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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箱后请用户仔细阅读本使用手册 )

北京威斯特中航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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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使用说明书主要介绍CYB△ 0s系 列扭炬传感靥的批逑 工倌原理 通用技术揩标 备型

号乏问的差异说明 选型 祝荟 安装使用昝 遒用子CΥB801s 802s 803s、 80协  804s

80ss 叼Os系 列扭矩传懑器

本键用说明书编写中引用加下标婿:

◆B” ‘9119q8工业产品使用说叨书 总则
CB襁“ 1,000灶炸挂气体环烧用电气设备珞-郜分通用要泳
仓B昀 J‘ 4,000燃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哎备笫4鄯分本安型’

i”

月户在使用前一定葜i+细 阕,● 该月户侠月孚册,不正确的安装夜用可能导礅元法闱i域洇
ˇ
鲎不准确 芸至损坏仪裳 并诗妥善碾存,以备辂来龠要

zⅩ警告
■ 谙泣惫包装上的隹若标志,开启产品包装后 请趱查产品外观是否完好 确认籀内钿品是

否与装箱单一致,核定产品铭蹿标注的内容足吞与订货合同-致 并妥苷保僭虍品的合格

证书及键用手朋
■ 传感搔调捡前诸水平放置,安装在觇场后 传盛蚤可能因受力零点会有轻撤变化,可通过

仅表调零功能碜正
■ 传感靥应安装在干爆和方便缓护的环挽中 切忌雨水冲刷 在恶劣环堍下,嘹天安装应使

用变送鋈保护箝 〈防冰型传瘳番除外 )

■ 禁止月户白行拆装扭炬传猫晷 否则追咸内损坏由用户白行承钽
■ 请月户白行检查扭矩传感藩的侠电电匡是否枢定和洁净 (电 挢应防止交琥干扰 9

■ 经9001。验合辂的产品,不胥随芯烫抉赓仵和复改结构
■ 本安型变送器外配安全栅的安装使用须按其使月说明书进行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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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⒈80s系 列扭矩传感器使用手册

产品概述 :

本系列扭矩传感器是北京威斯特中航科技有限公司在蔺子束漱尉薄膜应变桥专有谈术基础

上研制开发的 专门月干铡量扭矩 转蘧参擞的传感器 本系列扭矩传感器采用应变桥电铡技

术,月 -组环肜变区器非接薇挺供电掀 用撤功耗信号藕合器代替了环肜变涯播嬖行非擦瀚传

递l.号 ,有致地克服了电感藕合狺号带来的南次谐菠自干扰及 lF蹰 环形变压器对信号环彤变压

器的互干扰,同 时将翰出尖胚砷变威等方菠狺号,因此本系列扭踅传感器可l/长 时问 高装速

运转

本系列扭矩传感器既可以用于耱态也可以用于动态测量,多种安装形式设计,给月户带来
·极大方便

技术特点 :

● 既可以测量蔷止扭踅,也可以测量旋装扭矩;

● 检测糖庹高 稳定怙好 抗子扰性强;

● 体积小 重量轻 易干安装:

● 不需反复谰暮即可连续测量正反转扭矩;

● 诙有集流环等磨损件 可以蔺粜速长时l·n运行 :

。 应变弹性休殛度大^可承受lsO牦载荷 ;

· 抗干扰性强,可任意位置,任意方向妻装;

● 传感器部分可脱蓠二坎仅表狙立使用,直漤与测量板+ PLr葳 Dcs组 威扭矩测量蔟置

扭矩工作原理 :

爿厕 瘌
5u讫

+lsV α -】 sV

加⊥图所示,应 变桥供电由梭在传感器上的-组环型变压器,提供感应电压,经整流 稳

压粜捩威高稳定悝的堇琉电压 该电压既供给应变桥作为桥压,也供给其内部电踏作为工作电

压 应变桥捶测的mv级诅矩信号被放大成v级强狺号,在经过V`F转潋器变威正比的方菠信号,

并发射到外部的狺专摸受罨上,雀通过解谰还原威与v`F转 换出的方菠同频率的嵌孛信号,其榈

位差不大于1馓秒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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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 T仵坊i埋 :

产品分类 :

