通讯控制模块(TCM)不仅是SY3000状态监
测、保护系统的网关通讯模块，并且是整个
系统的控制器单元。TCM最高可同步采集32
通道瞬态数据。TCM可进行冗余配置。

半高模块,只允许安装在框
架左边TCM槽位前部分,可冗
余安装

必选

3取2超速保护系统
由3个独立的超速保护监视器组成，快速采
集旋转机械转速信号,在旋转机械运行中提
供超速保护功能。

高度6U,宽度为6Te

振动/位移监视器
4通道监视器，监视旋转机械轴振、轴承振
动(瓦振)、胀差、阀位、轴向位移等其他位
移信号。

高度6U,宽度为6Te 　

键相/偏心/零转速监视器
4通道监视器，监视旋转机械键相、偏心、
零转速信号。

高度6U,宽度为6Te 　

双通道转速监视器
双通道监视器，快速采集两路转速信号，可
以作为旋转机械超速保护通道使用。

高度6U,宽度为6Te

继电器输出模块
16通道继电器输出，为整个系统框架提供继
电器输出常开(闭)节点。

高度6U,宽度为6Te 　

I/O模块
为系统各种模块、监视器提供输入/输出接
线端子，模拟信号调理。

高度6U,宽度为6Te,安装在
机箱后部分I/O模块槽位

注：1U=44.45mm    

    1Te=5.08mm

SY3000
旋转机械监
测保护装置
选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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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3000采用积木式模块方式，用户可以根据现场需求灵活组配。SY3000旋转机械在线监测保护系统的模块包括以下几个：

SY3100 系统框架

SY3210 电源模块

SY3211 电源I/O模块

SY3310 通讯控制模块

SY3310S 通讯模块

SY3320 瞬态数据接口模块

SY3311 通讯控制普通I/O模块

SY3312 通讯控制I/O模块（含16通道瞬态数据同步采集功能）

*SY3313 通讯控制I/O模块（含32通道瞬态数据同步采集功能）

SY3410 超速保护监视器

SY3410L 超速保护监视器（含逻辑表决器，与SY3412配合使用）

SY3411 超速保护监视器普通I/O模块（不含逻辑表决器的I/O模块）

SY3412超速保护监视器I/O模块（含逻辑表决器的I/O模块）

SY3420 振动/位移监视器

SY3421 4通道涡流式传感器I/O模块

SY3421T 4通道涡流式传感器I/O模块（可以提供瞬态数据采集）

SY3422 4通道磁电式速度传感器I/O模块

SY3422T 4通道磁电式速度传感器I/O模块（可以提供瞬态数据采集）

*SY3423 4通道LVDT传感器I/O模块

SY3424 2通道电涡流和2通道LVDT传感器I/O模块

SY3430 键相/偏心/零转速监视器

SY3431 键相/偏心/零转速监视器I/O模块

SY3440 双通道转速监视器

SY3441 双通道转速监视器I/O模块

*SY3510 继电器输出模块 

*SY3511 继电器输出I/O模块

SY3000系统配置软件

SY3000振动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软件包

CCM组态软件

注意

 模块带“*”为非常规产品系列，供货周期较长。



1.4 主要电气指标

    ◆ 输出与接口

    报警输出：模块继电器常开节点输出，容量5A/30VDC或5A/250VAC。

    通信接口：Modbus，100M以太网。

    BNC 输出：各功能模块均有传感器原始信号缓冲输出(50欧姆阻抗设计)。

    模拟输出：各功能模块均有电流(4～20)mA输出。

    ◆ 环境温度

    运行温度：-20～+55℃

    储存温度：-40～+85℃

    湿    度：RH(20～95)%，无冷凝。

    ◆ 电磁兼容性

    IEC 61000-6-2:1999  GB/T 17799.2-2003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试验

    IEC 61000-6-4:1997  GB 17799.4-2001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发射标准

    IEC 61000-4-11:2004  GB/T 17626.11-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

    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IEC 61000-4-2:2001  GB/T 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IEC 61000-4-3:2006  GB/T 17626.3-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IEC 61000-4-4:2004  GB/T 17626.4-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IEC 61000-4-5:2005  GB/T 17626.5-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IEC 61000-4-6:2006  GB/T 17626.6-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IEC 61000-4-8:2001  GB/T 17626.8-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 绝缘性能

    绝缘电阻：大于50MΩ。

    绝缘强度：耐压1500V，历时1分钟，漏电流不超过5mA。

    ◆ 电源

    输入：(90～264)VAC，(47～63)Hz。

    功率：160×2 (W)。

    ◆ 机箱尺寸

     标准型机箱：宽483.3mm×高266.5mm×深286mm。

     重      量：约20Kg。

     安 装 方 式：盘式或柜式安装。

     外 形 尺 寸：见第一章第三节系统框架。

二、SY3000系统配置软件

    通常情况下，SY3000出厂时，其参数都设为缺省值，用户

可根据需要对各模块重新进行参数配置。

    SY3000系统配置软件即用于系统的参数配置。

主要特点：

    1) 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功能强大

    2) 操作简单方便，易学易用

    3) 各模块的参数都可设置，并可保存为配置文件

    4) 电脑上安装配置软件后，通过以太网便可实现系统各监

视器模块参数下载和回传

    5) 为方便管理，保护配置信息，此软件用户在初次下载配

置文件时需导入厂家密钥，并在每次下载时均需输入下载密码

(初始密码：123456)

   振动/位移监视器参数配置界面如图所示，本软件可以对系

统测点各种参数如报警、停机阀值，传感器灵敏度，报警延时

等进行配置。

     客户根据需要，可以选择系统中要下载配置信息的槽位。

    在系统中下载配置参数时，用户需要输入正确的下载密码。

订货指南：

    SY3000系统配置软件:

    ■ 订货代号：SY3000_CFG

SY3000
旋转机械监
测保护装置
选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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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框架

   SY3000系统框架用于安装系统内所有模块和监视器，它包括系统机箱和

系统背板，这种框架结构特别适用于工业环境。系统机箱采用EIA(美国电

子工业协会)的标准装配形式。机箱宽度为19英寸，高度为6U，可配置电源

模块+通讯控制模块＋11个监视器。机箱内有插槽，最左边的位置指定安装

电源和通讯控制模块，其余的插槽可以安装各种监视器。安装时，模块沿

着底板的滑槽插入机箱背板的槽位中，在机箱后面的I/O模块上有输入/输

出信号的接线端子，不需要在机箱内部进行任何接线。

    框架可以由一个电源模块SY3210供电，也可以选择第2个电源模块作为

冗余电源。框架的后面安装各种I/O模块，I/O模块上带有连接传感器/前置器的接线端子，以及其他信号连接端子。

   框架通常已在工厂配置好，用户收到的系统可以直接使用。用户也可以在现场通过配置软件对每个监视器或功能模块进行组

态。没有安装模块的槽位用盲板挡上。

3.1 系统机箱

    系统机箱采用EIA(美国电子工业协会)的标准装配形式。机箱宽度为19英寸，高度为6U。

 

SY3000机箱俯视尺寸图

  

SY3000机箱前视尺寸图 SY3000机柜安装面板开孔尺寸图

3.2 系统背板

   系统背板安装在机箱的中间位置，为SY3000系统提供电源、通讯总线。背板上电源、通讯控制模块(TCM)是固定槽位。SO1-

SO8为瞬态数据采集槽位，当系统配置为TDM时，TCM最高可以同步采集这8个槽位中所有通道的瞬态数据。

 

 

TCM

系统背板槽位分布图

订货指南：

    系统框架(机箱+背板):

    ■ 订货代号：SY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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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模块与监视器

4.1 电源模块

   SY3210电源是半高度模块，必须安装在系统框架左边特殊设计的电源槽位内。

SY3000框架可上下装有一个或两个电源,其中任何一个电源都可给整个框架供电,只要

装有一个电源，拆除或安装第二个电源模块将不影响框架的运行。、

    技术参数：

    输入电源：交流(90～264)VAC，频率(47～63)Hz，保险丝2A

    电源功率：每个模块最大输出160W

    输出指示：当电源工作正常时，OK灯亮 

电源输入保险丝

220V交流电压输入端子

电源模块输出端子

    订货指南：

    电源模块: 

    ■ 订货代号：SY3210

    电源I/O模块：

    电源模块需要与电源I/O模块一起配合使用。

    ■ 订货代号：SY3211

    推荐配置：电源冗余安装，SY3210*2+SY3211

4.2 通讯控制模块

    通讯控制模块(Transmission & Control Module)可对系统内的所有监视器进行通

讯，并通过冗余以太网与NT6000系统融合，使SY3000系统作为整个电厂DCS系统的通

讯子站。TCM不仅是SY3000状态监测、保护系统的网关通讯模块，并且是整个系统的

控制器单元。通过TCM可以配置和组态各个监视器报警值、危险值、量程、测点名称

等参数，配置完毕后，TCM不再影响各监视器的独立运行。

   TCM必须和其配合的I/O模块一起使用，插在框架固定的TCM槽位中，用户可以根

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I/O模块。TCM最多可同步采集32个通道振动瞬态信息，并

通过冗余以太网进行数据上传，供客户端在线故障分析软件使用。TCM每个通道高达

102.4KHz的采样频率，保证了(0～40)KHz振动信号高速采样。

主要功能：

    ■ 可以配置和组态各个监视器报警值、危险值、量程、测点名称等参数，配置完毕后，TCM不再影响各监视器的独立运行。

    ■ 可冗余配置，可与各监视器进行数据通信，实时监测模块的运行状态以及工作参数是否正常。

   ■ 拥有瞬态数据采集功能，最多可同步采集32个通道振动瞬态数据，每个通道高达102.4KHz的采样频率。用户可以组态设置

同步波形采样频率，非同步数据采样在30K带宽下支持800线频谱。

    1024采样点/转×1转

    512采样点/转×2转

    256采样点/转×4转

    128采样点/转×8转

    64采样点/转×16转

    32采样点/转×32转

    ■ 标准Modbus接口，冗余以太网接口，与NT6000DCS系统完全兼容。

    ■ 监视器配置锁设定，系统内所有继电器复位按钮开关。

    ■ 4个发光二极管分别指示通讯模块的工作状态(正常、通讯、主/从、配置)。

名称 颜色 说明

OK 绿 工作指示灯

TX/RX 绿 通讯指示灯

Pri/Standby 绿 主/从工作指示灯

Config 绿 系统配置指示灯

技术参数：

    输入

    单通道键相脉冲输入，接收电涡流传感器、光电传感器

信号。在进行瞬态数据采集时，此键相脉冲可以作为多通道

采集的同步信号，也可以利用系统框架内的键相脉冲作为同

步信号。

    输出

    标准Modbus接口，冗余100M以太网接口。

    显示:

SY3211端子说明图

功耗: 

小于10W

SY3000
旋转机械监
测保护装置
选型样本

1-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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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指南：

