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输、工业与航空应用

智能位置传感器，35 mm、75 mm、225 mm 线性构型
卓越的测量。精准。可靠。智能。

传感与控制部

解决方案

智能位置传感器是业内最耐久、适应性最强、最轻质的线性位置传

感器，使高精度的移动控制成为可能，提升运行效率与安全。这是

霍尼韦尔公司 (Honeywell) 首款非接触线性位置传感器，可在需要

对线性移动进行测量的应用中提供无与伦比的精准度与可靠性。精

简的非接触设计：

•  消除机械故障机理

•  减少磨损

•  提高可靠性与耐久性

•  提升运行效率与安全

•  将故障停机时间降至最低

传感器可感测相对于传感器的磁体位置，可在以下三种感测范围

内运行：

•  0 mm - 35 mm [0 in - 1.38 in] 
•  0 mm - 75 mm [0 in - 2.95 in] 
•  0 mm - 225 mm [0 in - 8.86 in]

图 1. 智能位置传感器线性构型运行示意图

支持模拟输出（35 mm、75 mm 与 225 mm 配置）以及 RS232-
型数字输出（仅适用于 225 mm 配置），用于控制系统要求配备

波特率为 57.6 kbps 的 RS232-型接口。

 

为何智能位置传感器堪称智能?
“智能”意味着传感器具备独立思考的基本能力。智能位置传感

器含自我诊断功能和数据收集功能，可靠性更高，可用于闭环反

馈控制。

通过利用该传感器，霍尼韦尔 (Honeywell) 通过专用集成电路 
(ASIC) 将磁阻技术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智能位置传感器如何工作？
传感器可感测距离 0 mm、35 mm、75 mm 或 225 mm 的磁体位

置。图 1 是线性构型的运行图表说明。

磁体促动器   附于移动物体（如电梯、设备与阀门等）之上。磁体促动器四周的蓝线表示流出磁体促动器和通过磁阻桥接器的

磁通量，桥接器安装在线性智能位置   传感器磁体促动器的移动方向。磁阻桥接器的输出通过专用集成电路   对磁体促动器

的位置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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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位置传感器
35 mm、75 mm、225 mm 线性构型

图 2. 阀位

图 3. 物料运输图片 来源：维基百科

潜在应用

图 2 - 14 展示了各种可能用到智能位置传感器的线性位置传感应

用。除特别注明外，适用于所有构型。

工业

•	 阀位: 可用于监测阀位，基于阀门打开/关闭的位置以及打开/

关闭时长输送所需液体流量（如装瓶机、食品/化学加工与水

处理设备等）（见图 2.）。

•	 物料运输：可用于将箱子从一条传送带传至另一传送带的提升

装置。（见图 3.）

•	 塑料成型：可用于注塑定位。(见图 4.)

•	 切割开槽：用于造纸厂中切纸前对切纸机进行精确控制。 

（见图 5.）

•	 晶片传送：用于监测部件是否适当放置。（见图 6.）

•	 数控机床：用于监测工具深度与移动方向。（见图 7.）

运输 

•	 引擎与传动系统（仅 35 mm 构型）：可用于卡车中调节档

位。（见图 8.）

•	 客车水平位置：可用于平衡客车，方便乘客上下与搬取行李。 

（见图 9.）

•	 汽车起重机悬臂梁位置：可用于判断悬臂梁提吊物体前是否已

完全伸展。还可用于测量起重机吊杆的斜角度位置。 

（见图 10.）

图 4. 塑料成型

图 5. 切割开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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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位置传感器
35 mm、75 mm、225 mm 线性构型

图 9. 客车水平位置

•	 重型设备附件识别：可用于通过有策略地在传感器周围摆放磁

体感测重型设备上使用的附加装置。相应输出可向操作与控制

系统指示哪一个附加装置已连接。（见图 11.）

• 液压缸（仅	225	mm	构型）：可用于非铁质液压缸的非接触冲

程位置。（见图 12.）

•  船用发动机：可用于舷内/舷外发动机的配平位置，以改善耐久

性与性能。(见图 13.)

