Ｍｏｒ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白光干涉仪

２

测量原理和应用领域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具有纳米精度的绝对距离测量
－不受工作距离影响的厚度测量
－同类产品最佳：
分辨率 ＜ ３０ 皮米和出色的线性度
－新的评估算法和主动温度补偿，信号稳定
性高
－通过网络界面进行简单的参数设置

高精度距离和厚度测量
米铱公司的创新白光干涉仪在高精度距离和
厚度测量中树立了基准。这些传感器以亚纳
米级别的分辨率提供稳定的测量结果，和相
对较大的测量范围以及较远的工作距离。
干涉仪有３个系列：
用于高精度距离测量的ＩＭＳ５４００－ＤＳ、用于
精确厚度测量的ＩＭＳ５４００－ＴＨ、以及适用于
真空的ＩＭＳ５６００－ＤＳ以皮米分辨率进行距离
测量。

系统设计
干涉仪由控制器、传感器探头和光纤组成。
可提供最长达20米的柔性光纤，可实现传感
器探头和控制器的空间分离。这些特殊传感
器专为工业测量而设计。因此，它们配备了
坚固的金属外壳和柔性光纤。

白光干涉仪在工业环境中的集成
坚固的传感器和金属封装的控制器使干涉仪非常适合集成到自动化生产系统和机械设备中。这
些紧凑型传感器探头尺寸非常小，可以轻松地集成在有限的空间中。控制器也可通过ＤＩＮ导轨
安装在控制柜上，此外由于其主动温度补偿和被动冷却的特点，在工业环境中可以提供非常稳
定的测量结果。

３

白光干涉仪一览表
系统类型

功能

分辨率

页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ＩＭＳ５４００－ＤＳ

纳米分辨率的绝对测量

距离

＜ １ ｎｍ

４－５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ＩＭＳ５４００－ＴＨ

亚微米精度的厚度测量

厚度

＜ １ ｎｍ

６－７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ＩＭＳ５６００－ＤＳ

亚纳米分辨率的绝对测量

距离

＜ ３０ ｐｍ

８－９

外形尺寸 ／ 附件

１０ － １１

通过网络界面易于操作
由于用户友好的网络界面，无需额外的软件来配置控制器和传感器。
网络界面可通过Ｅｔｈｅｒｎｅｔ来连接访问，并可快速轻松地设置平均值、
测量频率和预设值等等。

用于先进自动化的各种接口
白光干涉仪有多种集成接口，如Ｅｔｈｅｒｎｅｔ、ＥｔｈｅｒＣＡＴ和ＲＳ４２２，以及
编码器连接、模拟输出、同步输入和数字Ｉ／Ｏ，可实现与现代控制系
统和生产程序的连接。

４

白光干涉仪
纳米分辨率的绝对测量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５４００－ＤＳ

－具有纳米级别分辨率的绝对测量，例如测
量台阶轮廓
－具有大工作距离的紧凑坚固的探头设计
－测量频率最高可达６ ｋＨｚ，用于高速测量
－Ｅｔｈｅｒｎｅｔ， ＥｔｈｅｒＣＡＴ， ＲＳ４２２
－具有被动冷却的坚固控制器
－通过网络界面轻松配置

具有纳米级分辨率的绝对测量
ＩＭＳ５４００－ＤＳ白光干涉仪在工业领域精密测量中开辟了新的前景。该控制器具有智能评估功
能，可在相对较大的工作距离上实现纳米级别分辨率的绝对测量。与其它绝对测量光学系统
相比，ＩＭＳ５４００－ＤＳ在精度、测量范围和工作距离方面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组合。
小光斑实现对最小细节和结构的精细测量
传感器探头在整个测量范围内发出连续的小光斑。光斑直径仅为１０μｍ ，可以检测半导体结
构和微型电子元件等极小物体的表面细节。

ø１

台阶轮廓的绝对测量
与基于相对测量的干涉仪不同，ＩＭＳ５４００－ＤＳ
还可以测量台阶轮廓。由于采用了绝对测量
的技术，确保了横向扫描信号的高稳定性和
高精度。在测量移动物体时，可以可靠地检
测到台阶和凹陷的高度差。