    通讯控制模块： 

    ■ 订货代号：SY3310

    通讯控制I/O模块：

   通讯控制I/O模块为全高模块，最多可以与两个通讯控

制模块一起配合使用，为其提供输入输出连接线端子。用

户根据自己需求选择相应的I/O模块。

   (1)普通I/O模块，提供通讯控制模块的输入输出接线

端子，不含瞬态数据采集功能。

    ■ 订货代号：SY3311

   (2)16通道瞬态数据采集I/O模块：可高速同步采集16

通道瞬态数据。

    ■ 订货代号：SY3312

   (3)32通道瞬态数据采集I/O模块：可高速同步采集32

通道瞬态数据。

   ■ 订货代号：SY3313

推荐配置：

不含瞬态数据采集功能，通讯控制模块独立运行：

SY3310(S)+SY3311

含瞬态数据采集功能，通讯控制模块冗余运行：

SY3310(S)+SY3312(SY3313)

                  >>
①，⑤以太网输出接口

②Modbus信号输出接口

③系统继电器复位按钮

④拨码开关(IP地址设置)

                

I/O面板示意图

SY3000
旋转机械监
测保护装置
选型样本

1-131-12

4.3 3取2超速保护系统

   3取2超速保护系统，由2个SY3410监视器和1个SY3410L监视器组成，可安装在框架中任意

相邻的3个槽位。系统能够快速采集旋转机械3路转速信号，在旋转机械运行中为其提供超速

保护功能，可靠性高，响应速度快。一套SY3000系统框架只能含有一套3取2超速保护系统。

    主要功能：

   ■ 每个转速通道能独立响应各类有源或无源转速类传感器，当输入为电涡流传感器时，

监视器提供-24V直流电源给前置器供电。

    ■ 每个通道有报警及危险两路继电器输出，报警延时时间范围为(0～60)s。

   ■ 当对监视器进行配置操作或传感器诊断为故障时，为避免继电器产生误动作，自动旁

路所有输出继电器。

    ■ 输出与转速成比例的电流信号(4～20mA)，具有短路保护功能。

   ■ 每个转速通道的报警值，危险值，量程，测点名称等参数均可通过配置软件或者上位

机组态软件进行设置。图形向导提示操作，使用方便。

   ■ 面板上有7个LED发光二极管，分别指示该通道当前的工作状态(正常、通讯、旁路、

超速报警及危险停机，经逻辑表决后输出的超速报警及危险停机)。

    ■ 经缓冲的传感器信号在前面板上从BNC插头输出。

技术参数：

名称 颜色 说明

OK 绿 工作指示灯

TX/RX 绿 通讯指示灯

BYPASS 绿 旁路指示灯

RL1 红 转速报警继电器动作指示灯

RL2 红 转速停机继电器动作指示灯

RL3(SY3410L) 红 3取2报警继电器动作指示灯

RL4(SY3410L) 红 3取2停机继电器动作指示灯

    输入

    输入传感器类型：电涡流传感器、磁阻式转速传感器(磁阻

式转速传感器输出电压与旋转机械转速和安装间隙有关)

    监测门槛电压：峰峰值500mV

    监测范围

    转速监测范围：(0～15000)r/min 

    输出

    前置器供电：(-23.2～-24)VDC,50mA，输出短路保护

    电流输出：(4～20mA)，±0.5%(25℃)，最大负载500欧姆

    继电器触点容量：5A/30VDC，5A/250VAC 

    显示

报警：

   报警设定：通道满量程内任意2点报警(报警、危险)，建议

危险值大于报警值。

    报警延时：(0～60)秒范围内任意整数，默认0秒。

   报警输出：继电器常开、常闭节点方式输出，接点容量

5A/30VDC 或5A/250VAC。

超速保护系统动作时间：

    在频率高于2000Hz时，小于30ms(包括继电器动作时间)

功耗：

    小于7W



订货指南：

    超速保护监视器：

    ■ 订货代号：SY3410

    超速保护监视器(含表决器)

    ■ 订货代号：SY3410L

    超速保护监视器I/O模块：

    超速保护监视器必须与相应的I/O模块一起使用。

    (1)普通I/O模块，单通道信号报警与危险继电器输出，不含超速保护系统中逻辑表决器。  

    ■ 订货代号：SY3411   

磁阻式转速传感器

Pn
Cn
Vn

VDC

COM
OUT

(-24V)
COMOUT

0.5~1mm

SY3411端子接线说明图

SY3000
旋转机械监
测保护装置
选型样本

1-151-14

(2)含逻辑表决器的I/O模块，单通道信号报警与危险继电器输出，含超速保护系统中三选二逻辑表决器。一个SY3000系统框架中

只能含有一个本I/O模块。

■ 订货代号：SY3412

推荐配置：3取2超速保护系统，SY3410*2+SY3410L+SY3411*2+SY3412

SY3412端子接线说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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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振动/位移监视器

   振动/位移监视器是一个4通道监视器，接收来自位移、速度传感器的信号。通过对这些

信号的处理，它可以完成不同类型的振动和位置测量，并将处理的信号与用户配置的报警值

进行比较。

    振动/位移监视器主要的测量对象有：轴振、轴承振动(瓦振)、轴向位移、胀差、绝对膨胀。

主要功能：

   ■ 监测4通道传感器信号，当输入为电涡流传感器时，监视器提供-24V直流电源给前置

器供电。

   ■ 通过配置软件设置不同的测量对象和传感器参数，并可对电涡流传感器实现软件线性

校正。

   ■ 当对监视器进行配置操作或传感器诊断为故障时，为避免继电器产生误动作，自动旁

路所有输出继电器。

    ■ 每个通道都输出与振动/位移成比例的电流信号(4～20mA)，具有短路保护功能。

   ■ 每个通道的报警值，危险值，量程，测点名称等参数均可通过配置软件进行设置。图

形向导提示操作，使用方便。

   ■ 面板上有14个LED发光二极管，分别指示该通道当前的工作状态(正常，通讯，旁路和

每个继电器的状态)。

   ■ 每个通道可以设置报警及危险两路继电器输出，也可以设置成各通道之间逻辑组合报

警输出，报警延时时间范围为(0～60)s。

    ■ 经缓冲的传感器信号在前面板上从BNC插头输出。

技术参数：

    输入

    输入传感器类型：电涡流传感器、LVDT、磁电式速度传感器

    监测范围

    轴振监测范围：最大1000μm(峰峰值)

    瓦振监测范围：最大500μm(峰峰值)

    位移监测范围：视接入传感器量程而定

    输出

    前置器供电输出：(-23.2～-24)VDC,50mA，输出短路保护

    电流输出：(4～20)mA，±0.5%(25℃)，最大负载500欧姆

    继电器触点容量：5A/30VDC，5A/250VAC 

    显示

名称 颜色 说明

OK 绿 工作指示灯

TX/RX　 绿　 通讯指示灯

BYPASS 绿 旁路指示灯

RL1-RL8 红 继电器动作指示灯

报警:

   报警设定：各通道满量程内任意2点报警(报警、危险)，建

议危险值大于报警值。

    报警延时：(0～60)秒范围内任意整数，默认1秒。

    报警输出：继电器常开节点方式输出，

              节点容量5A/30VDC，5A/250VAC。

功耗

    小于10W

SY3000
旋转机械监
测保护装置
选型样本

1-171-16

订货指南：

    振动/位移监视器：

    ■ 订货代号：SY3420

    振动/位移监视器I/O模块：

    振动/位移监视器必须与相应的I/O模块一起使用。

    (1) 涡流式传感器I/O模块，接入4通道电涡流传感器信号，可以用于监测旋转机械轴振、轴向位移、胀差等。

    ■ 订货代号：SY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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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3421端子接线说明图



    (2) 磁电式速度传感器I/O模块，接入4通道振动速度传感器信号，可以用于监测旋转机械轴承振动(瓦振)。

    ■ 订货代号：SY3422

SY3422端子接线说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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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通道LVDT和2通道涡流式传感器I/O模块，接入2通道LVDT信号和2通道电涡流传感器信号，可以监测两通道绝对膨胀和

两通道轴向位移或胀差。

    ■ 订货代号：SY3424

    推荐配置：用户根据自己需要测量的对象，选择不同I/O模块。

 

1
2
3

1
2
3

Pn
Cn
Vn

VDC

COM
OUT

SY3424端子接线说明图



4.5 键相/偏心/零转速监视器

   键相/偏心/零转速监视器监测四通道电涡流传感器信号，监视两路键相信号、一路偏心和

一路零转速信号。该监视器占用一个槽位，可安装在监视器槽位的任意位置。

   键相信号监测旋转机械轴旋转的周期、相位。通过配置，此键相信号可以作为框架中多通

道瞬态数据采集的同步信号，也可以作为偏心监测、振动监测的整周期采集触发信号。

    偏心通道可以连续监视和测量旋转机械在运行、启动、停止过程中转子偏心的峰峰值。

   零转速通道监测旋转机械在低转速时的转速，当转速低于零转速的报警值时监视器报警。

主要功能：

    ■ 监测4通道电涡流传感器信号，监视器提供-24V直流电源给前置器供电。

    ■ 通过配置软件设置传感器参数，并可对电涡流传感器实现软件线性校正。

    ■ 当对监视器进行配置操作或传感器诊断为故障时，为避免继电器产生误动作，自动

旁路所有输出继电器。

    ■ 输出与所监视的偏心/零转速信号范围成比例的的电流信号(4～20mA)，具有短路保护功能。

   ■ 每个通道的报警值，危险值，量程，测点名称等参数均可通过配置软件进行设置。

图形向导提示操作，使用方便。

   ■ 面板上有10个LED发光二极管，分别指示该通道当前的工作状态(正常、通讯、旁路

和每个继电器的状态)。

    ■ 每个通道可以设置报警及危险两路继电器输出，报警延时时间范围为(0～60)s。

    ■ 经缓冲的传感器信号在前面板上从BNC插头输出。

技术参数：

    输入

    输入传感器类型：电涡流传感器

    监测范围

    偏心监测范围：最大1000μm(峰峰值)

    零转速监测范围：(0～9999)rpm

    输出

    前置器供电输出：(-23.2～-24)VDC，50mA，输出短路保护

    电流输出：(4～20)mA，±0.5%(25℃)，最大负载550欧姆

    继电器触点容量：5A/30VDC，5A/250VAC 

    显示

名称 颜色 说明

OK 绿 工作指示灯

TX/RX 绿 通讯指示灯

OK(CH1,CH2) 绿 键相工作指示灯

BYPASS 绿 旁路指示灯

RL1 红 偏心报警指示灯

RL2 红 偏心停机指示灯

RL3 红 零转速报警指示灯

RL4 红 零转速停机指示灯

报警

   报警设定：各通道满量程内任意2点报警(报警、危险)，建

议危险值大于报警值。

    报警延时：(0～60)秒范围内任意整数，默认1秒。

   报警输出：继电器常开接点方式输出，接点容量5A/30VDC，

5A/250VAC。

功耗

    小于7W

 