码盎与璇转体集成-体 谜行庭转

低电平脉砷倌号 脉冲狺号比例子转蕃

光电开芙通过光电效应 做门电路处理,榆出-个高

实观了物理童转速到电狺号的转化

髀止掣扭矩传感器
柙止狴铹山轴绮恂 耐铹出应变犬原殛 昶J量撂确 滟蝮商癔
定灶妤 适用T吠飧机 转向饣t恂郜扭矩闱量 溪转炯废不大
+嗣废

潮Ⅱ型输·u铀 /,构 标准电Ft 电压邻多种输出方式,测遏准

确 旖廑高葚定挂好 适用干试骑机 转向机构等跏止扭矩测

逯 墁转角度不火+9k,0噎

静止型扭矩变送器

戊转型籀出轴纬构 同时弱量转矩 转懑2略信号 铮出颓辜熏

电梳 电玉信q 机+扰能力强 可南转遨 长时㈣运fl 也
可根据用户觋炀设许多种亥装绮构

龊转型颖贿传感器

馓量淮扭矩传感器
适用子2`血以下的馏量程题矩场合润虽 绮枸⊥采取应变唧
l,咆 发射区分丌布墁 使应变区罨丌轴承的肜昀 t龉翼高
传感罱的澍量旖疫及抗过鼓能力

恪僧小 重旦轻 儿固定底座 安嘹使用方便 攮块化生产管
理 在解螂 测渌恧求的前笺下 价格合理

超小型扭矩传感器
恪枳小 重量极轻 无圃定底癯 。f仟慈方向 任唇t’ 昔亥装

洳鼓精度商 抗+扰熊力强 可以南转速 κ时㈨运行 理怼

的逃口担矩传感捺簪代产品

冈内第 -台 本女型lJ,攘 垭矩传感描产品

为̌舡空航天和钅】企业研铟0l-种在防爆场合猁身妞矩的动态

妞矩传感嚣 标准电流翰山 抗干扰能力遏 广泛J,用到钴井机

锒 柴油机 发劝91 疔累机郜斋酗 麟浏量的场合

防廖型拙矩传感酱

知)B△ 20s苯 女防蹋娅踅传感擞nl叨 -种结果形式 ±眨F=用到
钴井转盘扭矩的阕墩及保护 箔璺宫户埏侠轴蕻轴尺

"非
标刍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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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

扭矩:程 :0~± ⒈-ˉ ±100000Nm可选

扭炬信号:9△ s〖Ⅱz  Ⅱ2omA  ⒈5V (可逮 )

辱点分9l为 :10〖Ⅱz 12nt 3”

正向蹒量穆:ls〖Ⅱz 20斌 9⒕

反向油量穆:5【 Iz 4j,A 1V

转娃I程:0`lO00 :000 ‘000 8000絷

`分

(可选 〉

转逑信号:‘ 0脉冲/转 〈元积柒谡差 幅攸:6V OC〉

祺电电捞: 士l‘V DC ` 24V DC (功 牦:⒛ 0ω

^)
扭jE精度: ±0si 士025`

年瘢定性:0饰Ps`车

蓖珞电肛: )200诂 o(!00V DC)
环堍沮度: 2̄0-‘ o℃

捆对湿庚:0~90%R‖

过读能力:150*Fs

廒率啕应:lO0us

应用领域 :

负载特I+Lkl:

n癖

o=o 2砌吧表生彐卯曰△
'k"'

检浏电动机 内松杌等蒗转动力谈备,轮出扭楚及功率;

捻洇发动机 风机 泵 搅梓机 溅速搔 变逮番 巷杨机 琢旋浆 钻搡机械等谈备的负
饿扭矩及僭人功率;

猹浏客种杌棣加I中 心 自动杌床的工作过悬中的扭矩;

捡硒客种蔗转动力谖备采统所传遘的扭矩及效率,

裣测扭矩的同时可以搔测转迭 轴向力;

可用于锎楚粘度廿 电动 (气动 液力〉扭力扳手

◆

◆

 
◆

◆

◆

◆

扭
矩
值

厕 卿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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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

△ 传感器的安装必须由专业机械、电气安装人员进行 !