由于其十分紧凑的尺寸，这些
传感器探头也可以集成到有限
的空间内。

０ｍ
ｍ

５

型号

ＩＭＳ５４００－ＤＳ

线性量程

２．１ ｍｍ

量程起点

大约 １９ ｍｍ

分辨率１）

＜ １ ｎｍ

测量频率

从 １００ Ｈｚ 到 ６ ｋＨｚ 连续可调

线性度２）

＜ ±５０ ｎｍ
线性度 ０．１ ｎｍ ／ Ｋ （不考虑起点位置变化）

探头

温度稳定性

温度补偿， 稳定性＜ １０ ｐｐｍ （ ＋１５ ．．． ＋３５ °Ｃ）

控制器

光源

ＮＩＲ－ＳＬＥＤ， 波长 ８４０ ｎｍ
Ｃｌａｓｓ １ 根据 ＤＩＮ ＥＮ ６０８２５－１： ２０１５－０７

激光安全等级
光斑直径３）
允许最大倾角

１０ μｍ
±２°

４）

目标物材料

玻璃，镜面反射或漫反射表面５）
２４ ＶＤＣ ±１５ ％

供电电源

大约１０ Ｗ （２４ Ｖ）

功耗
信号输入

同步输入， 触发输入， ２ｘ 编码器（Ａ＋， Ａ－， Ｂ＋， Ｂ－， ｉｎｄｅｘ）

数字接口

Ｅｔｈｅｒｎｅｔ ／ ＥｔｈｅｒＣＡＴ ／ ＲＳ４２２6）

模拟量输出

４ ．．． ２０ ｍＡ ／ ０ ．．． １０ Ｖ （１６ ｂｉｔ Ｄ／Ａ转换）

开关量输出

错误信号１输出， 错误信号２输出

数字量输出

同步输出
光学

可插拔光纤， Ｅ２０００型（控制器端），ＦＣ型（探头端）；标准长度３ｍ、５ｍ 和１０ｍ；
可根据要求提供其它电缆长度；弯曲半径：静态３０ｍｍ，动态４０ｍｍ

电路

电源：３针接线条；
编码器连接（１５针，ＨＤ－ｓｕｂ 插座，最大导线长度３ ｍ，外部供电的编码器可达３０ｍ）；
ＲＳ４２２ 连接（９针，Ｓｕｂ－Ｄ插座， 最大导线长度３０ｍ）；
模拟输出３针接线条（最大导线长度３０ ｍ）；Ｉ／Ｏ １１针接线条（最大导线长度３０ｍ）；
Ｅｔｈｅｒｎｅｔ（输出）／ＥｔｈｅｒＣＡＴ（输入／输出）为 ＲＪ４５ 插座（最大导线长度 １００ｍ）

探头

夹持， 安装板 （查阅附件部分）

连接

安装

温度

独立式，或ＤＩＮ导轨安装

控制器
存储

－２０ ... ＋７０ °Ｃ

工作

探头： ＋５ ... ＋７０ °Ｃ
控制器： ＋１５ ... ＋３５ °Ｃ

冲击（ＤＩＮ ＥＮ ６００６８－２－２７）

１５ ｇ ／ ６ ｍｓ, 在ＸＹ轴上１０００次冲击

振动（ＤＩＮ ＥＮ ６００６８－２－６）

２ ｇ ／ ２０...５００ Ｈｚ 在ＸＹ轴上１０个周期振动

防护等级（ＤＩＮ ＥＮ ６０５２９）

ＩＰ４０ （控制器和探头）
探头

材料

不锈钢

控制器

控制和显示

铝合金外壳， 被动制冷
多功能按键：两个可调功能和长按１０秒后恢复为出厂设置；
用于设置的ｗｅｂ界面：可选择的预设、自由选择的平均功能、数据减少、设置管理；
６ ｘ ＬＥＤ颜色灯用来表示：光强， 测量范围， ＳＬＥＤ， 指示激光， 状态和电源；
指示激光：为探头准直和安装 （激光波长 ６３５ ｎｍ， 等级１级， ＜ ０．２ ｍＷ）

