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站式编码器商城

测量轮编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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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

速度测量

在现代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中，运输设备在各种生产

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输送机的速度和位置

是两个可测量的要素，可以帮助在各种输送系统之间

的实现重复同步。

速度测量中的最常见的方案是带有测量轮的增量式

编码器，它可以直接在传送带或被测物体的表面上

运行。 安装附件中的弹簧可以向测量轮的表面施加

压力，可以有效地减轻测量轮和被测材料之间“滑

动”的可能性。

    多个输送系统同步

    实现输送带恒速运动

    实时监控

    需要不同的接触面材料/图案

定长切割

定长切割广泛应用于食品加工、电线电缆、瓦楞纸、

金属工厂、材料加工、木工等众多行业。 在运送物

体或物料时，需要进行精确的动态位置测量以实现

切口一致，从而获得一致的产品并减少物料浪费。

与其他方法不同（例如直接安装在输送机马达上的

编码器），测量轮解决方案不会受到机械传动系位

置误差（例如齿轮箱间隙和滞后）的影响。 增量测

量编码器已经历史性的解决了速度测量问题，但也

可以通过有效地利用绝对编码器进行位置测量。

   需要精确的测量

  可编程性实现最佳行数选择

  需要不同的电气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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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元器件

弹簧安装支架

精密设计的双弹簧张紧支架带有6个安装孔，通过

与305毫米（12英寸）或500毫米周长的测量轮结合

使用，可实现编码器在传送带或被测材料上的最佳

定位。 精确调节的悬架确保了测量轮在物体上的压

力始终如一。 双弹簧设计在被测材料上施加垂直且

相等的压力， 这可确保在物料双向移动的应用中进

行准确的测量。

弹簧臂

弹簧枢轴臂与测量轮相结合，可确保精确和可靠的

长度测量，同时提供比双弹簧设计更大的弹簧行程

范围。 6个安装孔（每一个错开60°）均位于一个48 

mm的螺距圆上，再加上可灵活安装在枢轴臂两侧

的带槽脚架，可提供多种编码器对准和安装配置。

可单独调节的双峰弹簧和夹具紧固机构则带来了额

外的灵活性。

测量轮

铝制测量轮可精确测量各种材料的长度，测量轮有

不同的表面，例如交叉滚花，光滑，镶钉和波纹状

等。 精确的砂轮、孔同心度以及优秀的测量轮质

量，可以实现高精度测量。测量轮具有耐油、燃料、

臭氧、恶劣天气的特性，即使在较高的机械压力下

也具有最佳的磨损值，不仅增强了系统的精度，而

且还具有坚固性和可靠性。

周长：200mm; 500mm和12英寸

测量轮的周长和编码器PPR决定了直线行程每英尺

（或米）的脉冲数。 测量轮的表面材料和所施加的

压力实现了一致的测量轮牵引力。 这些规格和变量

对于实现最佳测量精度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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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应用定制测量轮方案

设计考虑

1)  检查精度计算（下一页），以确保您选择的测量轮

周长+编码器分辨率满足线性测量系统精度。 

2)  选择正确的测量轮表面可以实现车轮牵引力的

平衡，同时避免了破坏细腻、易刮伤的被测表面

和材料。

 第一步
测量轮

  第二步
安装支架

  第三步
旋转编码器

车轮周长1） 表面轮廓2） 安装设计 法兰设计 接口

▪ 200 mm ±0.2

▪ 500 mm ±1

▪  304.8 mm 

±0.5 (12”)