栅Ⅱ型 CΥB80〗 s\8∞ s ii安浆 |

结构示忘图:

〓丨
‘△
珈

~
 
_
`

r
︱

.
驷

丿
⒈

尺寸对照表 ;

‘-1⒑ 仓 18 11‘ s‘ 草键 1 ‘Kg

200-sOo 8仓 3; 4s ,‘ 40Ⅹ lO。
·
8 单键

l⒑ 00-2CO⒑ ll4 4‘ 90 ‘2 80X14Ⅹ 9 单攮佩键

‘000-lOσ 00 114 70 70 9OX2⒑灿2 双键

l,0ll-j⑾ 00 11s 27s ‘‘ mOⅩ 含2Ⅻ 8 双键 20Kg

安装方法 ;

1 将传感器一端轴月法兰盘或连挨套与薇ul设 蓊相连,另 -端固定或施力
2 传感器旋转角度不大干“0庹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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碇转屮C、 Bs0Ⅱ si8o3Λ \8?Os的 安太 ;

纤胸示意田 :

丿(1k刂 照衣;

,△ 00 92 18 ;o ‘9 ‘j 8 2‘Ⅰ‘】‘ 卓键

⒛Ⅱ‘0Ω ,‘ 47 l,s ‘⒑ ‘s 8 79 单键

1⑾Ⅱll⑾ 4s 7Ω
172

8, ‘,
B 毕蜓

`及

It

,⑾ⅡlⅡ 000 7⒑ ‘(`lq ll 9α20X12 双键

1,00贮 ;⑾ 00 11s !2‘ ‘,

"
11,〗 a2x18 双键

90009-s0)⒑ ⒑ 1‘ , ‘‘

"

lj⒙Xj‘〗99 赕 l0lIε

9ll← lO⑽ 0⒑ 110 2⒑
1‘呱llX2⒖ 及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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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装“意卜Ⅱ

饣装”法 :

1 测I传感霹的轴径和中心南 侉装

∶骞属鼍罡骛骛鍪馨苎责鲞阝僵霉詈翥聋悉卺名詈翕量阝耋橐果|Ol咖 ,搽后桁英国定,井
紧固可轱 不允茁有松动,使用小量程或高转蘧侑盛餐时 又要严褡徕证涟按的中心高和同

轴庋 否则可能莛威羽童误差及传瘗唇的损坏

4 遵接时可逛月则性或弹tl联轴恩 在展动铰大或同轴庋元法保证妾装要求时 (大于09s咖

小子02丽 ),走议使月烧隹 辞啮或万向节联轴晷;并在传盛撂底座与文梯架之阃琏议加

10皿左右的檬啵垫,以戒轻传感器安袭不同心时对传感搔的损坏

s 动力橛及负裘设各必须固定可轱避兔振动;传感屠09夹姑底座必须有-定的强庾 以保证安

袅的稳定性,遍兔追威过大的震动,吞则可iz追咸浏奁狻椐不穗灾,彩响喇童箝度

‘ 联轴靥应紧薰传感器丙鞋的鞫肩 传感露为描鳖测量仪鐾,安装便用中严辇蕙击 簸打等剧

, 霪萤薹k用 时推荐来月水平安装 进行其它角度的安装时 诂慎重安装侑瘳播不允许承受过

大约轴向力崴峦踅 否则可能髟响传感器的便用,葚 重追成侑感嚣的捅坏

8 安装Cn8o]^型传枣接时除桉上述妾装方法外 逦应旌惫:

81 由子CyB80孙 型与CΥ B80各s结拘的不同 因此用户-定要把
^端

与嘧测Ik系 统相连,

82 由子量翟铰小
^痴

无轴承支诳 女装时应尽可能的避免附加力的彩响‘并限喇浏i时的

过戢鲎 (过载量 <’ 0珧 )

8; 为了减少逆釉唇重力的彩响 蕉议用户霪苴使用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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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 传感备的机械安装 电气莲袭 建议由专业颍献 安装人员和电气安某人员安装
2 传穑晷的I程可以降低侠用 不准翅I程的上瑕便用
; 传感蘩防护等级为IP30,不 防水 ("Os万 向轱或非标防水型传感靥除外) 在笪外或经常接

触到水的地方安装使用时应加防水防护揩施
4 当规场有电机 变频播锩大功率,Jt备时 传瘗器的佶号绫应和强电线分开用线棺走钱:传庸

器孱蔽绫确认必亵接到大鬼上

s 为保证浏i精度 苷逦环堍下运行的传感靥 应每阜进行-灰捩验
‘ 在爆炸危险的环境中裣奎传感器.应先切断抟感播电塬 在琏行楂查
7 传感瑟为柑密测鲎仅晷 安裳使用中严汆拉击 妖打锌剧烈冲击
B 参黧按线囵 接线方式按线 确认无设后方可通电,缝议使用传感晷自带电笺 如裔另接电

