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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滞

启动延迟

只要机器处于起动过程中并且尚未达到其标
称速度，启动延迟会抑制错误信号。欠速监
测时尤其需要这一功能。
施加工作电压后桥接时间开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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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速度传感器电源电压（连接到电机）
启动延迟
切换功能
输入频率作为（旋转）速度的指示
时间
信号状态：达到最小转速/停机
错误信号：欠速/堵塞
信号状态：达到转速
错误信号：超速

速度传感器：
旋转机器的分散监测

如果目标已固定在旋转轴上，则速度传感器
将监测旋转机器和安装装置，如传送带、螺
旋输送机或三角皮带传动机。然后传感器会
通过间隔测量方式，确定两次旋转之间的时
间间隔，以实现每次旋转的检测。如果转速
低于设定的开关点，速度传感器将发送一个
故障信号。IO-Link功能支持远程参数设置
或当前转速读取。

如果转速在设定的开关点周围波动，则开关
点迟滞可防止输出继电器发生可能的“震颤”。

3

紧凑型速度监控 4 - 5

工业应用

安全相关的速度监控 监测安全相关应用中的超速或欠速 6 - 7

运动控制监测器 监测转速、停机、滑动、
同步运动或旋转方向等 8 - 9

脉冲监测显示器 分散式脉冲信号预处理和显示，
例如运行时间、频率或计数器值 10 - 11

ifm.com/cn/practicaltip
请为您的应用寻找合

适的计算辅助工具：

集成速度评估和开关输出
的非接触式电感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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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型速度传感器 功能齐全：
拥有适用于不同应用的各种类型。

可调节：
单、双开关点或窗口模式。

特殊功能：
通过IO-Link实现众多附加功能。

匹配性：
齐平和非齐平式安装。

标准性：
具有24 V DC工作电压的连接器
单元。

电感式速度传感器、M12连接器

M12 f DI5027
M12 nf

5...24,000
5...24,000

0...30
0...30

IO-Link

电感式速度传感器、M12连接器 · 电位计

M30 f DI50235...3,600 15 –
M30 f DI50245...3,600 15 可调 IO-Link

电感式速度监测器、M12连接器 · 电位计 · ATEX认证

M30 f DI521A5...3,600 15 –

M30 f DI524A5...3,600 15 可调 IO-Link
M30 f DI522A5...3,600 5 –

IO-Link DI5028
M18 f DI5029
M18 nf

5...24,000
5...24,000

0...30
0...30

IO-Link
IO-Link DI5030

M30 f DI5031
M30 nf

5...14,000
5...14,000

0...30
0...30

IO-Link
IO-Link DI5032

矩形 f DI5033
矩形 nf

5...9,600
5...9,600

0...30
0...30

IO-Link
IO-Link DI5034

通讯接口启动延迟

[s]

设置范围

[pulses/min.]

安装型号 型号

f：齐平式安装  nf：非齐平式安装

5

集成监控功能

工业应用

DEVICE

URz
适配器

现场总线

传感器处于SIO模式 传感器处于IO-Link模式

速度传感器集成了完整的速度监测功能。
IO-Link可提供附加价值，例如当前速度或
设置的开关点。启动延迟等参数可以利用
IO-Link进行远程设置。此外，还可以通过
IO-Link激活“窗口模式”。两个开关点可彼
此独立设置，具有良好的附加价值。也可
以通过IO-Link进行远程示教。

由于具有背景补偿选项，可以通过示教来调
整感应范围，以便抑制背景中的干扰因素。

为了提高工厂透明度，您还可以连接
到ifm SMARTOBSERVER。当然也
可以在SIO模式下通过IO-Link，以启
用传感器。
IO-Link速度传感器首次取得ATEX或
IECex认证（II，3D）。

通过IO-Link进行参数设置

IO-Link主站
I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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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相关应用的速度监控 直观：
简单的参数设置。

安全：
速度传感器使用标准传感器作为
采样器。

可靠：
在极端环境温度下能够可靠运行。

小巧：
外壳宽度仅25mm。

实践性：
速度限制可调单位Hz或RPM，
迟滞5％。

6

超速监测 功能
开关点以上输出打开

停机监测器
仅在没有移动的情况下才能访问某些装置。
极限频率可以设置（0.2 / 0.5 / 1/2 MH）。
例子：凸轮轮廓用于停机监测。为了可靠检
测断线或传感器故障，两个传感器不能同时
无阻尼。

功能
开关点以下输出打开

使用两个非安全性电感式传感器检
测机器速度。
双通道监测继电器能满足安全等级e
级的安全相关监测。

双重安全

工业应用

7

欠速监测
这些系统可以轻松进行风扇欠速监测、
停机监测或皮带断裂检测。 

功能
开关点以下输出打开

安全速度传感器，SIL 3，PL e

DD110S0.5...990

DD111S0.1...99.9

设定范围

[Hz]

监测超过预设值的
旋转或直线运动

安全停机监测器，SIL 3，PL e

DA102S0.2 / 0.5 / 1 / 2监测未达到预设值的
旋转或直线运动

DU110S0.5...990监测未达到预设值的
旋转或直线运动

功能 型号

双通道速度传感器专为最高安全等
级而设计。两个通道相互监测并在
发生故障时停止机器。由于输入信
号监测是动态的，因此可以使用“非
安全”传感器。

极限频率单位可以设置为Hz或RPM。
迟滞（5％）和启动延迟（10秒）已
可靠设定为经过验证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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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控制监测器 便捷：
可在交流电应用中使用直流传
感器。