恒定环境温度（２４ ±２ °Ｃ）下获取的数据
１） 测量频率０．５ｋＨｚ，移动平均６４个值，测量放置在量程中点的玻璃板前端（２σ）
２） 在整个量程范围内与参考系统的最大偏差，在ＮＤ滤镜的前表面测量
３） 在量程的中点
４） 在量程的中点测量一块抛光玻璃（ｎ＝１．５），倾斜其角度采集可用信号，直至信号
接近标明精度的极限值，所对应的角度
５） 非透明材料需要不可透过和渗入波长８４０ｎｍ的光
6) 可通过选择接口模块改变接口连接方式（见附件）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５４００－ＴＨ

－即便是测量振动的物体或工作距离不同，也
能实现纳米级别的精确厚度测量结果
－即使是防反射涂层目标也能远距离稳定测量
－具有坚固金属外壳和柔性电缆，适用于工
业领域
－测量频率高达６ ｋＨｚ，用于高速测量
－Ｅｔｈｅｒｎｅｔ， ＥｔｈｅｒＣＡＴ， ＲＳ４２２

在不同的工作距离实现稳定的厚度测量
ＩＭＳ５４００－ＴＨ白光干涉仪为工业厚度测量开辟了新的前景。干涉仪用于从相对较大的工作距离
进行高精度的厚度测量，并实现了稳定的纳米级精确厚度值，测量与工作距离无相关性，这
也是该款白光干涉仪的一个突出性的优势。也就是说无论目标如何在测量范围内移动，都不
会影响测量精度，大的厚度测量范围允许测量薄层、平板玻璃和薄膜。另外，由于白光干涉
仪的光源在近红外波段的ＳＬＥＤ使用，因此还可以测量８４０ｎｍ左右波长可透过的物体（如抗反射
涂层玻璃）的厚度。