绕,I 必须馕用屏蔽电缆 并且在铵头处连接正确
9 传感器使用中 严奢带电插 i|【 电器连接插头,否则极易追威传感器烧毁

0t转型ltB^04sⅥ ∞s\82lA的 安装 :

安装示忠图 :

女装方法 :

1 该系列传盛蚤无安装固定底座 需要用紫☆或拉绳蒋秃体固定 以避免疣体和信号婚出导线
随轴芨转

2 其他安装 电气连薰方法及注慈察双按CY肛 80骆传惑蚤进行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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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插头示意图 :

传感蔡用外按电漯为夹茨侠电瀑时,必须满尺电流为:00mA 电庄为土15VDC或 24,DC的攮定

鲞谎电涿

癫 空插头 5芯肮空箱头 7芯航空晒头

端子及电缆定义 :

l 该攮线方式定义适用与备型号传感罨及加转换后的倌号适配鑫
2 非标或特麻要苯传感鐾订桉出厂的标注为唯

; 请粮据合同要球及传感撂标牌中注明的型号 电蹭 飧出方式逸舞榈应的接线定义

ⅥV输山型定 义: 〈五芯 l0VDC供 电 ,,用与CYy⒛ ls)

⒈=—ˉ
1̄◇ VDC〈绿线)              2ˉ -— +10/DC(红线)

s-ˉ一翰出正 (薰线)               4-ˉ ˉ 翰出负 〈白绞 )

9-ˉˉ屏佼

l1Wt输 出3lt义 : (五芯、勿VDC侠 电 适丿n于CYB802s)

⒈——箝  出 (白 线)              ⒖-ˉ电渭正 (红 线)

a一 屏  蔽

乜流/电压输

"’

+定义 ;

(五芯 单电塬踟V1C供咆 适用于⒛
^/80as/8嵋

泅砺√鸵os)

l-—公夹负 (绿线)               2-ˉ 电̄源正 (红。
k〉

卜——屏苡
←-—转逮轩出〈白线)`限带转建箝出型 否则为空 s-ˉ扭矩镫出 (茨绫〉



国穸威斯特中航 (}B丬 Os系歹I灿短传懑 71使丿忖于朋

〈七芯 单电源24vI C狭 电、适用子803s泅03V龇V805s泅 ⒛s)

l-ˉ 公̄共负 (绿 线〉               2-— —电薅正 (红 线)

3-ˉ ˉ̄空

4-ˉ-转速输出 (白 线 )/限带转逮翰出型 否则为空 s——龃矩输出 (黄线 )

‘-— 屏̄蔽线                   ⒎-ˉ空

,ˉ衤 电流 电压输山型定义 :  (七芯 ±15Ⅴ DC供电 适用子80ss泅 0。 A/8阴s/⒛$)

⒈——公共地 (绿 线)                2--电 溽正 (红 线)

3-—电橛负(蓝线 )

⒋-ˉ某邃输出 (白 线〉

`限

带转邃输出型 否则为空  5-ˉ 扭踅镛出 (黄线 )

Ⅱ-ˉ屏蔽线                   ⒎-ˉ 空̄

传感器与仪表的连接 :

伐感器弓XSM经 济则扭+L仪迮a+

航空插座

变港
△s 地 +lsV 翰出

H,L空锸座

谧也 谧乜 岷凫地
 2冕罕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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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抖 sCl⒔ ⒔o8智 证Ⅱ扭颖(k△ 京

o袒腱

婉查插座

O 0 ○□。
2⒛V℃

硭当。
舳t凸四匚彐。

连坟寸线 :

】 僚保仅表电讶关哳
2 根据蛰线方式成附囹遵接铡试电缆线
3 打开仅表电诱矛关即可工作

注:仪芨便用订详细阑谈仪痃的使用说明书,

恃别注仓 :

◆为了避免触电,莨议使用三芯电凝线与三线式电薄鲞座联蜇进行供电,三 绞式电汪插座的中
心地线必亵可备接地
●联杌的劂试电绕线应丢苷固定好,防止旋转系统将其绒断
●测试倌号导线的航空插头处的屏苡缄接点不应随意拆除
●员拭电笺线的航空插头与传感落及仪表的航空插座应拧紧可命
◆铡试电垅线的倌号输出线与仪表约按线踹子应准确并连挨可亦

