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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ature sensor design from ø3mm

- For test cell and on-vehicle measurements

-  Highest EMV immunity and stability

-  Maximum speed range  
from 200 to 400,000 RPM

- Measurement on aluminium and titanium

- Distance to target up to 2.2mm

- No modification of the compressor wheel

- Operating temperature up to 285°C

- Integrated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2 涡轮增压器转速测量系统 turboSPEED DZ140

涡轮增压器速度和温度测量
DZ140涡轮增压器测速探头，集成了温度测量功能， 可直接安装于涡
轮压缩机壳体内。整套测量系统在设计时，就考虑了用于大型试验台
或车载测试两种使用环境的要求。同时该系统还采用了多种方式确保
采集的信号更加洁净和稳定。
DZ140探头采用电涡流原理，感知钛合金或铝制叶片。最高测量速度
达到400,000rpm，叶片数量可以通过旋转码盘设定为1到16片。速度
测量结果，可以是每片叶片对应一个TTL脉冲，或每圈对应一个TTL
脉冲，或以0-5V模拟量信号输出。探头还可以同时测量温度信息，以 
0-5V 模拟量信号输出。 

改进的探头设计 
由于采用了最新的结构设计，使探头可以实现更强的性能和更长的
使用寿命。最高工作温度可以达到+285°C。举例来讲，探头电缆
DS1(04)就采用了改进的机械应力消除方式，以及集成电缆保护套等
结构设计。 

更大的测量范围 
与现有测量方式相比，DZ140涡轮增压器转速测量系统可以实现两倍
测量范围。探头还允许轴向或径向安装，实现更大的安装灵活性。

微型控制器
全部电路集成于极致紧凑的铝制外壳内。控制器外壳防护等级达
到IP65，防燃料，油污和剧烈冲击及振动。由于控制器可以使用在 
115°C温度环境下，可以简便地将控制器安装在引擎隔层内。

超强的抗干扰能力
DZ140涡轮增压器速度测量系统采用强
大EMC设计理念。源于高品质过滤电
路、改善的屏蔽方式、精心挑选的同轴
电缆以及插头，整个系统实现了极高的
抗电磁干扰能力。整个控制器电路也完
全兼容德国米铱公司所有的涡轮增压器
测速探头。

简便的安装 
控制器上的三色状态LED用于显示探头离开涡轮增压器叶轮的距离是
否理想。这一特殊功能使安装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探头通过一个特
殊的BNC插头与后续电路进行连接，这使得控制器可以兼容所有之前
版本的传感器探头，供电电源和模拟量输出通过工业用推挽式插头完
成。

测试模式
控 制 器 电 路 还 可 以 通 过 “ 探 头 模
拟”功能，模拟连接一个探头。由
此，测量电路可以在涡轮增压器没
有运转的情况下得以验证。

极致紧凑设计

钛合金或铝质叶片的大安装距离测量 

轴向安装 

径向安装

-  最高转速范围  
从200 到 400.000 RPM

- 微型化探头 ø3 mm

- 测量金属铝和钛 

- 测量距离可达 2,2 mm

- 无需更改压缩机叶轮

- 适合试验台和车载检测

-  高EMC抗干扰性和稳定性

-  工作温度达 285 °C

-  集成温度测量功能



- Miniature sensor design from ø3mm

- For test cell and on-vehicle measurements

-  Highest EMV immunity and stability

-  Maximum speed range  
from 200 to 400,000 RPM

- Measurement on aluminium and titanium

- Distance to target up to 2.2mm

- No modification of the compressor wheel

- Operating temperature up to 285°C

- Integrated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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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 DZ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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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DZ140 (控制器) 

探头 DS 05(03) DS 05(04) DS 05(07) DS 05(14) DS 05(15) DS 1 DS 1(04) DS 1/T

测量原理 电涡流测量原理 

被测物体 (涡轮叶片材料) 钛合金或铝制 

最大允许转速范围 (量程) 200 ... 400,000RPM

工作温度
控制器 -40 ... +115°C

探头 -40 ... +235°C (短时间可达+285°C)

探头到叶片的距离  
(壁厚0.35mm)

铝 径向 0.6mm / 轴向 1.1mm 径向 1.3mm / 轴向 2.2mm

钛 径向 0.6mm / 轴向 1.0mm 径向 1.2mm / 轴向 2.1mm

通过三个状态 LED 显示

集成探头探头电缆长度 
0.5m  

±0.15m
0.75m   

±0.15m
0.8m 

 ±0.15m

叶片数 通过拨码盘切换(可以从外部切换)，数量从1到16片

输出 (数字量)
1 脉冲 / 片 (TTL-电平, 不同的脉冲持续时间) 

或 1 脉冲 / 圈 (TTL-电平, 脉冲持续时间100μs)

输出 (模拟量)

0 ... 5V (200 ... 200,000RPM)
0 ... 5V (200 ... 400,000RPM) 

可从外部通过模式旋钮进行调节

线性度 ±0.2% FSO

分辨率 0.1% FSO

可以产生测试脉冲用于控制测量链；负载电阻>5kOhm, 负载电容最大1nF

探头温度输出 0 ... 5V (-50 ... +300°C)

RAW 输出 (通过BNC插头) 用于通过示波器快捷安装探头

供电电源 9V ... 30VDC / 最大50mA (短时间允许36VDC)

电缆
PC140-3 供电和输出电缆，长度 3m

PC140-6 供电和输出电缆，长度 6m

重量 控制器 DZ140: 约 85g

防护等级 控制器 DZ140: IP 65

FSO = Full Scale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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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 DS05(03)

35

18
约
 9
.5

探头电缆 ø约3.5mm
电缆长度 0.5m (± 0.15m)
带 BNC插头

探头电缆 ø约 3.5mm
电缆长度 0.5m (± 0.15m)
带BNC插头

探头

探头

45°±3° 

探头 DS05(07)

ø3

M5
 

ø3ø3

约9.5

46

66

1

WS4

探头电缆 ø约 3.5mm
电缆长度 0.5m (± 0.15m)
带BNC插头

探头 DS05(04)

66

ø3

约 9.5

WS4

探头 DS05(14)

探头 ø约 3.5mm
电缆长度 0.5m (± 0.15m)
带BNC插头

M5

28 约 9.5

探头 DS05(15)

探头 ø约 3.5mm
电缆长度 0.5m (± 0.15m)
带BNC插头

45 约 9.5

M5

WS4

探头 DS1

M5
x0
.5

约 9.540 探头 ø约 3.5mm
电缆长度 0.75m (± 0.15m)
带BNC插头

WS4

探头 DS1/T

M5
x0
.5

约 9.540

探头 DS1(04)
探头带金属保护套
不锈钢IP40
ø约6.0; 电缆长度0.8m  (±0.15m)
带BNC插头

M5
x0
.5 42

WS6

WS4

ø约
 1
9 

WS4

探头 ø约 4.5mm
电缆长度 0.8m  (± 0.15m)
带 同轴BNC插头

WS8

9
15

M6x1

安装转换插头MA135

包含在DS05(03)和DS05(04)包装中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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