ø １０ ｍｍ

６

白光干涉仪
亚微米精度的稳定厚度测量

以空气计算的测量范围（折射率￣１）
为５０μｍ至２．１ ｍｍ；
玻璃厚度测量范围（折射率￣１．５）
为３５μｍ至１．４ ｍｍ；

ＴＨ４５

由于其十分紧凑的尺寸，这些传感器探头
也可以集成到有限的空间。

７

型号

ＩＭＳ５４００－ＴＨ４５

ＩＭＳ５４００－ＴＨ７０

工作距离

４５ ｍｍ ±３．５ ｍｍ

７０ ｍｍ ±２．１ ｍｍ

线性量程（厚度）

０．０３５ … １．４ ｍｍ１）
＜ １ ｎｍ

分辨率

２）

从１００ Ｈｚ 到６ ｋＨｚ连续可调

测量频率
＜ ±１００ ｎｍ

线性度３）
温度稳定性

＜ ±２００ ｎｍ
在这个工作温度范围，线性度完全可以保证

探头
控制器

温度补偿， 稳定性＜ １０ ｐｐｍ（＋１５ … ＋３５ °Ｃ）
ＮＩＲ－ＳＬＥＤ，波长８４０ ｎｍ

光源

Ｃｌａｓｓ １根据 ＤＩＮ ＥＮ ６０８２５－１：２０１５－０７

激光安全等级
１０ μｍ

光斑直径4）

５ μｍ

±２°

允许最大倾角

５）

±４°
２４ ＶＤＣ ±１５ ％

供电电源

大约１０ Ｗ（２４ Ｖ）

功耗
信号输入

同步输入，触发输入，２ｘ 编码器（Ａ＋，Ａ－，Ｂ＋，Ｂ－，ｉｎｄｅｘ）

数字接口

Ｅｔｈｅｒｎｅｔ ／ ＥｔｈｅｒＣＡＴ ／ ＲＳ４２２6）

模拟量输出

４ … ２０ ｍＡ ／ ０ … １０ Ｖ（１６ ｂｉｔ Ｄ／Ａ转换）

开关量输出

错误信号１－输出，错误信号２－输出

数字量输出

同步输出
光学

连接
电路

探头
安装

温度

控制器

可插拔光纤，Ｅ２０００型 （控制器端），ＦＣ型 （探头端）；标准长度 ３ｍ、５ｍ 和１０ｍ；
可根据要求提供其它电缆长度；弯曲半径：静态３０ｍｍ，动态４０ｍｍ；电源：３针接线条
编码器连接（１５针，ＨＤ－ｓｕｂ插座，最大导线长度３ｍ，外部供电的编码器可达３０ｍ）；
ＲＳ４２连接 （９针 Ｓｕｂ－Ｄ插座，最大导线长度３０ｍ）；
模拟输出３针接线条（最大导线长度３０ｍ）；Ｉ／Ｏ １１针接线条（最大导线长度３０ｍ）；
Ｅｔｈｅｒｎｅｔ（输出）／ ＥｔｈｅｒＣＡＴ（输入／输出） ＲＪ４５插座（最大导线长度１００ｍ）
夹持，安装板（查阅附件部分）
独立式，或ＤＩＮ导轨安装

存储

－２０ … ＋７０ °Ｃ

工作

探头：＋５ … ＋７０ °Ｃ
控制器：＋１５ … ＋３５ °Ｃ

冲击（ＤＩＮ ＥＮ ６００６８－２－２９）

１５ ｇ ／ ６ ｍｓ，在ＸＹ轴上１０００次冲击

振动（ＤＩＮ ＥＮ ６００６８－２－６）

２ ｇ ／ ２０ … ５００ Ｈｚ 在ＸＹ轴上１０个周期振动

防护等级（ＤＩＮ ＥＮ ６０５２９）

ＩＰ４０（控制器和探头）
可选ＵＨＶ（光纤和探头）

真空
材料

探头
控制器

控制和显示

不锈钢
铝合金外壳，被动制冷
多功能按键：两个可调功能和长按１０秒后恢复为出厂设置；
用于设置的ｗｅｂ界面：可选择的预设、自由选择的平均功能、数据减少、设置管理；
６ ｘ ＬＥＤ颜色灯用来表示：光强，测量范围，ＳＬＥＤ，指示激光，状态和电源；
指示激光：为探头准直和安装 （激光波长 ６３５ ｎｍ，等级１级，＜ ０．２ ｍＷ）

恒定环境温度下（２４ ±２ °Ｃ）获取的数据
１）按照测量ｎ＝１．５的物体线性量程；对于两块平板玻璃间（ｎ￣１）的气隙测量，线性量程为０．０５ … ２．１ｍｍ。测量对
象必须在工作距离内
２）测量频率０．５ｋＨｚ，移动平均超过６４个值，在大约１ｍｍ厚的ＢＫ７光学平板（２σ）
３）将约１ｍｍ厚的ＢＫ７光学平板（ｎ＝１．５）放入量程上测量时的最大厚度偏差
４）在工作距离４５ｍｍ（ＴＨ－４５）或７０ｍｍ（ＴＨ－７０）上测量
５）在量程中点测量一块约０．６ｍｍ厚的ＢＫ７光学平板（ｎ＝１．５），倾斜其角度采集可用信号，直至信号接近标明精度的
极限值，所对应的角度
6)可通过选择接口模块改变接口连接方式（见附件）

８

白光干涉仪
亚纳米分辨率的绝对测量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５６００－ＤＳ

－亚纳米分辨率的绝对距离测量
－同类最佳：分辨率＜ ３０皮米
－绝对测量，适用于台阶轮廓
－具有大工作距离，探头设计紧凑坚固
－测量频率最高６ ｋＨｚ，适用于高速测量
－Ｅｔｈｅｒｎｅｔ，ＥｔｈｅｒＣＡＴ，ＲＳ４２２

专为洁净室和真空环境中的高分辨率距离测量而设计
白光干涉仪ＩＭＳ５６００－ＤＳ用于最高精度的距离测量。该控制器提供具有智能评估的特殊校准，
并支持亚纳米级别分辨率的绝对测量。白光干涉仪用于具有最高精度要求的测量任务，例如
在电子和半导体生产中。而对于真空应用，米铱公司提供了特殊传感器探头、光纤和真空接
插等附件。这些探头和光纤高度超净，甚至可用于超高真空。

具有大量程、大工作距离的绝对距离测量
ＩＭＳ５６００－ＤＳ用于高精度位移和距离测量。该系统提供绝对测量值，因此也可用于台阶轮廓的
距离测量。由于采用了绝对测量的技术，并确保横向扫描信号的高稳定性和高精度，在测量
移动的物体时，可以可靠地检测到台阶和凹陷的高度差。该测量系统可提供亚纳米级别分辨
率，相对于测量范围有较大的工作距离。