可全球使用：

操作简单：
综合显示和直观菜单导航。

可在低至-40°C的极端环境温
度下可靠运行。

可靠：

8

速度 器
通过使用脉冲评估，可以监测机器的转速
是否超速或欠速。显示当前速度并作为模
拟信号（4 - 20 m7 ）。
监测传感器电缆具有额外的安全性，并具
有单通道和双通道两个版本。

旋转方向监测 
通过两个传感器检测机器的旋转方向。
除了监测旋转方向之外，还可以并行
进行转速监测。

滑动监测器

仍在寻找更多的选择？

有关更多产品，请访问

如果使用NAMUR传感器，则
可以使用带断线监测的设备。

适用于110-230V AC或24VDC
的宽范围电源电压。

稳定性：

传感

www.ifm.com/cn

工业应用

9

同步监测器
评估系统会比较两个独立驱动器的脉冲信号
并监测脉冲差异。如果在异步情况下超出脉
冲之间的某个时间间隔，则系统会通过开关
输出发出警告信号。 
同时，还可以监测驱动器的转速。

功能：
开关点以下输出打开

功能：
点以下输出关闭 

功能：
开关点以上输出打开

功能：
开关点以上输出关闭

速度传感器

PNP / NPN / NAMUR DD25030.1...1,000 Hz

设定范围

[Hz / % / ]pulses

输入功能

1
NAMUR 8.2 V DD26030.1...1,000 Hz1

PNP / NPN / NAMUR DD25050.1...1,000 Hz2
NAMUR 8.2 V DD26050.1...1,000 Hz2

输入

两个开关点用于监测是
否超出或未达到预设值，

或指示可接受范围

滑动监测器

PNP / NPN / NAMUR DS25030.1...99.9 %2

NAMUR 8.2 V DS26030.1...99.9 %2
一个开关点用于速度监测
另一个用于滑动监测

同步监测器

PNP / NPN / NAMUR DS25051...999个脉冲2
PNP / NPN / NAMUR DS25061...999个脉冲2

NAMUR 8.2 V DS26051...999个脉冲2
两个开关点用于同步监测

方向监测器

PNP / NPN / NAMUR DR25030.1...1,000 Hz2一个开关点用于速度监测
另一个用于方向监测

PNP / NPN / NAMUR DR25030.1...1,000 Hz2两个开关点用于
单独的方向监测

PNP DD02030.1...1,000 Hz1监测是否超过或未达到预设值

功能

开关

型号

滑动监测器可检测来自驱动器和非驱动器
端的转速脉冲，转差率是两个转速值之间
的偏差百分比。如果超出此可调偏差，则
切换输出。除了滑动监测，还可进行转速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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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监测显示器 可见性强：
黑色背景下大而明亮的数字。

直观：
触屏显示器和清晰文本。

清晰：
当超过或未达到预设值时，显
示器将变为红色/黄色/绿色。

输出可选：

（V或mA）。

通用性：
带PNP / NPN或NAMUR输入
的HTL脉冲采样输入。

10

ifm.com/cn/practicaltip

4个开关输出和/或模拟输出

请为您的应用寻找

合适的计算辅助工具：

速度：从运行时间测量指示速
度。输入A作为起始输入，输
入B作为停止输入。

计数器：作为位置显示器、脉
冲、累加器、差分、递增或递
减计数器。

计时器：作为秒表操作。启动
和停止功能可以自由配置。

加工时间：作为烘烤时间或加
工时间显示器（往复转速）。

转速：指示转速（RPM），
作为转速表或用于频率测量。

工业应用

监测开关点
用户最多可以定义四个开关点。如果未达
到或超过预设值，则最多可切换四个晶体
管输出。 
通过图示显示输出状态，显示器的颜色可
以按照过程值显示为红色、黄色或绿色。

仍在寻找更多的选择？

有关更多产品，请访问

数字显示器

多样的脉冲评估

紧凑设计、高清晰度 用户友好操作

多功能显示器、触屏显示器和清晰文本

– DX2021115 / 230 AC / 24 DC –
V或mA DX2022115 / 230 AC / 24 DC 4

– DX2023115 / 230 AC / 24 DC 4
– DX203124 DC –

V或mA DX203224 DC 4
– DX203324 DC 4

输出工作电压 

[V]

模拟
输出

型号

www.ifm.com/cn

新型多功能显示器不仅仅是一台显示
器：该显示器以分散的方式预处理数
字信号，必要时，还会将此信息传递
给更高级别的控制器。此智能特性使
其非常适合工业4.0应用。

多功能显示屏可显示工业自动化中的
各种测量值。它使用间隔测量原理来
处理输入脉冲。比例系数允许计算、
显示转速、处理时间等，并将其转换
成模拟信号。该装置还可用于计数和
计时任务。

由于其小巧的体积，多功能显示屏不
会占用太多的面板空间。然而，屏幕
数字却足够大，能够从一定距离可靠
读取测量值。

所有设置都可以通过现代的电阻式触
摸屏界面进行操作。显示屏将自动从
显示模式切换到参数设置模式。所有
参数在屏幕上以清晰文本显示，使用
方便直观。密码机制可防止篡改。



脉冲监测显示器 可见性强：
黑色背景下大而明亮的数字。

直观：
触屏显示器和清晰文本。

清晰：
当超过或未达到预设值时，显
示器将变为红色/黄色/绿色。

输出可选：

（V或mA）。

通用性：
带PNP / NPN或NAMUR输入
的HTL脉冲采样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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