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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 介 

    随着 DCS系统的普及，传统的二次仪表的功能基本上都能由 DCS系统实现。我公司在 JX20

电涡流位移传感器基础上，成功开发研制了 JX5121 轴振动变送器。JX5121 轴振动变送器将

传感器采样的振动位移峰峰值信号，经变送器线性化、归一化处理后，直接输出 4-20mA 信号。

JX5121 轴振动变送器与 JX20 系列电涡流传感器探头配接，取消了传统的外部前置器，减少

了前置器的接线环节和安装环节，减少了故障率，它将传统的外部前置器和仪表部分的滤波、

信号归一化处理、信号输出等功能模块化，增强了系统的集成度，体积小，提高了可靠性。 

    JX5121 轴振动变送器为直接与 DCS、PLC 接口提供一种简便、低成本的方式监测旋转机

械转子的轴振动。对主机、辅机设备如汽轮机、压缩机、风机、泵群进行轴振动实时监测，

能真正起到对这类设备进行保护。它测量准确、稳定可靠，抗干扰性能强。 

 

二、外观图 

    JX5121 轴振动变送器整套外观图如下： 

 

             

        

 

 

 

 

 

 

三、性能指标 

    1、供电电源：        +24Vdc，最大工作电流小于 50mA。 

    2、输    入：        JX20 系列电涡流传感器探头。 

    3、原始信号缓冲输出：+2～＋10V，最大传输距离 300 米。 

    4、轴振动峰峰值输出：4～20mA，最大负载电阻 750Ω。 

    5、输出纹波：        小于 20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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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OK 指示：绿灯亮时表示系统自检正常，探头安装间隙合理(处于线性工作范围内)，

否则指示灯不亮，此时 4～20mA 变送输出降低到 3mA 以下。 

    7、校准与测量选择：变送器面板上具有校准与测量选择开关，正常工作时,应处于测量

位置。 

8、频    响：        4-4000Hz(-3dB) 

9、温    漂：        ≤0.05%℃ 

10、外形尺寸：        60W × 80L×45H (mm)  

    11、安装尺寸：        51×51(mm)，安装螺钉 M4 

    12、工作环境温度：    -25℃～85℃ 

 

 

四、探头选型 

                   

    探头的直径与测量量程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格： 

            

探头直径 线性量程(mm) 非线性误差 最小被测面(mm) 

Φ5 1(可扩展到 2mm) ≤±1% Φ15 

Φ8 2(可扩展到 4mm) ≤±1% Φ15 

Φ11 4(可扩展到 8mm) ≤±1% Φ35 

Φ25 12(可扩展到 20mm) ≤±1.5% Φ50 

Φ50 25(可扩展到 30mm) ≤±2% 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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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探头直径选择  

                        

    ☆ 选择探头直径，应保证其线性量程大于被测体最大移动范围 20%以上，除非被测面面

积不能满足最小试件尺寸要求或安装空间限制。 

    B 螺纹规格选择，常用探头壳体螺纹规格见下表： 

                      

☆ 螺纹规格允许有其它选择 

 

    C 安装方式选择 

    标准安装，代号 B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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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向安装 

    （方式一）通常用套筒固定于机器外，代号 F1 

 

    （方式二）φ50 探头常用方式，代号 F2 

 

 

    电缆侧出，代号 C 

    安装轴向空间较小时选用，通常用夹块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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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安装，代号 L 

    安装轴向空间较小时选用，用螺栓固定 

   

 

    ☆ 除非采用机器外部安装支架安装探头或者安装空间限制，通常选择标准安装类型的探

头。 

 

D 无螺纹长选择 

以 10mm 为单位， 

最小无螺纹长 0mm 0 0， 

最大无螺纹长 250mm 2 5， 

递增量 10mm 0 1 

☆ 探头的无螺纹部分是为了方便安装：采用螺孔安装时,适当长度的无螺纹部分可以减

少需要旋入螺孔的长度。 

 

    E 壳体长度选择 

以 10mm 为单位， 

最小壳体长度 20mm    0 2 ， 

最大壳体长度 250mm   2 5 ， 

递增量 10mm    0 1 

    ☆ 探头壳体长度取决于安装位置与被测面的距离。 

     

F 电缆长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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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0.5m  

1 0    1.0m  

5 0    5.0m  

9 0    9.0m 

    ☆ 电缆长度选择应考虑被测面与变送器安装位置之间的距离。采用螺孔安装时，建议选

择 05(0.5m)、10(1.0m)，易于保证旋动探头时，探头电缆与探头能一起转动，不易扭断电缆，

而且需选用延伸电缆，延伸电缆长度与探头总长之和为 5m 或 9m。在机器内部安装探头，选

择探头总长应保证电缆接头能处于机器外部，以防机器内部的润滑油污染接头。 

    