SY3000
旋转机械监
测保护装置
选型样本

1-211-20

订货指南：

    键相/偏心/零转速监视器：

    ■ 订货代号：SY3430

    键相/偏心/零转速监视器必须选用I/O模块一起使用。

    键相/偏心/零转速监视器I/O模块：

    ■ 订货代号：SY3431

    推荐配置：键相/偏心/零转速监视器，SY3430+SY3431

SY3431端子接线说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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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双通道转速监视器

   双通道转速监视器可以快速采集旋转机械2路转速信号，在旋转机械运行中为其提供超速

保护功能，可靠性高，响应速度快。该监视器占用一个槽位，可安装在监视器槽位的任意位

置。

主要功能：

    ■ 每个转速通道能独立响应各类有源或无源转速类传感器，当输入为电涡流传感器时，

监视器提供-24V直流电源给前置器供电。

   ■ 每个通道有报警及危险两路继电器输出，也可以设置成各通道之间逻辑组合报警输

出，报警延时时间范围为(0～60)s。

    ■ 当对监视器进行配置操作或传感器诊断为故障时，为避免继电器产生误动作，自动旁

路所有输出继电器。

    ■ 输出与转速成比例的电流信号(4～20mA)，具有短路保护功能。

    ■ 每个转速通道的报警值，危险值，量程，测点名称等参数均可通过配置软件或者上位

机组态软件进行设置。图形向导提示操作，使用方便。

   ■ 面板上有8个LED发光二极管，分别指示该通道当前的工作状态(正常、通讯、旁路和

每个继电器的状态)。

    ■ 经缓冲的传感器信号在前面板上从BNC插头输出。

技术参数：

    输入

    输入传感器类型：电涡流传感器、磁阻式转速传感器(磁阻

式转速传感器输出电压与旋转机械转速和安装间隙有关)

    监测门槛电压：峰峰值500mV

    监测范围

    转速监测范围：(0～15000)r/min 

    输出

    前置器供电：(-23.2～-24)VDC，50mA，输出短路保护

    电流输出：(4～20mA)，±0.5%(25℃)，最大负载500欧姆

    继电器触点容量：5A/30VDC，5A/250VAC 

    显示 

名称 颜色 说明

OK 绿 工作指示灯

TX/RX 绿 通讯指示灯

BYPASS 绿 旁路指示灯

RL1-RL4 红 继电器动作指示灯

报警

   报警设定：通道满量程内任意2点报警(报警、危险)，建议

危险值大于报警值。

    报警延时：(0～60)秒范围内任意整数，默认3秒。

   报警输出：继电器常开节点方式输出，接点容量5A/30VDC

或5A/250VAC。

功耗

    小于7W

SY3000
旋转机械监
测保护装置
选型样本

1-231-22

订货指南：

    双通道转速监视器：

    ■ 订货代号：SY3440

    双通道转速监视器必须选用I/O模块一起使用。

    双通道转速监视器I/O模块：

    ■ 订货代号：SY3441

    推荐配置：双通道转速监视器，SY3440+SY3441

SY3441端子接线说明图

 

磁阻式转速传感器

Pn
Cn
Vn

VDC

COM
OUT

(-24V)
COMOUT

0.5~1mm



4.7 继电器输出模块

   继电器模块为整个框架提供继电器输出常开(常闭)节点，用户通过组态可以将各监视器

的报警信号进行逻辑组合输出。继电器输出模块共有16个继电器，8个为继电器常开节点方

式输出，8个为继电器常开、常闭输出。继电器模块占一个槽位，可任意安装在监视器槽位

上。

主要功能：

    ■ 为整个系统框架提供继电器输出常开(常闭)节点。

    ■ 通过组态可以将各监视器的报警信号进行逻辑组合输出。

   ■ 继电器输出模块上有18个LED灯，前两个为模块状态指示灯分别为(正常、通讯)，其余

16个LED灯分别为继电器状态指示灯。

技术参数：

    输出

    继电器输出：5A/30VDC，5A/250VAC 

    显示

名称 颜色 说明

OK 绿 工作指示灯

TX/RX 绿 通讯指示灯

RL1-RL16 红 继电器动作指示灯

    报警

       报警延时：(0～60)秒范围内任意整数，默认3秒

       报警输出：继电器常开、常闭节点方式输出

    功耗

        小于7W

订货指南：

    继电器输出模块：

    ■ 订货代号：SY3510

    继电器输出I/O模块：

    继电器输出模块必须与继电器输出I/O模块一起使用。

    ■ 订货代号：SY3511

    推荐配置：SY3510+ SY3511

 

I/O面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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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旋转机械在线式振动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系统介绍

   SY3000旋转机械在线状态监测保护系统(TSI+TDM)是集状态监测保护和在线振动分析、诊断管理系统于一体，融合了传感器、

瞬态信号高速采集与处理、计算机应用、专家系统、神经网络等技术的高科技、智能型产品，为机组安全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监

控保护体系。系统通过对机组连续监测和在线式故障分析，实时掌握机组运行状况，为事故征兆的预诊断提供重要的数据资料。

同时对已发生的故障进行快速诊断，及时指出故障原因，提醒运行人员采取必要的措施，为机组的安全运行提供可靠的保障。通

过系统严密的预估机制和专家诊断系统，可有效判断机组有无异常或故障趋势，较准确地预估机组继续运行的可靠时间，使机组

使用寿命最长和意外停机事故最小，避免过剩维修，既保证了机组的安全运行，又能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5.1 系统结构

   SY3000旋转机械在线状态监测保护系统(TSI+TDM)创新地将监测保护装置(TSI)和瞬态数据高速采集器进行一体化设计。在TSI

系统基础上，选配具有瞬态数据采集和管理功能的通讯控制模块、瞬态数据采集I/O模块、计算机及振动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软件

包，便可使得每个基本TSI框架具备16或32通道在线振动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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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监测保护与振动分析及故障诊断系统结构示意图



   多台机组的状态监测保护及故障诊断系统可联网组成分布式监测网络，系统可与电厂现有的MIS/SIS进行通讯，实现数据传

输，管理/运行人员可以方便地实现对主机或重要辅机进行全方位监测。多机系统网络结构如下。

 
MIS/SIS 远程监视站

MIS/SIS 网络

internet
/拨号网络

远程工程师站
远程监测、诊断中心

打印机

工程师站
（上位机）

#1汽机状态监测保护及诊断系统

交换机

。。。。。
SY3000系统

#2汽机状态监测保护及诊断系统 #N 辅机状态监测保护及诊断系统

TSI +TDM

交换机

多机系统及网络结构

5.2 系统功能特点

   在线式振动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系统(TDM)是科远集团借鉴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成果，专门针对火电机组等大型旋转机械设备

的特性和运行工况而研究开发的产品，该系统集成了专家系统、神经网络技术，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实现机组运行状态在线

监测、振动状态监测、历史数据存储与管理、故障诊断等功能。系统全中文界面，功能丰富，操作简单，为旋转机械振动状态监

测及故障诊断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工具，代表了国内领先水平。

    系统功能特点如下：

    ● Windows操作平台，全中文菜单

    ● 实时监测并存储轴振、瓦振、轴向位移、胀差、转速、矢量等机组各种状态信号

    ● 大容量历史数据库管理

    ● 强大的分析功能，瞬态、稳态和报警状态下丰富的实时图表

       时域分析：概貌图、时域波形、数据列表、棒图、幅值趋势图、轴心轨迹

       频域分析：频谱、相位、瀑布图、二维全息谱

       变速及趋势分析：级联图、波德图、极坐标、趋势分析图

    ● 先进的故障诊断软件包、专家系统，在线/离线故障诊断

    ● 动平衡计算

    ● 灵活的系统参数在线设置，丰富的报表及图形打印功能

    ● 事故追忆及报警档案存储

推荐配置：

    软件：SY3000振动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软件包

    订货代号：SY3000_TDM

    硬件：16/32通道振动信号同步采集I/O模块

    订货代号：SY3312/SY3313

SY3000
旋转机械监
测保护装置
选型样本

1-2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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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SYZ系列旋转机械监测仪表

概述

    SYZ系列产品能单独地测量旋转机械的各种状态参数，包括转速，轴向位移、胀差、轴振、瓦振和撞击子击出等参数。SYZ系

列仪表采用基于CORTEX-M4的飞思卡尔高性能嵌入式处理器和16位的数字采集芯片，更快、更稳地对信号进行处理及分析。

    SYZ系列仪表产品采用标准的仪表外壳，现场采用盘装式的安装方式，可广泛地应用于电力、冶金、钢铁、石化等各个行业。

适用于汽轮机、水轮机、发电机、燃气轮机、压缩机、风机、泵类等旋转机械的监视和保护。

产品列表

    SYZ系列产品目前包括以下产品种类，未来还将推出其他的仪表以适应各种旋转机械的监测和保护需求。已有产品种类包括：

    SYZS1型转速监测仪表(单通道)

    SYZS2型撞击子监测仪表

    SYZV1型轴振监测仪表(双通道)

    SYZV2型瓦振监测仪表(双通道)

    SYZP1型轴向位移/胀差监测仪表(双通道)

    SYZP2型行程（LVDT）监测仪表(双通道)

    SYZE1型偏心监测仪表(单通道)

通用参数及性能

    ◆ 输出与接口

    报警输出：模块继电器常开接点输出，容量5A/30VDC或5A/250VAC

    模拟输出：除撞击子通道外，其他通道均有4～20mA电流输出

    ◆ 环境温度

    使用环境：周围无腐蚀性、无强磁场等场合；

    使用温度：-20～65℃；

    储存温度：-30～65℃；

    相对湿度：20～90%(无冷凝)

    ◆ 电磁兼容

    GB/T 17626.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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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7626.4-2008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2008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8-2008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11-2008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 按键