台阶轮廓的绝对测量
由于采用了绝对测量技术，因此可以
以高稳定性的信号和亚纳米级分辨率
检测台阶轮廓。

ø１

０ｍ

ｍ
由于其十分紧凑的尺寸，这些
传感器探头也可以集成到有限
的空间。

９

型号

ＩＭＳ５６００－ＤＳ

线性量程

２．１ ｍｍ

量程起点

大约 １９ ｍｍ

分辨率１）

＜ ３０ ｐｍ

测量频率

从 １００ Ｈｚ 到６ ｋＨｚ连续可调

线性度２）

＜ ±１０ ｎｍ
探头

温度稳定性

控制器

光源

温度补偿， 稳定性＜ １０ ｐｐｍ（ ＋１５ ．．． ＋３５ °Ｃ）
ＮＩＲ－ＳＬＥＤ， 波长 ８４０ ｎｍ
Ｃｌａｓｓ １ 根据ＤＩＮ ＥＮ ６０８２５－１： ２０１５－０７

激光安全等级
光斑直径３）
允许最大倾角

线性度 ０．１ ｎｍ ／ Ｋ （不考虑起点位置变化）

１０ μｍ
±２°

４）

玻璃， 镜面反射或漫反射表面５）

目标物材料
供电电源

２４ ＶＤＣ ±１５ ％
大约 １０Ｗ （２４ Ｖ）

功耗
信号输入

同步输入， 触发输入， ２ｘ 编码器（Ａ＋， Ａ－， Ｂ＋， Ｂ－， ｉｎｄｅｘ）

数字接口

Ｅｔｈｅｒｎｅｔ ／ ＥｔｈｅｒＣＡＴ ／ ＲＳ４２２6）

模拟量输出

４ … ２０ ｍＡ ／ ０ … １０ Ｖ （１６ ｂｉｔ Ｄ／Ａ 转换）

开关量输出

错误信号１输出， 错误信号２输出

数字量输出

同步输出
光学

可插拔光纤，Ｅ２０００型 （控制器端），ＦＣ型 （探头端）；标准长度３ｍ， ５ｍ 和１０ｍ；
可根据要求提供其它电缆长度；弯曲半径：静态３０ｍｍ，动态４０ｍｍ

电路

电源：３针接线条；
编码器连接（１５针， ＨＤ－ｓｕｂ 插座， 最大导线长度３ｍ， 外部供电的编码器可达３０ｍ）；
ＲＳ４２２ 连接（９针 Ｓｕｂ－Ｄ插座， 最大导线长度３０ｍ）；
模拟输出３针接线条（最大导线长度３０ｍ）；Ｉ／Ｏ １１针接线条（最大导线长度３０ｍ）；
Ｅｔｈｅｒｎｅｔ（输出） ／ ＥｔｈｅｒＣＡＴ（输入／输出） ＲＪ４５插座（最大导线长度１００ｍ）

探头

夹持，安装板（查阅附件部分）

连接

安装

温度

控制器

独立式，或ＤＩＮ导轨安装

存储

－２０ … ＋７０ °Ｃ

工作

探头：＋５ … ＋７０ °Ｃ
控制器：＋１５ … ＋３５ °Ｃ

冲击（ＤＩＮ ＥＮ ６００６８－２－２７）

１５ ｇ ／ ６ ｍｓ，在ＸＹ轴上１０００次冲击

振动（ＤＩＮ ＥＮ ６００６８－２－６）

２ ｇ ／ ２０ … ５００ Ｈｚ 在ＸＹ轴上１０个周期振动

防护等级（ＤＩＮ ＥＮ ６０５２９）

ＩＰ４０（控制器和探头）
可选ＵＨＶ（光纤和探头）

真空
材料

探头
控制器

控制与显示

不锈钢
铝合金外壳， 被动制冷
多功能按键：两个可调功能和长按１０秒后恢复为出厂设置；
用于设置的ｗｅｂ界面：可选择的预设、自由选择的平均功能、数据减少、设置管理；
６ ｘ ＬＥＤ颜色灯用来表示： 光强，测量范围，ＳＬＥＤ，指示激光，状态和电源；
指示激光：为探头准直和安装（激光波长６３５ｎｍ，等级１级，＜ ０．２ｍＷ）