K 铠装选择 

“K”表示电缆带铠装 

    ☆ 如果探头电缆无管道保护，建议选择铠装探头，以使探头电缆不易被损坏 

 

    选型示例 

CWY-DO-20T08-M10×1-B-01-05-50 

表示：探头直径φ8、壳体螺纹 M10×1、标准安装方式、无螺纹长 10mm，壳体长度 50mm、

电缆长度 5m、不带铠装。 

 

    五、延伸电缆选型 

                

    A 电缆长度选择 

4 0  4.0m，4 5  4.5m，8 0  8.0m，8 5  8.5m 

    K 铠装选择 

“K”表示电缆带铠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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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延伸电缆用来联接和延长探头与变送器之间的距离，您可

以对延伸电缆长度和是否需要带铠装进行选择，选择延伸电缆的长度应该使延伸电缆长度加

探头电缆长度同配套变送器所要求的长度一致。 

 

   六、变送器选型 

    JX5121－AA－BB－CC 

AA：量程选择；05 表示量程为 50μm pp；10 表示量程为 100μm pp；15 表示量程为 150

μm pp；20 表示量程为 200μm pp；40 表示量程为 400μm pp；50 表示量程为 500μm pp 。 

BB：探头直径；05 表示配套φ5探头；08 表示配套φ8探头；11 表示配套φ11 探头。 

CC：50 代表探头电缆加延伸电缆总长度为 5 米； 90 代表探头电缆加延伸电缆总长度为

9米。 

 

    七、安装使用 

    探头的安装 

1、 确保被测面的材质为 40CrMo，或其涡流效应与 40CrMo 相接近。大多数汽轮机、鼓风

机等设备的转轴是用 40CrMo 材料或与之相近的材料比如 45 号钢制造。因此，除非在订货时

进行特别说明，通常在出厂前传感器系统采用 40CrMo 材料试件校准。 

2、 电涡流效应主要集中在被测表面，由于加工过程中形成的残磁效应，以及淬火不均

匀，硬度不均匀，结晶结构不均匀等都会影响传感器特性，API670 标准推荐被测面残磁不超

过 0.5 微特斯拉。当需要更高测量精度时应用实际被测体校准。 

3、 测量轴的径向振动时，每个测点应安装两个传感器探头，两个探头分别安装在轴承

两边的同一平面上相隔 90°(±5°)。由于轴承盖一般是水平剖分的，因此通常将两个探头

分别安装在垂直中心线每一侧 45°，定义为 X探头(水平方向)和 Y探头(垂直方向)。通常从

原动机端看，X探头应该在垂直中心线的右侧，Y探头应该在垂直中心线的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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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探头的安装位置应尽量靠近轴承，否则由于轴的挠度，得到的测量值将包含附加误

差。探头安装位置与轴承的最大距离见下表。 

 

 

 

 

 

 

 

 

 

 

测量轴承直径 最大距离 

0～76mm 25mm 

76～508mm 76mm 

>508mm 152mm 

 

 

※ API 670 标准规定，轴的径向振动探头的安装位置与轴承的距离要在 76mm 之内 

 

5、 探头中心线应与轴心线正交，探头监测的表面(正对探头中心线的两边 1.5 倍探头直

被测轴

Y 方向探头 X 方向探头

90°±5°

 

φD 探头

被测轴
轴

承

测量面(宽度>1.5D)

最大 152mm

轴承座 紧固螺母

安装支架

 

 

 轴的径向振动测量时探头的安装 

轴的径向振动探头安装位置与轴承的最大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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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宽度的轴的整个圆周面，应无刻划痕迹或其它任何不连续的表面(如油孔或键槽等)，且在

这个范围内不能有喷镀金属或电镀，表面粗糙度应在 0.4μm～0.8μm 之间。 

6、 除非特别说明，通常将轴的径向振动测量探头安装在传感器的线性范围中点，对应

的变送器输出电压为中点电压(线性范围中点间隙值和中点电压值可以从校准数据单或校准

曲线中查到)，通常为 6V，特别是对于大轴承机器，其最大轴承间隙接近传感器线性工作范

围时(建议选用线性工作范围更宽的传感器)。但是对于大型卧式机器，在机器启动时，轴会

抬高 0.25mm 左右，因而在停机时安装垂直方向探头，应将安装间隙(冷态间隙)调整到传感器

的线性范围中点偏大 0.25mm 左右，对应的变送器输出电压可从校准数据单或校准曲线中查

到。 

7、 安装传感器应保证探头的头部与安装面之间不小于一定的距离，工程塑料头部体要

完全露出安装面，否则应将安装面加工成平底孔或倒角。 

            