    仪表面板上设置了五个按键，用于设置参数、切换显示及复位继电器状态等。

    ◆ 电源

    接受输入电压：(90～264)VAC

    输入电压频率：(47～63)Hz

    每个仪表的功耗小于10W

    ◆ 外形尺寸

    采用标准的盘装式工业仪表机箱，

    外形尺寸：宽160mm×高80mm×深170mm

    安装方式：盘装式

    面板开孔尺寸：152mm×76mm

一、SYZS1型转速监测仪表

1.1 产品概述

    SYZS1型转速仪表能根据被测对象的转速高低以等精度测频法对转速进行测量。用

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在现场通过按键对齿轮数、接入信号类型、报警值等参数进行

设置。SYZS1型转速监测仪表可配接磁阻式传感器或者电涡流传感器。本仪表主要用于

转速的监测和报警。

1.2 主要功能

    ■ 自动保存报警后的峰值

    ■ 长期保存设置参数，失电不丢失

    ■ 通过设置实测轴和被测轴的转速比系数，自动计算被测

轴转速值

    ■ 继电器的延时时间可配置，并可以设置是否保持动作状态

    ■ 上电30秒内锁定继电器报警功能

    ■ 传感器断线检测

1.3 技术参数

    ■ 输入信号：磁阻式转速传感器信号或者电涡流传感器信号；

    ■ 显示方式：4位0.5英寸红色LED数字显示；

    ■ 测量范围：0.25～15000转/分；测量精度：0.01%±1rpm；

    ■ 测速齿轮：设定范围1～250齿，默认60齿；

    ■ 传动系数：实测轴范围1～250齿，被测轴范围1～250齿；

默认均为60齿

    ■ 电流输出：对应量程线性输出4～20mA；

       准确度：±0.5%(25℃)；最大负载：500Ω；

    ■ 报警设定：上限2级，并在满量程范围内任意设定；

    ■ 报警输出：LED指示灯，继电器常开接点闭合输出，容量

5A/DC30V， 5A/AC250V，继电器延时可配置，默认3s；

1.4 订货代号

    SYZS1型仪表各项参数均可以现场编程确认，订货确认可

以参考以下参数：

    SYZS1-A□□-B□□-C□□

    传感器选择：

           A□□

                ※01：SYCS磁阻式转速传感器

                  02：SYSE系列电涡流传感器

    量程选择：

           B□□

                  01：0～4000 rpm

                ※02：0～5000 rpm

                  03：0～8000 rpm

                  04：0～10000 rpm

                  05：0～12000 rpm

                  06：0～15000 rpm

    复位方式选择：

           C□□

                ※01：自动复位

                  02：手动复位

    注意：

    如果有特殊要求可在订货时确认，“※”项为默认配置。



SYZ系列
旋转机械监
测保护装置
选型样本

2-052-04

1.5 端子接线

 

0.5~1mm

DO2+DO1+AO+VP SHLDC AO- DO1- DO2- PENC

电流输出 报警 停机(-24V)

VTCOMOUT

三芯屏蔽电缆

高频电缆
（延长电缆）

OUTCOM VDC

信号输入

停机开关量接点输出
报警开关量接点输出

L

电流4~20mA输出

AC220V

N
磁阻式转速传感器

转速传感器

二、SYZS2型撞击子监测仪表

2.1 产品概述

   SYZS2型撞击子监测仪表利用非接触磁感应测量原理测量旋转机械的转速

和撞击子状态，平时用于连续监视和测量旋转机械装置的转速。当旋转机械的

速度超过一定值时，仪表监测撞击子是否已经击出，同时能够记录撞击子击出

瞬间的转速值并保存在存储设备中。SYZS2型需要配接三个传感器，一个磁阻

式传感器或者一个电涡流传感器用于测量转速，另外两个PNP型接近开关用于

监测撞击子是否击出。

2.2 主要功能

    ■ 转速信号可以接收磁阻式传感器和电涡流式传感器信号

    ■ 自动记录并保存撞击子击出时的转速值

    ■ 通过按键可以设置转速报警、电流输出对应量程、继电

器延时等参数，保存设定参数，失电不丢失

    ■ 一键查看转速峰值和撞击子击出时转速

    ■ 上电30秒内锁定继电器输出，

2.3 技术参数

   ■ 输入信号：转速信号接收磁阻式传感器信号或者电涡流

传感器信号，撞击子接收PNP型接近开关传感器信号；

    ■ 显示方式：4位0.5英寸红色LED数字显示；

    ■ 测量范围：0.25～15000转/分；测量精度：0.01%±1rpm；

    ■ 测速齿轮：设定范围1～250齿，默认60齿；

   ■ 传动系数：实测轴范围1～250齿，被测轴范围1～250

齿；默认60齿

    ■ 电流输出：对应量程线性输出4～20mA；

    准确度：±0.5%(25℃)；最大负载：500Ω；

    ■ 报警设定：上限2级，并在满量程范围内任意设定；

    ■ 报警输出：LED指示灯，继电器常开接点闭合输出，容量

5A/DC30V， 5A/AC250V，继电器延时可配置，默认3s；

2.4 订货代号

   SYZS2型仪表各项参数均可以现场编程确认，若订货确认可

以参考以下参数：

    SYZS2 -A□□-B□□-C□□

    转速传感器选择：

            A□□

                 ※01：SYCS磁阻式转速传感器

                   02：SYSE系列电涡流传感器

    量程选择：

            B□□

                   01：0～4000 rpm

                 ※02：0～5000 rpm

                   03：0～8000 rpm

                   04：0～10000 rpm

                   05：0～12000 rpm

                   06：0～15000 rpm

    复位方式选择：

            C□□

                 ※01：自动复位

                   02：手动复位  

    注意：

    如果有特殊要求可在订货时确认，“※”项为默认配置

SYZS1型转速监测仪表接线说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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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端子接线

 

AC220V

(-24V)

VTCOMOUT

三芯屏蔽电缆

高频电缆
（延长电缆）

OUT COM VDC

信号输入

转速报警开关量接点输出
转速停机开关量接点输出

＃撞击子2 2＃

电流4~20mA输出

1#撞击子报警开关量接点输出
2#撞击子报警开关量接点输出

撞击子＃1

 撞击子打出后δ2=1.0~2.0mm
1＃ PNP型接近开关

PNP型接近开关

（螺纹M12×1）

（螺纹M12×1）

AO+P V DO1+ DO2+SHLDC AO- DO1- DO2- PENC

转速传感器 电流输出 报警 停机

报警 停机接近开关1 接近开关2

磁阻式转速传感器

0.5~1mm

N L

三、SYZV1型轴振监测仪表

3.1 产品概述

   SYZV1型轴振动监测保护仪表是监视旋转机械转子的轴的径向振动，该型号仪表

可以同时接收两路轴振信号。

3.2 主要功能

    ■ 输入电源保护功能

    ■ 通过按键可以设置超限报警、电流输出对应量程、继电

器延时等参数

    ■ 设定后的参数失电不丢失

    ■ 传感器断线检测

    ■ 上电30秒内锁定继电器输出，信号异常后自动旁路

3.3 技术参数

    ■ 输入信号：电涡流传感器电压信号

    ■ 显示方式：3位0.5英寸红色LED数字显示，分辨率1μm；

    ■ 测量范围： 0～500μm，测量振动峰峰值；测量精度：

±0.5％；

    ■ 电流输出：对应量程线性输出4～20mA；

       准确度：±0.5%(25℃)；最大负载：500Ω；

    ■ 报警设定：上限2级，并在满量程范围内任意设定；

    ■ 报警输出：LED指示灯，继电器常开接点闭合输出，容量

5A/DC30V， 5A/AC250V，继电器延时可配置，默认3s；

3.4 订货代号

   SYZV1型仪表各项参数均可以现场编程确认，若订货确认可

以参考以下参数：

    SYZV1 -A□□-B□□-C□□-D□□

    传感器选择：

            A□□

                ※01：SYSE08系列电涡流传感器

                  02：SYSE11系列电涡流传感器

    量程选择：

            B□□

                  01：0～200 μm

                ※02：0～300 μm

                  03：0～500 μm

    复位方式选择：

            C□□

                ※01：自动复位

                  02：手动复位

    继电器逻辑：

             D□□

    注意：

    如果有特殊要求可在订货时确认，“※”项为默认配置。 

代号 工作方式
继电器逻辑

继电器1 继电器2 继电器3 继电器4

※01 双通道独立 A通道报警 A通道停机 B通道报警 B通道停机

  02 双通道逻辑
A通道报警
或B通道报
警

A通道报警
与B通道报
警

A通道停机
或B通道停
机

A通道停机
与B通道停
机

SYZS2型撞击子监测仪表接线说明图



SYZ系列
旋转机械监
测保护装置
选型样本

2-092-08

 

AC220V

（延长电缆）
高频电缆

报警A开关量接点输出
停机A开关量接点输出

4~20mA电流输出A

保护套
（延长电缆）
高频电缆

信号输入
三芯屏蔽电缆

OUT COM VDC

停机B开关量接点输出

4~20mA电流输出B
报警B开关量接点输出

(-24V) N L

3.5 端子接线 四、SYZV2型瓦振监测仪表

4.1 产品概述

   SYZV2型瓦振动监测保护仪表是监视旋转机械轴承的绝对振动幅度，该型号仪表

配接SYMT系列振动速度传感器，可以同时接收两路瓦振信号。

4.2 主要功能

    ■ 输入电源保护功能

    ■ 通过按键可以设置超限报警、电流输出对应量程、继电

器延时等参数

    ■ 设定后的参数失电不丢失

    ■ 上电30秒内锁定继电器输出，信号异常后自动旁路

4.3 技术参数

    ■ 输入信号：磁电式速度传感器

    ■ 显示方式：3位0.5英寸红色LED数字显示，分辨率1μm；

   ■ 测量范围：0～500μm，测量振动峰峰值；测量精度：

±0.5％；

    ■ 电流输出：对应量程线性输出4～20mA；

       准确度：±0.5%(25℃)；最大负载：500Ω；

    ■ 报警设定：上限2级，并在满量程范围内任意设定；

   ■ 报警输出：LED指示灯，继电器常开接点闭合输出，容量

5A/DC30V， 5A/AC250V，继电器延时可配置，默认3s；

4.4 订货代号

   SYZV2型仪表各项参数均可以现场编程确认，若订货确认可

以参考以下参数：

    SYZV2 -A□□-B□□-C□□-D□□

    灵敏度选择：

            A□□

                ※01：20 mV/mm/s

                  02：30 mV/mm/s

                  03：50 mV/mm/s

    量程选择：

            B□□

                ※01：0～200 μm

                  02：0～300 μm

                  03：0～500 μm

    复位方式选择：

            C□□

                ※01：自动复位

                  02：手动复位

    继电器逻辑：

             D□□

    注意：

    如果有特殊要求可在订货时确认，“※”项为默认配置。 

代号 工作方式
继电器逻辑

继电器1 继电器2 继电器3 继电器4

※01 双通道独立 A通道报警 A通道停机 B通道报警 B通道停机

  02 双通道逻辑
A通道报警
或B通道报
警

A通道报警
与B通道报
警

A通道停机
或B通道停
机

A通道停机
与B通道停
机

SYZV1型轴振监测仪表接线说明图



SYZ系列
旋转机械监
测保护装置
选型样本

2-112-10

4.5 端子接线

 

AC220V

或水平

安装螺钉
(深10mm)