 

航空

• 飞机舵机系统：可用于飞机上多种应用中控制促动器位置， 

帮助调节进入发动机的气流与环境系统。（见图 14.）

图 7. 数控机床

图 6. 晶片传送

图 8. 引擎与传动系统（仅 35 mm 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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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位置传感器
35 mm、75 mm、225 mm 线性构型

图 11. 重型设备附件识别

图 12. 液压缸(仅 225 mm 构型)

图 13.船用发动机

图 14. 飞机舵机系统图 10. 汽车起重机悬臂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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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霍尼韦尔 (Honeywell) 保证，本公司所制造的产品不存在任何有缺陷的材料，也不存在工艺上的缺陷。霍尼韦尔 
(Honeywell) 标准产品保修在获得公司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有效，请参考订单确认书或咨询当地销售处了解具体保修细节。 
如果用户在保修期内将产品退回公司，霍尼韦尔 (Honeywell) 将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存在缺陷的零部件。上述条款是购买人所能
获得的唯一补救办法，并取代所有其他明示或暗指的保证，包括有关针对某一特定目的的适销性和适用性的保证。 
霍尼韦尔 (Honeywell)	对衍生性损害、特殊损害与间接损害概不负责。

尽管我们可以派专人、通过我们的技术资料和霍尼韦尔 (Honeywell) 的站点等方式提供应用支持，但确定产品在应用中是否适合
则取决于用户自身。 

技术规格若有改动恕不另行通知。本文所提供的信息自印刷之日起均视为准确、可靠。但是，我们不对本文的使用承担任何责任。

了解更多
要了解更多有关霍尼韦尔 (Honeywell) 的 

传感与控制产品，请拨打电话 1-800-537-6945，
或登陆网站	sensing.honeywell.com， 

也可发送邮件至	info.sc@honeywell.com		
进行垂询

智能位置传感器
35	mm、75	mm、225	mm 线性构型 

特性与优势 
（ = 竞争优势点）

• 可靠、耐久：非接触设计减少磨损，提高可靠性与耐久度，将故障停机时间降至最低

 易于安装：相较于其他某些竞争产品需要多达十四步才能完成安装，本产品安装分为四步

进行（1：定位传感器；2：钻孔；3：安装传感器；4：查找磁体促动器/进行导电连接），

不但简化安装过程且降低安装成本

• 坚固：由于传感器内无活动部件，霍尼韦尔 (Honeywell) 采用独特的包装材料，使传感器

更加有效对抗振动、震动和极端温度

 灵活：传感器与磁体间气隙达到 8.5 ±1.0 mm [0.334 ±0.039 in] ，增加了应用机会；多种

输出模式（模拟标准与其他 RS232-型波特率）可供选择亦可拓宽应用机会

 更具成本效益：适应性强的非接触设计为客户减除安装时的不必要连接，从而减少安装步

骤、时间与元件

• 精准：35 mm 构型可精准测量低至 0.04 mm [0.0016 in] 的数值；75 mm 构型可精准测

量低至 0.05 mm [0.002 in] 的数值；225 mm 构型在模拟模式下可精准测量低至 0.14 mm 
[0.0055 in] 的数值，在数字模式下可精准测量低至 0.0035 mm [0.000137 in] 的数值

 适应性强：板载电子部件可进行灵活包装并与现存系统完美兼容

 轻质：重量比线性差动变压器 (LVDT) 技术轻一半以上

• 精简导入设计：易于配置的传感器阵列基本适应任何线性运动路径

 自我诊断功能：提供预测性维护输入，减少设备停机时间

• 专用集成电路	(ASIC)	与磁阻	(MR)	传感器组合：增强差异化与性能

• IP67 与 IP69K 密封：使严苛环境下的应用成为可能

• 满足汽车等级电磁干扰	(EMI)/与电磁兼容性	(EMC)	规格：提供环境频率保护（仅 35 mm 
构型）

• 材质符合	RoHS	认证：符合 2002/95/EC 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