安装面

头部(直径D)

紧固螺母

探头

3D(最小)

安装面

头部(直径D)

紧固螺母

探头

安装面

头部(直径D)

紧固螺母

探头

3D(最小)

45° o

 

 

8、各探头头部间的安装距离应不小于最小安装距离。为防止两探头间的相邻干扰，对于

不同规格的探头和不同的安装方法要求其间距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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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头部直径 

(mm) 

两探头垂直安装 

（被测体为圆形）(mm)

φ5 35.6 

φ8 35.6 

φ11 70 

φ25 120 

φ50 180 

 

    9、探头安装支架的强度要尽量高，一般要求支架的谐振频率至少为机器转速的十倍，这

样才能保证测量的准确性。 

    10、采用测量传感器的输出来调节传感器的安装间隙，当探头头部还未露出安装孔时，

由于安装孔周围的金属影响，可能使得传感器输出等于安装间隙所对应的电压或电流值，但

这时探头测量的不是需要测量的被测体。探头调整到正确的安装位置，传感器输出应该是：

首先是较大的饱和输出(此时探头还未放进安装孔内)，然后是较小的输出(此时探头放进安装

孔中)，继续将探头拧进安装孔，传感器输出会变为较大的输出(此时探头头部露出安装孔，

但与被测面间隙较大)，再拧进探头，传感器输出等于安装间隙所对应的值，此时探头才是正

确的安装间隙。 

         

 

 

 

 

 

 

 

 

 

 

    11、将探头旋进螺纹安装孔时，用力不能过猛，否则可能压坏探头和被测体。 

安装架

被测面

探头

安装架

被测面

探头

正确的安装间隙

探头探测到被测面

不正确的安装间隙

探头没有探测到被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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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探头旋进螺纹安装孔时，必须同时转动探头所带的电缆，否则有可能将电缆扭断，如果带

有延伸电缆，应将延伸电缆取下。 

12、探头的电缆接头是和内部电路相接的，而且不具备密封性。为了避免接头和机壳接

触以及加强密封性，应该采用热缩套管加热收缩包裹。这样还能起到防止接头松动的作用。

不要用粘性的电工胶带来绝缘接头，因为油雾会溶解胶带上的粘性物而污染接头。 

    13、探头头部材料为 PPS 工程塑料，壳体材料为 1Cr18Ni9Ti 耐酸碱不锈钢。安装时应注

意被测体的环境是否存在使探头损坏的化学物质。 

探头长期接触下列物质，探头材料和性能不会受到影响： 

空气、水、润滑油、氨氢氧化物、酒精、汽油、乙醚、稀硫酸、氢氧化钠。 

探头不能长期接触下列物质： 

无水氨、苯甲醛、硝酸、三氯甲烷、高锰酸钾、98%硫酸。 

    14、探头电缆和延伸电缆长度一经选定，在使用时，不能随意缩短或加长，否则会造成

传感器系统的变化。 

     

变送器的安装 

 

变送器对工作环境的要求比探头严格得多，通常将它安装在远离危险区，其周围环境应

该无腐蚀性气体，干燥、震动小，环境温度与室温相差不大。在机器旁安装，为了保证变送

器工作安全可靠，有必要采用专用安装盒。 

为了防止不同地电位造成的干扰，必须采用单点接地。为了屏蔽外界干扰，变送器外壳

直接与系统电气相接，因此应该将变送器安装盒及安装螺钉与变送器外壳绝缘。在设计制造

时变送器已增加了绝缘底板和安装螺钉绝缘套，您只须装上安装螺钉即可，不必再考虑变送

器的绝缘问题。 

变送器的安装尺寸同美国本特利(BN)公司 7200、3300 系列型前置器兼容。安装尺寸为

51×51(mm)。 

 

系统连接 

 

系统连接包括将传感器探头、延伸电缆(如果有的话)、变送器以及 DCS 系统之间的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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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以组成能投入工作的测量系统。 

变送器的输出应采用屏蔽电缆，屏蔽电缆的屏蔽层需在接 DCS 系统一端单点接信号地。 

变送器的原始信号输出电缆总长不得超过 300 米，否则信号衰减将会过大。 

连接示意图如下： 

 

 

 

 

 

 

 

 

 

 

 

 

 

 

 

 

 

 

 

 

 

 

 

 

Vout Iout COM +UT

测试+

轴 振 动 变 送 器

型号:JX5121-XX-XX    编号:XXXXXXXXX

零位 

广州精信仪表电器有限公司

测试- 

线性 增益 

测量 校准 

OK

PLC/DCS
(4~20mA 振动信号)

＋  － 

51
 

80
 

电压表 
(2~10V 原始信号) 

＋  － 

+24V 电源
(最大耗电 50mA)