4~20mA电流输出A

停机A开关量接点输出

报警A开关量接点输出

停机B开关量接点输出
报警B开关量接点输出

4~20mA电流输出B

A通道信号输入
二芯屏蔽电缆

磁电式
速度传感器

磁
电
式

速
度
传
感
器

停机B报警B

停机A报警A电流输出A

NC PEDO2-DO1-AO1-V1 SHLD DO2+DO1+C1NC AO1+

振动速度传感器A

振动速度传感器B 电流输出B N L

五、SYZP1型轴向位移/胀差监测仪表

5.1 产品概述

   SYZP1型轴向位移/胀差监测保护仪表是监视旋转机械内部转子相对于固定

位置的位移变化量，该型号仪表可以同时接收两路电涡流传感器信号。

5.2 主要功能

    ■ 输入电源保护功能

   ■ 通过按键可以设置超限报警、电流输出对应量程、继电

器延时等参数

    ■ 设定后的参数失电不丢失

    ■ 上电30秒内锁定继电器输出，信号异常后自动旁路

    ■ 零位校正功能，保证机械零位和仪表零位一致

    ■ 传感器断线检测

5.3 技术参数

    ■ 输入信号：电涡流传感器电压信号

    ■ 显示方式：带符号3位0.5英寸红色LED数字显示，分辨

率0.01mm；

    ■ 测量范围：最大±10mm；测量精度：±0.5％；

    ■ 电流输出：对应量程线性输出4～20mA；

       准确度：±0.5%(25℃)；最大负载：500Ω；

    ■ 报警设定：上限2级，并在满量程范围内任意设定；

    ■ 报警输出：LED指示灯，继电器常开接点闭合输出，容量

5A/DC30V， 5A/AC250V，继电器延时可配置，默认3s；

5.4 订货代号

   SYZP1型仪表各项参数均可以现场编程确认，若订货确认可

以参考以下参数：

    SYZP1 -A□□-B□□-C□□-D□□-E□□-F□□

    测量类型：

            A□□

              ※01：轴向位移

                02：胀差

    传感器选择：

            B□□

                01：SYSE08系列电涡流传感器

              ※02：SYSE11系列电涡流传感器

                03：SYSE25系列电涡流传感器

     量程选择：

            C□□

              ※01：-2.00～+2.00 mm

                02：-3.00～+3.00 mm

                03：-5.00～+5.00 mm

                04：-10.00～+10.00 mm

                05：-3.00～+5.00 mm

                06：-4.00～+6.00 mm

    复位方式选择：

            D□□

              ※01：自动复位

                02：手动复位

    探头安装方式：

            E□□

                01：趋近式安装

              ※02：远离式安装

    继电器逻辑：

            F□□

SYZV2型瓦振监测仪表接线说明图

代号 工作方式
继电器逻辑

继电器1 继电器2 继电器3 继电器4

※01 双通道独立 A通道报警 A通道停机 B通道报警 B通道停机

  02 双通道逻辑
A通道报警
或B通道报
警

A通道报警
与B通道报
警

A通道停机
或B通道停
机

A通道停机
与B通道停
机



SYZ系列
旋转机械监
测保护装置
选型样本

2-132-12

 

正方向正方向

远离式安装 趋近式安装

轴轴

被测面 被测面

    注释：

    趋近式安装：当被测面正向移动时，被测面与探头的距离减小，前置器输出电压绝对值减小。 

    远离式安装：当被测面正向移动时，被测面与探头的距离增大，前置器输出电压绝对值增大。

5.5 端子接线

 

AC220V
检测盘

轴

（延长电缆）
高频电缆

报警A开关量接点输出
停机A开关量接点输出

4~20mA电流输出A

保护套
（延长电缆）
高频电缆

信号输入
三芯屏蔽电缆

OUT COM VDC

停机B开关量接点输出

4~20mA电流输出B
报警B开关量接点输出

(-24V)

N L

六、SYZE1型偏心监测仪表

6.1 产品概述

SYZE1型偏心监测仪表为单通道偏心测量监测仪表。该仪表是监视旋转机械内部转子在启停过程中的绕度（偏心），该型号仪表可

以同时接收两路电涡流传感器信号，一路接收键相信号，一路接收测量转子的偏心信号。

6.2 主要功能

    ■ 输入电源保护功能

   ■ 通过按键可以设置超限报警、电流输出对应量程、继电

器延时等参数

    ■ 设定后的参数失电不丢失

    ■ 上电30秒内锁定继电器输出，信号异常后自动旁路

    ■ 零位校正功能，保证机械零位和仪表零位一致

    ■ 传感器断线检测

6.3 技术参数

    ■ 输入信号：电涡流传感器电压信号

    ■ 显示方式：带符号4位0.5英寸红色LED数字显示，分辨

率1μm；

    ■ 测量范围：0～1000μm；测量精度：±1.0％； 

    ■ 电流输出：对应量程线性输出4～20mA；

       准确度：±0.5%(25℃)；最大负载：500Ω；

    ■ 报警设定：上限2级，并在满量程范围内任意设定；

    ■ 报警输出：LED指示灯，继电器常开接点闭合输出，容量

5A/DC30V， 5A/AC250V，继电器延时可配置，默认3s；

6.4 订货代号

   SYZE1型仪表各项参数均可以现场编程确认，若订货确认可

以参考以下参数：

    SYZE1 -A□□-B□□-C□□

    传感器选择：

            A□□

              ※01：SYSE08系列电涡流传感器

                02：SYSE11系列电涡流传感器

    量程选择：

            B□□

              ※01：0～200μm

                02：0～500μm

                03：0～1000μm

    复位方式选择：

            C□□

              ※01：自动复位

                02：手动复位

SYZP1型轴向位移/胀差监测仪表接线说明图



 SY系列
旋转机械监
测保护装置
选型样本

2-14

6.5 端子接线

 

偏心信号输入

三芯屏蔽线

键相信号输入

键相
探头

偏心探头

VDC

(-24V)
COMOUT

AC220V

报警开关量接点输出
停机开关量接点输出

4~20mA电流输出A

N L

3-01

第3章 SY系列旋转机械监测传感器

一、SYSE系列电涡流传感器

前置器型号 SYSE08 SYSE11 SYSE16 SYSE25

探头直径(mm) Φ8 Φ11 Φ16 Φ25

线性范围(mm) 2 4 8 16

灵敏度(v/mm) 8 4 2 1

频响范围(-3dB) 0~5000Hz

灵敏度误差(%) ≤±3.0

示值线性度(%) ≤±2.0

零值误差(%) ≤±1.0

温漂(%/℃) ≤±0.1

探头工作温度(℃) -10~100

前置器工作温度(℃) -10~60

工作电压(VDC) -22~-26

工作电流(mA) ＜25

默认螺纹规格(mm) M10×1 M14×1.5 M22×1.5 M30×1.5

注意： 1.如对温度有特殊要求，可定制-20℃～200℃；
       2.螺纹规格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SYZE1型偏心监测仪表接线说明图

1.1 产品概述

    SYSE系列电涡流传感器是用来测量探头与被测物体之间相对静态和动态位移的一种非

接触式传感器。它具有灵敏度高、测量范围宽、抗干扰能力强、不受油污等介质影响、实

现非接触测量等优点，且能在油、气、水等恶劣环境下工作，因此在电力、石化、冶金等

各种环境下运行的旋转机械在线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中得到广泛应用。

1.2 技术参数

    SYSE系列电涡流传感器主要技术参数如下表中所示：

                                               SYSE系列电涡流传感器技术参数表



 SY系列
旋转机械监
测保护装置
选型样本

3-033-02

1.3 订货指南

    1.3.1  订货代号

    探头直径选择：

    (A) □□ (直接填写探头直径，单位为mm)

            08：探头直径8 mm

            11：探头直径11 mm

            16：探头直径16 mm

            25：探头直径25 mm

    探头安装方式选择：

    (B) □□

          ※01：标准

            02：反装(特殊定制)

    注意：25mm直径探头无反装安装方式的选择。

    探头总长度选择：

    (C) □□□ (直接填写探头总长度，单位为mm，默认值

为60mm)

    注意：总长度在30~300mm范围内选择。

    无螺纹长度选择：

    (D) □□ (直接填写无螺纹长度，单位为mm，默认值为3mm)

    螺纹规格选择：

    (E) □□

            01： M10×1 

            02： M14×1.5

            03： M16×1.5

            04： M22×1.5

            05： M30×1.5

            06： M30×2

            07： 特殊定制

    延长电缆线长度选择：

    (F) □□

          ※01：5m

            02：1+4m

            03：9m

            04：1+8m

    前置器安装方式与线缆铠装选择：

    (G) □□

          ※01：无铠装导轨式

            02：有铠装导轨式

            03：无铠装盘装式

            04：有铠装盘装式

    注意：

    1、选型时，请按“□”从左至右顺序依次选择；

   2、如对探头总长度和无螺纹长度有特殊要求，请在订货时

说明；

    3、特殊长度可以选用螺杆嵌套安装方式，请在订货时说明；

   4、对特殊定制项，请在订货时说明；无特殊要求，厂家按

默认值和“※”项生产。

1.3.2  综合举例

   订货代号为SYSE08-01-060-03-01-02-02的产品是指8mm

标准探头、总长度60mm、无螺纹长度3mm、螺纹规格M10×1

导轨式安装且配1+4m铠装延长电缆线的SYSE系列电涡流传感

器。

1.4 外形及安装尺寸图

    1.4.1  SYSE系列电涡流传感器前置器

导轨式前置器尺寸图(单位：mm) 盘装式前置器尺寸图(单位：mm)

    1.4.2  SYSE系列电涡流传感器探头

    1.4.2.1  8mm探头

    8mm标准探头

 

SYSE系列电涡流传感器8mm标准探头外形及安装尺寸图(单位：mm)

    8mm反装探头

 

SYSE系列电涡流传感器8mm反装探头外形及安装尺寸图(单位：mm)

    1.4.2.2  11mm探头

    11mm标准探头

 

SYSE系列电涡流传感器11mm标准探头外形及安装尺寸图(单位：mm)



 SY系列
旋转机械监
测保护装置
选型样本

3-053-04

    11mm反装探头

 

SYSE系列电涡流传感器11mm反装探头外形及安装尺寸图(单位：mm)

    1.4.2.3  25mm探头

 

SYSE系列电涡流传感器25mm探头外形及安装尺寸图(单位：mm)

    注意：

    安装时注意如下事项

    1、将探头、延长电缆和前置器三者顺序连接起来；

    2、调整探头安装位置，使前置器输出电压位于输出特性曲线线性段的中点，即－11.5V±5%左右，便可开始测量；

    3、被测金属表面应平整、光滑、无残留磁场，在3倍探头直径的径向范围内不得有非被测物体存在。

二、SYMT系列振动速度传感器

2.1 产品概述

    SYMT系列振动速度传感器是惯性式传感器，利用电磁感应原理把振动信

号变化成电压信号，该电压值正比于振动速度值，高信噪比低输出阻抗的优

点应用十分广泛。该振动速度传感器与振动、烈度表配接后，可以测量各种

振动位移、速度等。轴承支撑的转子的振动会足够大的传送到轴承座上，安

装在轴承座上的速度传感器，由内部运动线圈切割磁力线输出电压信号给检

测仪表，用于对机械故障进行预测和报警。

2.2 技术参数

    SYMT系列振动速度传感器的主要技术参数如下表中所示：

    SYMT系列振动速度传感器技术参数表

产品型号 SYMTB-20/SYMTB-30 SYMTV(H)-20/ SYMTV(H)-30/ SYMTV(H)-50

测量方向 双向 垂直或水平

灵敏度
20mv/mm/s  
30mv/mm/s

20mv/mm/s 
30mv/mm/s 
50mv/mm/s

频响范围(-3dB) 10～1000Hz
10～1000Hz
5～100Hz 
10～500Hz

振幅限位 ±1 mm ±1 mm

线性误差 <±3% <±3%

工作温度范围 -20℃～100℃ -20℃～100℃

外形尺寸 Φ30×70mm Φ33×65mm

安装方式
M8×1/ M10×1
螺母安装

M8×1/ M10×1螺母安装/圆中心线上均布3个M5螺
孔法兰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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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订货指南