测量计算方法
扭矩 n勹 闸~ˉ 公 k为 :

NⅡ P× Ⅱ/9s5o[式中: P为 轴籀出功率 (〖W);N为 转矩 (W妞 );M为转逮 (〃 m∶ n〉 I

在有玟量揎范田内,传芯器的桀踅输出频串与对应转矩值廖本⊥威线性芙系,在具体应月
中 如采浏量准确庹要泰不超过标称隹 不龠要通过逶穰参数标定来完减计箅 下囤表示出转
炬值与锊出瘵率位的对应曲绫,揠樨曲线 同时列出了浏量效据的廿箅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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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凄斯犄Φ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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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s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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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器伙∫Π9川

"1矩

测量i+j式 :

Ⅱp钔 (F fO〉 /(fpˉ fO)

Mr=N (f0-f) / (fO-fr〉

M'正向扭矩 MⅡ 反向粗矩  M扭 矩沩量程  r⒐ 垭炬零点轮出痕率位 (kⅡ z)

fP:正向满i翟攒出频率止 (kⅡz) f⒈ 反向蹒童程输出频察值 (kⅡ z)Ⅱ 实测恕矩翰出频率
讧 (kⅡ z)

饣1遮测量

"钎
式 :

nˉ‘Cf/z

Ⅱ 转逮 (r/价 in)   q实测转速输出颜率恼 (Ⅲ z〉

l″见故障分析与排除

Z:传感器测邃盘齿擞

无扭矩倌吁

lt电 电压的铀刂峨 断或梅关

^逼
婵 童新换线或重薪焊揆

扭挺信号线与方板的过簇绂
哳咬睦焯

重斫换缀或重新擤揍

与光电耦合捞的连换线断咸
虚焊

重新换绒熏亟新焊铵

无转速 转矩值弓
捡查电漩娥趋吞断线 砬婵

阕量显示救弼舁
庸或不稳定

。i能用户观场有较强的电礅

+扰源 且屏蔽褙施

^旨

l 查摈妫定f扰溽并尽且运脔跛关闭

2 用户现场甫布良好的接地绫
3 信号传籀线应又取屏睃拾施

`

将屏蔽层rt不同的搔地点尝试与地线
连犊 以达到最佳效臭
‘ 采用隔腐方式进行信号传镧 且
; 对T扰硬灭奴脬蔽措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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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穸厨新犄巾Fn
CY⒔丬Os东列扣】矩传感器硬川 T册

可考詹畏干堪魇犟

下,如因供电污染 空lHn电磁辐射等因煮的影响 追成传感器不能正常工作

1 掬猓系统良妤接地〈包括传感器 仪表 其它诙薰),并尝斌在不同接地 溆进行实验
⒉

蔷鬣苎唧

的狺号传翰绫琏行分开传送,有条件时,可外加金痛屏蔽膂 (网 )实 现

保养 与维护

署啻章Ξ叠晷蓍晕量奄叠g:ξ∶:g∶量晕量詈髫雪:叠叠卺莒章:∶ξ量营亏s覃晷[鬈
】 捡查运行环挽的温度 湿度等是否符合说明书中的要宋
2 

簟毒簧署詈阝

统的振动及壳体丙端的轴承部位的温度 噪声 运转平穗,湿 湿度合适 无

3 捡查系统的紧固件是吞松动
4 裣查运行系鲩中的动力系统电压 传感蠢的供电电淫是否在颧定馇范囤内

1 萑缍护前 订先确认动力电源 传恩罱供电电源己0,断

2 只有嬖过专业培训0l人 才能拆卸邬件后进行缍护及爵件更换

传感器出厂配置

⒈ 僵署鬈明书  ℃ 早萱窖仪 (逸顼 f铧 F平键 (选茹

醚 楸 (电 镪 )

质量保证

本传感器及配啻仅蒗白出厂乏日起计弃12个月内 (椟「察腔i+的使用说明书正常使用)保修 倮换 缭
身有偿缝楱

常用方法

负向鍪霆F 
反向扭矩:擗轴-端固定,另 -端顺时针施加扭力 确定为正向扭矩:相反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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