▪ 滚花（ALU）

▪ 平滑（PUR）

▪ 颗粒（PUR）

▪  波纹（PUR）

弹簧式夹紧法兰安装支架 ▪ 58mm 夹紧法兰

▪ 10mm 实心轴

电气接口类

型：

▪ 增量式

▪  模拟或串行

输出

▪ 现场总线

▪ 工业以太网

弹簧式同步法兰安装支架 ▪  36mm  同步法兰

▪ 10 mm 实心轴

弹簧式枢轴臂 ▪ 58mm 夹紧法兰

▪ 10mm 实心轴

同步法兰的弹簧支点臂 ▪ 58mm 夹紧法兰

▪ 10mm 实心轴

测量轮表面轮廓 应用表面

硬纸板 木材 纺织品 橡胶 塑料 纸材 线材 玻璃 钢铁

滚花 Alu

平滑 PUR

颗粒 PUR

波纹 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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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应用定制测量轮方案

距离计算：

 ▪ 车轮周长[C]：例如 200毫米

 ▪ 编码器每转分辨率[PPR]：例如 1000

 ▪  每个脉冲的距离=  

C / PPR = 200/1000 =每个脉冲0.2毫米。

 ▪  对于定长切割的木材，我们希望切成每块

600mm的长度，即600 / 0.2 = 3000脉冲。  

当编码器每获得3000个脉冲时， 

切割器应进行切割。

精度计算：

 ▪  根据车轮和编码器使用的精度计算车轮周长[C]

： 如200毫米±0.2毫米

 ▪ 精度UCD编码器：12位，〜= 0.088°

 ▪ 根据弧长公式：S =2πrxθ/ 360

 ▪ 测量轮编码器的精度=〜0.05mm

无论您的测量轮编码器应用需要速度反馈还是位

置反馈（或两者兼而有之），编码器的单圈PPR在整

个系统性能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博思特POSITAL的可编程编码器与UBIFAST配置工

具配合在一起，使控制系统工程师在选择组件时具

有最大的灵活性。 在编码器安装和机器调试时现

场微调PPR（1至16,384）或更改输出类型的能力，

也可能是决定项目准时完成或延期的重要因素。

博思特POSITAL测量轮编码器与博思特POSITAL数

字面板仪表相结合可以提供功能强大，便捷，经济

高效的解决方案。

 

常见应用包括：

 ▪ 向机器操作员显示实时数据

 ▪ 控制输出火灾状态警报

 ▪ 传送带急停的局部化控制

 ▪ 编码器信号模拟转换

 ▪ 串行输出以导至主机系统

博思POSITAL DPM可配置为多种标准编码器输出

类型、简单逻辑和控制功能选项。   

 博思特POSITAL配件–轻松选择产品

 ▪ 所有移动设备均可访问，无需特殊软件

 ▪ 随时随地找到合适的配件

 ▪ 轻松访问产品文档
F  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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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BA集团

FRABA是一个专注于为运动控制和工业自动化市场

提供先进产品的企业集团。POSITAL是工业旋转编

码器的领先制造商，拥有50多年的经验，并已将业

务扩大至倾斜和线性运动传感器领域。VITECTOR

也是FRABA集团的子公司，专注于制造用于安全门

和专用机床盖板的传感器。FRABA集团是产品设计

和制造过程的革新者，也是工业4.0的先驱。

历史

FRABA集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8年，其前身

Franz Baumgartner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在德国科隆

成立，生产继电器产品。1973，FRABA推出其第

一款非接触式、绝对多圈编码器。自那时起，该公

司在旋转编码器和其他传感器产品的开发方面发挥

着领头羊的作用。

服务和生产

POSITAL的业务范围遍及全球，在欧洲、北美和亚

洲设有分公司，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销售和分销

合作伙伴关系。产品系采用先进的生产设备制造而

成。由计算机引导的半自动化生产系统可跟踪每件

设备从订单、组装和测试到最终交付的整个过程。

编码器业务

POSITAL独特的在线产品搜索器可提供各种各样的

解决方案，不需要具备专门的知识即可使用。可以

用11种语言浏览数以千计的特定数据表，且方便快

捷。传统的定制做法已经被这种新的方法所取代。

即使有一百万种独特的配置可用，也可使标准产品

在5个工作日内做好装运准备。

位置传感器领域50年的行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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