    2.3.1  订货代号

     

    测量方向选择：

    (A) □

       B：双向

    ※ V：垂直

       H：水平

    灵敏度选择：

    (B) □□

    ※ 20：20mv/mm/s

       30：30mv/mm/s

       50：50mv/mm/s 

    连接方式选择：

    (C) □□

    ※ 01：航空插头连接方式

       02：特殊定制

    安装方式选择：

    (D) □□

    ※ 01：螺母安装

       02：法兰安装

    螺纹长度选择： 

    (E) □□ (直接填写螺纹长度，单位为mm，默认值为

10mm)

    注意：当D项“安装方式选择”为“法兰安装”时，E项“螺

纹长度选择”填写“00”。

    螺纹规格选择：

    (F) □□

      01： M8×1

    ※02： M10×1 

      03： 特殊定制

    注意：当D项“安装方式选择”为“法兰安装”时，F项“螺

纹规格选择”填写“00”。

    电缆线长度选择：

    (G) □□ (直接填写电缆线长度，单位为m，默认值为3m)

    铠装选择：

    (H) □□

    ※01：无铠装

      02：有铠装

    注意：

    1、选型时，请按“□”从左至右顺序依次选择；

    2、如对螺纹长度和电缆线长度有特殊要求，请在订货时说

明；

    3、对特殊定制项，请在订货时说明；无特殊要求，厂家按

默认值和“※”项生产。

    2.3.2  综合举例

    订货代号为SYMTV-20-01-01-10-02-03-01的产品是指灵

敏度为20mv/mm/s 、螺纹长度10mm规格M10×1、螺母安装、

3m无铠装线航空插头连接的垂直方向测量的SYMT系列振动速度

传感器。

2.4 外形及安装尺寸图

    2.4.1  SYMT系列振动速度传感器螺母安装

 

振动速度传感器

SYMT系列振动速度传感器螺母安装方式外形及安装尺寸图(单位：mm)

    2.4.2  SYMT系列振动速度传感器法兰安装

 

振动速度传感器

SYMT系列振动速度传感器法兰安装方式外形及安装尺寸图(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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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YCS磁阻式转速传感器 

3.1 产品概述

    SYCS磁阻式转速传感器内装永久磁钢，在其端面磁头处形成磁场，一旦该处磁阻

发生变化，传感器内部线圈即能感应输出相应的交流电压信号。传感器可安装在径向

或轴向，传感器端面距齿枯(气隙)1mm左右，距离越小，感应出的输出信号就越大，

传感器输出为双芯屏蔽线。SYCS磁电式传感器采用了新型工艺和特殊材料，其灵敏度

优于国内同类产品。

3.2 技术参数

    3.2.1  线圈电阻

    高阻型470Ω～530Ω(15℃)；低阻型230Ω～270Ω(15℃)。

    3.2.2  输出电压

    当齿轮模数为4，齿数为60，传感器端面距齿顶1mm时转速与对应的输出电压峰峰值如下表中所示：

    SYCS磁阻式转速传感器输出电压峰峰值表

转速(rpm) 1000 2000 3000

输出电压≥  (Vpp) 5V 10V 15V

    3.2.3  测速齿轮形式

    齿轮模数2～4，成渐开线齿形为最佳齿形。

    3.2.4  温度范围

    -20℃～120℃。

3.3 订货指南

    3.3.1  订货代号

          

    高低阻选择：

    (A) □

    ※G：高阻型

    　D：低阻型

    连接方式选择：

    (B) □□

    ※01：直接连接方式

    　02：航空插头连接方式

    探头总长度选择：

    (C) □□□ (直接填写探头总长度，单位为mm，默认值为65mm)

    无螺纹长度选择：

    (D) □□ (直接填写无螺纹长度，单位为mm，默认值为20mm)

    注意：当探头连接方式选择航空插头连接时无螺纹长度为0。

    螺纹规格选择：

    (E) □□

    ※01：M16×1 

   　 02：特殊定制

    电缆线长度选择：

    (F) □□ (直接填写电缆线长度，单位为m，默认值为2m)

    铠装选择：

    (G) □□

    ※01：无铠装

   　 02：有铠装

    注意：

    1、选型时，请按“□”从左至右顺序依次选择；

    2、如对探头总长度、无螺纹长度和电缆线长度有特殊要求，请在订货时说明；

    3、对特殊定制项，请在订货时说明；无特殊要求，厂家按默认值和“※”项生产。

    3.3.2  综合举例

   订货代号为SYCSG-01-075-20-01-02-01的产品是指探头总长度为75mm、无螺纹长度20mm、螺纹规格M16×1且配2m无铠装电

缆线直接连接方式的高阻SYCS磁阻式转速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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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外形及安装尺寸图

    3.4.1  SYCS磁阻式转速传感器直接连接方式

 

SYCS磁阻式转速传感器直接连接方式的探头外形及安装尺寸图(单位：mm)

    3.4.2  SYCS磁阻式转速传感器航空插头连接方式

 

SYCS磁阻式转速传感器航空插头连接方式的探头外形及安装尺寸图(单位：mm)

四、SYTD1系列位移传感器

4.1 产品概述

    SYTD1系列位移传感器是利用差动电感原理，将直线位移的机械量转变为电

量，从而进行位移的自动监测和控制的一种传感器。它具有体积小、精度高、性

能稳定、可靠性好、寿命长等优点。在电场环境度80℃～120℃(更高型温度可到

250℃)的情况下，可连续运行一个汽轮机大修周期而不需要更换维修。适用于油动

机行程、阀位的监测和保护，因此在机械、电力、汽车、航空航天、冶金、能源、

水利、国防工程和科研所等方面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4.2 主要技术指标

    4.2.1  线性量程

    线性量程范围(0～1000)mm，共12种规格，如下表中所示：

    SYTD1系列位移传感器量程表

序号 型号规格 行程(mm) 外壳长度(mm)

1 SYTD1-XX-0050 0—50 120

2 SYTD1-XX-0100 0—100 200

3 SYTD1-XX-0150 0—150 250

4 SYTD1-XX-0200 0—200 300

5 SYTD1-XX-0250 0—250 350

6 SYTD1-XX-0300 0—300 470

7 SYTD1-XX-0350 0—350 470

8 SYTD1-XX-0400 0—400 620

9 SYTD1-XX-0500 0—500 770

10 SYTD1-XX-0600 0—600 770

11 SYTD1-XX-0800 0—800 950

12 SYTD1-XX-1000  0—1000 1240

    4.2.2  线性度

    不大于0.5%。

    4.2.3  工作温度

    普通型：(-40～140)℃；高温型：(-40～250)℃。

    注意：

    如对工作温度有特殊要求，请在订货时备注说明；无特殊要求，厂家按普通型温度标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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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灵敏度受温度影响

    小于0.03%/ ℃。

    4.2.5  引出线

    三根特氟隆绝缘护套线，外有Φ5mm不锈钢护套软管。

    4.2.6  耐受振动和冲击

    耐受振动：20g(可达2kHz)；

    耐受冲击：1000g(5毫秒内)。

4.3 订货指南

    4.3.1  订货代号

    引线方式选择：

    (A) □□

    ※01：直接引线

    　02：航空插头引线

    传感器行程选择：

    (B) □□□□ (直接填写传感器行程，可选行程如SYTD1系列位移传感器量程表中所示，单位为mm)

配套变送器选择：

    (C) □□

    ※01：不配变送器

    　02：配变送器 (注明订货需求)

    电缆线长度选择：

    (D) □□ (直接填写电缆线长度，单位为0.1m，默认值1m)

    铠装选择：

    (E) □□

    ※01：无铠装

    　02：有铠装

    注意：

    1、选型时，请按“□”从左至右顺序依次选择； 

    2、如对配套变送器有需求，请在订货时说明；

    3、有特殊要求，请在订货时说明；无特殊要求，厂家按默认值和“※”项生产。

    4.3.2  综合举例

    订货代号为SYTD1-01-0100-01-10-01的产品是指行程0~100mm、不配相应变送器、配1m铠装电缆线直接引线的SYTD1系列位移

传感器。

4.4 外形及安装尺寸图

    4.4.1  SYTD1系列位移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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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TD1系列位移传感器外形尺寸图(单位：mm)

SYTD1系列位移传感器安装尺寸图(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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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SYTD1系列位移传感器外壳长度

    SYTD1系列位移传感器外壳长度如SYTD1系列位移传感器量程表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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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SYTD2系列绝对膨胀传感器

5.1 产品概述

    SYTD2系列绝对膨胀传感器是利用差动电感原理，将直线位移的机械量转变为

电量，进行位移的自动监测和控制，从而测量汽轮机的绝对膨胀的一种传感器。可

以专门用来测量汽轮机组的绝对膨胀，有就地和远传两种指示。就地指示视野大，

它采用中频位移传感器作为传感元件，远传指示线性好，抗干扰性强，结构简单，

不易损坏，可靠性好，能长期连续使用，输出为恒流。除了早已被国内大中型汽轮

机制造厂选用，其他精密测量行程的位移场合也可采用。

5.2 主要技术指标

    5.2.1  线性量程

    线性量程分别为：0～25mm；0～35mm；0～50mm；

0～80mm。

    5.2.2  线性度误差

    不大于0.5%。  

    5.2.3  传感器工作温度

    传感器工作温度≤100℃。

    5.2.4  工作环境湿度

    工作环境湿度≤95％。

    5.2.5  耐受振动

    耐受振动：2.3g。

    5.2.6  工作方式

    连续。

5.3 订货指南

    5.3.1  订货代号       

    传感器行程选择：

    (A) □□

                25：25mm行程

              ※35：35mm行程

                50：50mm行程

                80：80mm行程

    配套变送器选择：

    (B) □□

              ※01：不配变送器

                02：配变送器(注明订货需求)