＋  － 

51

60

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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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校准与维修 

1、校准 

什么情况下应该对传感器进行重新校准？ 

 传感器长期不使用达一年以上； 

 传感器连续使用两年； 

 被测体材料与出厂校准材料不符； 

 排除故障后。 

校准装置与设备 

 位移校准器 

 千分尺 

 数字万用表 

 直流稳压电源 

 正弦波信号发生器 

 螺丝刀 

    位移特性曲线的校准 

选择与被测体材料相同的试件。 

装好探头、千分尺（量程应大于传感器量程 20%）。 

将直流稳压电源的供电电压调到传感器系统所需电压范围。 

分别将稳压电源、数字万用表、探头接到变送器上 

旋转位移校准器调节钮，使探头与试件平面紧贴，再将探头头部与试件间距调到传感器

线性起始距离。 

打开电源，旋转位移校准器调节钮，以十分之一量程为间隔，记录变送器 Vout 原始信号

缓冲输出电压。 

计算传感器平均灵敏度，用螺丝刀调节线性电位器，重复上一步，直到输出满足线性和

灵敏度要求。 

变送输出的校准 

在位移特性曲线校准后，校准与测量开关处于校准位置，调节探头处于线性中点，调整

零位电位器，使 Iout 输出 4mA，然后从 Vout 端加 50Hz 一定幅值的正弦波信号，调整增益电

位器使输出电流与理论计算值吻合。如变送器输出量程为 100μm, 传感器灵敏度为 4V/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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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输入 400mVpp 50Hz 正弦波信号,调整增益电位器使 Iout 输出 20 mA 即可。 

校准完后，开关应处于测量位置，校准电位器应用硅胶封牢。 

 

2、故障维修 

传感器系统在校准或工作中出现不正常现象时，首先自行初步检查，问题严重时，请联

络本公司或本公司各地销售服务代理。 

● 系统检查 

1) 接线端子接线是否接错； 

2) 接线是否短路或开路； 

3) 电源电压是否正确； 

4) 测量仪器是否短路或开路。 

● 探头检查 

1) 探头高频插头和探头头部是否干净，如有脏物，请用无水酒精擦洗。 

2) 延伸电缆(如果有延伸电缆的话)是否短路或开路，如有故障，应更换延伸电缆。 

3) 检查探头是否短路或开路：先将延伸电缆脱开(如果有的话)，然后用数字万用表测量

探头高频插头的插针与插头外壳间的电阻值，其正常数值应在2.0～7.0Ω之间，如果电

阻值很小(小于1.0Ω)，则说明此探头出现短路；如果测得的电阻值非常大(大于100Ω)，

说明此探头已开路或接触不良。当发现有上述两种情况时，就得更换探头。 

● 变送器的检查 

1) 先检查探头和延伸电缆是否与变送器配套。如果有延伸电缆，一定要将延伸电缆接上。 

2) 将判定完好的探头，与变送器相连。当探头头部紧靠金属导体时，变送器的原始信号

输出应该最小；当探头头部远离金属导体时，变送器的原始信号输出应该最大。否则就

可以判定此变送器已损坏，或者传感器系统接触不良，这时应该对系统进行修理或更换

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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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图 

变送器连接及功能示意图 

 

 

 

Vout Iout COM +UT

测试+

轴 振 动 变 送 器

型号:JX5121-XX-XX    编号:XXXXXXXXX

零位 

广州精信仪表电器有限公司

测试- 

线性 增益 

测量 校准 

OK

PLC/DCS
(4~20mA 振动信号)

＋  － 

51
 

80
 

电压表 
(2~10V 原始信号) 

＋  － 

+24V 电源
(最大耗电 50mA)

＋  － 

51

60

OK 指示： 
灯亮系统正常，探头与被

侧面间隙在线性范围内；否

则灯黑，Iout 输出 0mA。 

测试孔： 
将电流表＋－表笔分别插

入＋－测试孔，可在不断开

Iout负载时测量 Iout的输出。 

测量校准选择： 
拨到测量“    ”时 Vout

输出 2~10V 原始信号，Iout
输出 4~20mA 振动信号； 
拨到校准“    ”时从 Vout

输入标准正弦交流信号，Iout
输出其峰峰幅值电流信号。 

线性调整电位器： 
调整Vout原始信号输出线

性度。 

增益调整电位器： 
调整 Iout 信号输出的比

例。选择“校准”，从 Vout
输入满度标准正弦交流信

号，调整增益电位器使 Iout
输出 20mA。 

零位调整电位器： 
调整 Iout 信号输出的“零

值”。探头与被侧面间隙置于

量程中点位置不变，调整零

位电位器使 Iout 输出 4mA。 

探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