    注意：

    1、选型时，请按“□”从左至右顺序依次选择；

    2、如对配套变送器有需求，请在订货时说明；

    3、传感器默认不配线配置，有配线要求请在订货时说明；

   4、有特殊要求，请在订货时说明；无特殊要求，厂家按默

认值和“※”项生产。

    5.3.2  综合举例

   订货代号为SYTD2-50-01的产品是指行程0~50mm、不配相应

变送器的SYTD2系列绝对膨胀传感器。

5.4 外形及安装尺寸图

    5.4.1  SYTD2系列绝对膨胀传感器

 

蓝

红

黄

插头接线编号

G1/2管螺纹护套

SYTD2系列绝对膨胀传感器结外形及安装尺寸图(单位：mm)

    5.4.2  SYTD2系列绝对膨胀传感器外形尺寸

    SYTD2系列绝对膨胀传感器尺寸表

型号 线性量程(mm) A B C

SYTD2-25 25 225 87.5 157

SYTD2-35 35 225 100 170

SYTD2-50 50 263 115 187

SYTD2-80 80 303 115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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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SYTD3系列远传液位传感器

6.1 产品概述

   SYTD3系列远传液位传感器是专为汽轮机油箱设计的液位传感器，其不仅适用于电站汽轮机组的建设及改造，对其他行业，如船

舶、化工中的非腐蚀液体液位的远传测量亦能胜任。

   该远传液位传感器借助浮筒产生浮力直接推动传感器的衔铁上下移动，使液位变化转化成电量的变化，从而达到液位变化远传的

目的。液位传感器直接安装于油箱上，传感器筒体上有红色指针和白底黑线刻度指示器，液位显示精确、可靠。

6.2 主要技术指标

    6.2.1  线性量程

    线性量程分别为：±100mm；±200mm；±300mm；

±400mm(特殊规格可订做)

    6.2.2  精度

    传感器精度：0.5级；指示器精度:1.0级。  

    6.2.3  工作温度

    传感器工作温度：≤100℃；变送器工作温度：－5℃～＋

65℃。

    6.2.4  工作环境条件

    (1) 被测介质：各种汽轮机油(用于其他非粘滞、非强腐蚀

场合，可改变配重来适应)。

    (2) 被测介质最高温度：≤85℃

    (3) 远传变送器周围极限温度：≤45℃

    (4) 周围无强磁场或强电流导体

    6.2.5  耐受振动

    耐受振动：≤2.3g。

    6.2.6  工作方式

    连续。

    6.2.7  液位传感器重量

    约35Kg～50Kg

6.3 订货指南

    6.3.1  订货代号

    传感器型式选择：

    (A) □

        A：A型浸入式

        B：B型管装式

        C：C型浸入式

    传感器行程选择：

    (B) □□□

          ※200：±100mm

            400：±200mm

            600：±300mm

            800：±400mm

    注意：

    1、选型时，请按“□”从左至右顺序依次选择；

    2、传感器默认不配线配置，有配线要求请在订货时说明；

    3、有特殊要求，请在订货时说明；无特殊要求，厂家按默

认值和“※”项生产。

    6.3.2  综合举例

    订货代号为SYTD3-C-400的产品是指行程±200mm，C型浸

入式SYTD3系列液位传感器。

6.4 外形及安装尺寸图

    6.4.1  SYTD3系列A型浸入式远传液位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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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  SYTD3系列B型管式远传液位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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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  SYTD3系列C型浸入直装式远传液位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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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700          

120          150          

320          550          

250          

200          

mm         
量程          

A    

代号         

650          

� 300          � 400          

450          250          

� 200          � 100          

850          

SYTD3系列C型浸入直装式远传液位传感器结外形及安装尺寸图(单位：mm)



卡件式TSI
旋转机械监
测保护装置
选型样本

4-024-01

第4章 卡件式TSI

一、 双通道LVDT输入模件KM531A

KM531A为DEH系统专用双通道LVDT输入模件，核心硬件采用高可靠性的汽车级器件，

CPU采用32位高性能RISC处理器，信号采集使用高精度高速AD芯片；核心软件采用高可靠性32

位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平台，软件具备完善的自诊断及容错功能。该模件用于测量现场的汽

轮机的热膨胀，主汽门行程、油箱油位等LVDT行程信号，无需前置模块转换直接采集现场信

号，并完成现场数据的滤波、线性变换处理等功能，通过IO底座(BM132系列)上的高速冗余通

讯总线和KM951A进行数据交互，通讯速率最高3.125Mbps。

产品特点

★ 双通道LVDT输入

★ LVDT信号直接输入，无需前置模块转换

★ 支持三线制或六线制LVDT信号

★ 支持LVDT断线检测

★ 支持现场标定LVDT零位、满位

★ 支持通道级和模件级诊断

★ 模件参数可配置

★ 支持eBus通讯接口电路自诊断及故障保护

★ 支持模件内部核心部件工作温度监视

★ 符合UL、CE、RoHS等相关测试标准

★ 环境指标:

运行环境温度：-20℃~+70℃

存储温度：-40℃~+85℃

相对湿度：5~95%RH(不结露)

技术参数

规格项目 参数

输入点数 2

电缆长度：

■ 屏蔽

■ 非屏蔽

最长 500m

不支持

额定供电电压 24 VDC

电隔离

■ 通道与系统之间

■ 通道与通道之间

1000VDC

不隔离

模块的功率损耗 ＜ 3W

测量原理 SAR型

ADC分辨率 16位

基本误差限制（25℃）

LVDT输入 ±1%

数据更新时间 2ms

共模干扰抑制比 > 120dB

温度误差 ± 0.003%/K

通道断线诊断 支持

读取诊断信息 支持

报警

■ 位置<-10%

■ 位置>110%

支持

报警，通道采样值固定为-10%

报警，通道采样值固定为110%

三线制LVDT信号

六线制LVDT信号

支持

支持

电源 模件供电的24V电源，DC 24V±25%



旋转机械监
测保护装置
选型样本

4-044-03

二、 单通道伺服控制模件KM532A

KM532A为DEH系统专用单通道伺服控制模件，核心硬件采用高可靠性的汽车级器件，CPU采用

32位高性能RISC处理器，模拟信号采集使用高精度高速AD芯片，模拟信号输出使用高精度高速DA芯

片；核心软件采用高可靠性32位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平台，软件具备完善的自诊断及容错功能。该

模件与电液伺服阀、阀门位移反馈装置等构成电液伺服回路，通过阀位指令与阀位反馈值比较、PID

运算，输出伺服驱动信号完成闭环阀位控制。模件支持手/自动控制无扰切换；通过IO底座(BM132系

列)上的高速冗余通讯总线和KM951A进行数据交互，通讯速率最高3.125Mbps。

产品特点

★  一路伺服信号输出，量程可配置：±10mA、±40mA、±80mA、±150mA、±10V

★  一路4~20mA输出，可配置为实际指令或调门开度输出

★  一路0~5V阀位开度信号输出

★  两路三线制或六线制LVDT信号输入，支持LVDT优选

★  支持LVDT信号断线检测

★  支持伺服电流断线检测

★  支持阀位指令或阀位开度电流输出断线检测

★  伺服输出支持颤振功能，幅值、频率均可调

★  伺服输出支持偏置功能，零位、满位偏置可设

★  伺服输出电压在线监视

★  支持现场标定LVDT零位、满位

★  接收OPC动作信号快关调门

★  支持手操功能，手/自动无扰切换，手/自动状态DO指示

★  支持通道级和模件级诊断

★  模件参数可配置

★  支持eBus通讯接口电路自诊断及故障保护

★  支持模件内部核心部件工作温度监视

★  符合UL、CE、RoHS等相关测试标准

★ 环境指标

运行环境温度：-20℃~+70℃

存储温度：-40℃~+85℃

相对湿度：5~95%RH(不结露)

技术参数

规格项目 参数

通道类型及输入点数

■ 干接点输入

■ 有源DO输出

■ LVDT输入

■ 伺服输出

■ 4~20mA输出

■ 0~5V输出

4路：OPC、手动使能、手动增、手动减

1路：手/自动状态指示

2路：三线制或六线制

1路：电压输出或电流输出

1路：调门开度或指令

1路：调门开度指示

信号分组

组与组之间相互隔离

干接点输入为通道组1

有源DO输出为通道组2

LVDT输入、伺服输出、4~20mA输出和0~5V输出

为通道组3

电缆长度

■  DI干接点

■  DO有源信号

■  LVDT

■  0~5V电压信号

■  4~20mA电流信号

■  伺服输出

屏蔽线最长 1000m, 非屏蔽线最长600m

屏蔽线最长 1000m, 非屏蔽线最长600m

屏蔽线最长600m, 非屏蔽线不支持

屏蔽线最长 600m, 非屏蔽线不支持

屏蔽线最长 600m, 非屏蔽线不支持

屏蔽线最长 600m, 非屏蔽线不支持

额定供电电压 DC24V

电隔离

■ 通道与系统之间

■ 信号组与信号组之间

DC1000V

DC1000V

模块的功率损耗 ＜9W

诊断功能

■ DI查询电压故障诊断

■ LVDT断线诊断

■ AO电流通道断线诊断

■ 伺服输出电流断线检测

■ 通道电源诊断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1.5mA~1.5mA不能检测)

支持

读取诊断信息 支持

DI通道参数

输入电压/电阻

■ 额定值

■ “1”信号

■ “0”信号

输入电流

■ “1”信号

■ “0”信号

DC48V

通道闭合: 0V至10V/<100Ω

通道断开: 38V至48V/>100kΩ

典型值 5mA

3~5mA

卡件式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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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项目 参数

输入硬件去抖

■ “0”到“1”跳变

■ “1”到“0”跳变

输入软件去抖

■ “0”到“1”跳变

■ “1”到“0”跳变

DI信号输入频率

触发方式

■ 手动

■ 手动增

■ 手动减

手动增减步长

0~0.2mA

0.1ms

0.1ms

4ms

4ms

<125Hz（干接点、OC门）

逻辑“1”有效

上升沿有效

上升沿有效

0.5%（调门指令）

LVDT输入通道参数

■ 三线制LVDT信号

■ 六线制LVDT信号

■ ADC测量原理

■ ADC分辨率

■ LVDT测量精度

■ 数据更新时间

■ 共模干扰抑制比

■ 温度误差

■ 通道断线诊断

■ LVDT优选

■ LVDT偏差大报警

■ 越限报警

支持

支持

SAR型

16位

±1%

2ms

> 120dB

± 0.003%/K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位置<-10%，报警，通道采样值固定为-10%

位置>110%，报警，通道采样值固定为110%

伺服输出通道参数

■ DAC分辨率

■ 刷新速率

■ 伺服输出过流过压保护

输出负载能力

■ ±10mA

■ ±40mA

■ ±80mA

■ ±150mA

■ ±10V

伺服输出精度

■ ±10mA

■ ±40mA

■ ±80mA

■ ±150mA

14位

2ms

支持，可恢复

≤1KΩ

≤250Ω

≤125Ω

≤70Ω

≥10KΩ

±1%（额定负载）

±1%（额定负载）

±1%（额定负载）

±1%（额定负载）

规格项目 参数

■ ±10V

伺服通道断线诊断

伺服输出监视精度

±1%（额定负载）

支持(仅限电流输出量程)

±0.3V（MAX）

4mA~20mA电流输出通道参数

■ DAC分辨率

■ 刷新速率

■ 输出精度

■ 电流输出额定范围

■ 电流输出最大负载阻抗

■ 电流输出开路诊断

可配置成实际指令输出或阀位开度信号输

出

14位

2ms

±0.2%

4~20mA

580Ω

支持

0~5V（阀位开度）电压输出通道

参数

■ DAC分辨率

■ 刷新速率

■ 输出精度

■ 电压输出额定范围

■ 负载阻抗

■ 电压输出短路保护

14位

2ms

±0.2%

0~5V

≥1KΩ

支持

PID参数

■ PID类型

■ PID运算周期

■ 积分可自由投切

■ PID参数可现场设置

增量式

3ms

支持

支持

颤振功能参数

■ 波形

■ 颤振幅值可设

■ 颤振频率可设

正弦波

支持

0%~100%（默认值10%）注1

支持

10Hz~120 Hz（默认值30 Hz）

偏置功能参数

■ 伺服输出零位偏置范围

■ 伺服输出满位偏置范围

-50.0%~50.0%（默认0.0%）

-50.0%~50.0%（默认0.0%）

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 ≥1500000小时

电源 模件供电的24V电源，DC 24V±25%

卡件式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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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单通道超速保护模件KM533A

KM533A为DEH系统专用单通道超速保护模件，核心硬件采用高可靠性的汽车级器件，CPU采用32

位高性能RISC处理器，信号采集使用高性能CPLD；核心软件采用高可靠性32位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平

台，软件具备完善的自诊断及容错功能。该模件对汽轮机进行转速测量及超速保护，具有在线进行电

超速试验、机械超速试验功能，通过IO底座(BM132系列)上的高速冗余通讯总线和KM951A进行数据交

互，通讯速率最高3.125Mbps。

产品特点

★  一路转速测量，支持磁阻式转速传感器信号输入

★  支持传感器断线检测

★  两路高限和高高限报警干接点输出

★  支持在线进行电超速试验和机械超速试验功能

★  孤网状态下高限报警值自动抬高到孤网报警设定值

★  转速加速度计算并实时上传

★  支持通道级和模件级诊断

★  模件参数可配置

★  支持eBus通讯接口电路自诊断及故障保护

★  支持模件内部核心部件工作温度监视

★  符合UL、CE、RoHS等相关测试标准

★  环境指标

运行环境温度：-20℃~+70℃

存储温度：-40℃~+85℃

相对湿度：5~95%RH(不结露)

技术参数

规格项目 参数

信号类型及输入点数

■ 转速信号输入

■ DO输出

1

4

高限报警，两常开或常闭干接点输出

高高限报警，两常开或常闭干接点输出

信号分组

组与组之间相互隔离

DO输出为通道组1

转速信号采集为通道组2

电缆长度

■ D0干接点

■ 转速信号

屏蔽线最长1000m, 非屏蔽线最长600m

屏蔽线最长100m, 非屏蔽不支持

额定供电电压 DC24V

电隔离

■ 通道与系统之间

■ 信号组与信号组之间

1000VDC

1000VDC

模块的功率损耗 ＜ 3W

诊断功能

■ 转速通道断线诊断

■ 转速通道电源诊断

■ DO通道电源故障诊断

支持

支持

支持

读取诊断信息 支持

转速测量精度

转速测量范围

转速测量时间

±0.1（3k rpm）

±0.5（≤10k rpm）

0~20k rpm

20ms（3k rpm）

频率检测电压幅值范围

高低门槛可选

■ 高门槛

■ 低门槛

600mVpp~30Vpp

支持

660mVpp

500mVpp

输入信号极限电压 30Vpp

OPC保护动作时间 20ms

DO通道参数

■ 额定触点容量 1A/DC30V

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

电源

≥1500000小时

模件供电的24V电源，DC 24V±25% 

卡件式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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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位移/轴振模件KM534A

KM534A为TSI系统4通道位移/轴振监视模件，核心硬件采用高可靠性的汽车级器件，CPU采用32

位高性能RISC处理器，信号采集使用高精度高速AD芯片；核心软件采用高可靠性32位嵌入式实时操

作系统平台，软件具备完善的自诊断及容错功能。该模件用于采集工业现场轴向位移、差胀或轴振信

号，并完成现场数据的滤波、线性变换处理等功能，通过IO底座(BM132系列)上的高速冗余通讯总线

和KM951A进行数据交互，通讯速率最高3.125Mbps。

产品特点

★ 4通道电涡流传感器输入，可测量轴向位移、差胀或轴振

★ 直接接收电涡流传感器输入，为前置器提供-24V电源

★ 传感器灵敏度可设置

★ 可在线标定位移零点，可设置安装方式为远离式或趋近式

★ 支持通道级和模件级诊断

★ 模件参数可配置

★ 支持eBus通讯接口电路自诊断及故障保护

★ 支持模件内部核心部件工作温度监视

★ 符合UL、CE、RoHS等相关测试标准

★ 环境指标

运行环境温度：-20℃~+70℃

存储温度：-40℃~+85℃

相对湿度：5~95%RH(不结露)

技术参数

规格项目 参数

输入点数 4

电缆长度

■   屏蔽

■ 非屏蔽

最长 300m

不支持

额定供电电压 24VDC

电隔离

■ 通道与系统之间 DC 1000V

模件整体功耗 <5W

诊断功能

■ 传感器断线诊断

■ 通道电源诊断

■ 传感器供电电源诊断

支持

支持

支持

传感器

■ 传感器类型

■ 传感器供电电压

■ 传感器供电电流

■ 传感器供电过流保护

■ 灵敏度在线设置

电涡流传感器

-24V±10%

40mA

支持，50mA

支持

信号类型 可配置为位移或轴振

测量范围

■ 位移（轴向位移或差胀）

■ 轴振

-4~20V/灵敏度，单位mm

4V/灵敏度，单位mm

测量精度 ±1%（25°）

温度误差 ± 0.004%/K（40ppm）

分辨率 1μm

间隙电压在线标定 支持

共模干扰抑制比 > 120dB

数据更新时间 2ms

断线检测

■ 判断条件

支持

信号幅值大于-2V或小于-22V

电源 模件供电的24V电源，DC 24V±25%

卡件式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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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瓦振模件KM535A

KM535A为TSI系统4通道瓦振监视模件，核心硬件采用高可靠性的汽车级器件，CPU采用32位高

性能RISC处理器，信号采集使用高精度高速AD芯片；核心软件采用高可靠性32位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平台，软件具备完善的自诊断及容错功能。该模件用于采集工业现场瓦振信号，并完成现场数据的滤

波、线性变换处理等功能，通过IO底座(BM132系列)上的高速冗余通讯总线和KM951A进行数据交互，

通讯速率最高3.125Mbps。

产品特点

★ 4通道磁电式速度传感器输入，可测量瓦振

★ 直接接收磁电式速度传感器输入，传感器灵敏度可设置

★ 支持通道级和模件级诊断

★ 模件参数可配置

★ 支持eBus通讯接口电路自诊断及故障保护

★ 支持模件内部核心部件工作温度监视

★ 符合UL、CE、RoHS等相关测试标准

★ 环境指标

运行环境温度：-20℃~+70℃

存储温度：-40℃~+85℃

相对湿度：5~95%RH(不结露)

技术参数

规格项目 参数

输入点数 4

电缆长度

■ 屏蔽

■ 非屏蔽

最长 300m

不支持

额定供电电压 24VDC

电隔离

■ 通道与系统之间 DC 1000V

模件整体功耗 <3W

诊断信息读取

■ 传感器断线诊断

■ 通道电源诊断

支持

支持

支持

传感器

■ 传感器类型

■ 灵敏度配置

磁电式速度传感器

支持

信号类型 瓦振

■ 测量范围

■ 测量精度

■ 分辨率

0～（7500/灵敏度），单位μm(50HZ时)

±1%

1μm

共模干扰抑制比 > 120dB

温度误差 ± 0.004%/K（40ppm）

数据更新时间 2ms

电源 模件供电的24V电源，DC 24V±25%

卡件式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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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偏心模件KM536A

KM536A为TSI系统单通道偏心监视模件，核心硬件采用高可靠性的汽车级器件，CPU采用32位高

性能RISC处理器，信号采集使用高精度高速AD芯片；核心软件采用高可靠性32位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平台，软件具备完善的自诊断及容错功能。该模件用于采集工业现场偏心信号，并完成现场数据的滤

波、线性变换处理等功能，通过IO底座(BM132系列)上的高速冗余通讯总线和KM951A进行数据交互，

通讯速率最高3.125Mbps。

产品特点

★ 单通道偏心测量，可以同时测量偏心峰峰值和实时值

★ 可接入键相信号，为测量偏心峰峰值提供周期信号

★ 直接接收电涡流传感器输入，为前置器提供-24V电源，传感器灵敏度可设置

★ 支持通道级和模件级诊断

★ 模件参数可配置

★ 支持eBus通讯接口电路自诊断及故障保护

★ 支持模件内部核心部件工作温度监视

★ 符合UL、CE、RoHS等相关测试标准

★ 环境指标

运行环境温度：-20℃~+70℃

存储温度：-40℃~+85℃

相对湿度：5~95%RH(不结露)

技术参数

规格项目 参数

输入点数 1

电缆长度

■ 屏蔽

■ 非屏蔽

最长 300m

不支持

额定供电电压 24VDC

电隔离

■ 通道与系统之间 DC 1000V

系统整体功耗 <3W

诊断功能

■ 传感器断线诊断

■ 通道电源诊断

■ 传感器供电电源诊断

支持

支持

支持

通道传感器

■ 传感器类型

■ 传感器供电电压

■ 传感器供电电流

■ 传感器供电过流保护

■ 偏心通道灵敏度在线设置

电涡流传感器

-24V±10%

40mA

支持，50mA

支持

偏心通道参数

■ 测量对象

■ 测量范围

■ 测量精度

■ 分辨率

■ 偏心间隙电压在线标定

■ 无键相时偏心峰峰值计算时间设定

■ 偏心峰峰值更新时间

■ 偏心实时值刷新时间

偏心

线性工作电压-4～-20V

偏心实时值±1%

偏心峰峰值±1%

1μm

支持

支持，0.1s～60s

1.5个偏心计算周期更新一次数据

2ms

键相通道参数

■ 测量对象

■ 键相门槛电压

■ 测量范围

■ 测量精度

■ 分辨率

键相脉冲频率

0.5V（VTL）和1.7V(VTH)

0～150Hz

±0.1 Hz

0.1 Hz

偏心和键相通道断线检测

■ 判断条件

支持

信号幅值大于-2V或小于-22V

电源 模件供电的24V电源，DC 24V±25%

卡件式TS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