恒定环境温度下（２４ ±２ °Ｃ）获取的数据
１）测量频率０．５ ｋＨｚ，移动平均６４个值，测量放置在量程中点的玻璃板前端（２σ）
２）在整个量程范围内与参考系统的最大偏差，测量在ＮＤ滤镜的前表面
３）在量程的中点
４）在量程中点测量一块抛光玻璃（ｎ ＝ １．５），倾斜其角度采集可用信号，直至信号接近标明精度的极限值，所对应的角度
５）不透明材料需要不可透过和渗入波长８４０ｎｍ的光
６）可通过选择接口模块改变接口连接方式（见附件）

外形尺寸

１０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ＩＭＳ５４００－ＤＳ 探头

５５

Ø１０

４２

２．１
大约 １９

ＩＭＳ５４００－ＴＨ４５ 探头

４５
３．５ 量程

３０
Ø１０

３．５

测量不同被测物的量程
５０ μｍ ．．．２．１ ｍｍ（气隙测量折射率￣１）
３５ μｍ ．．． １．４ ｍｍ （玻璃测量折射率￣１．５）

ＩＭＳ５４００－ＴＨ７０ 探头

１７

大约 ７５

７０
测量不同被测物的量程
５０ μｍ ．．．２．１ ｍｍ（气隙测量折射率￣１）
３５ μｍ ．．． １．４ ｍｍ （玻璃测量折射率￣１．５）

６１

３３

量程
２．１

ø２０

２．１

１２０

１２４

大约 ６３

ＩＭＳ５４００－ＤＳ ／ ＩＭＳ５４００－ＴＨ ／ ＩＭＳ５６００－ＤＳ 控制器

光纤

０

Ｒ３

装配面板
适用于 ＤＩＮ 轨道
所有电缆：
更少的安装空间
２１８
（可移除的垫脚）

７６．２
８１．２

大约７５

附件

１１

ø2

ø6

8.8

Ｅ２０００／ＡＰＣ 标准插头

光纤
标准Ｅ２０００／ＡＰＣ （控制器端） ， ＦＣ／ＡＰＣ 插头 （探头端）
光纤，长度 ２ ｍ
Ｃ５４０１－２
光纤，长度 ３ ｍ
Ｃ５４０１－３
光纤，长度 ５ ｍ
Ｃ５４０１－５
光纤，长度 １０ ｍ
Ｃ５４０１－１０
定制长度,最长到 ２０ ｍ

6

25.5

拖拽式 Ｅ２０００／ＡＰＣ （控制器端） ， ＦＣ／ＡＰＣ 插头 （探头端）
光纤， 长度 ３ ｍ
Ｃ５４０１－３（０１０）
光纤， 长度 ５ ｍ
Ｃ５４０１－５（０１０）
Ｃ５４０１－１０（０１０）
光纤， 长度 １０ ｍ
定制长度，最长到 ２０ ｍ

ø9.5

ø2.5

ＦＣ／ＡＰＣ 标准插头

3.45

真空光纤 ＦＣ／ＡＰＣ 插头
光纤， 长度１ ｍ
Ｃ５４００－１／ＶＡＣ
光纤， 长度 ２ｍ
Ｃ５４００－２／ＶＡＣ
Ｃ５４００－５／ＶＡＣ
光纤， 长度 ５ｍ

法兰真空插件
Ｃ５４０５／ＶＡＣ／１／ＣＦ１６
Ｃ５４０５／ＶＡＣ／１／ＫＦ１６

ＣＦ 法兰
ＫＦ 法兰

安装夹具
ＭＡ５４００－ １０
ＭＡ５４００－ ２０

适用于 ＩＭＰ－ＤＳ１９／ －ＴＨ４５的夹具
适用于 ＩＭＰ－ＴＨ７０的夹具

其他附件
ＳＣ２４７１－ｘ／ＩＦ２００８
ＳＣ２４７１－ｘ／ＲＳ４２２／ＯＥ
ＩＦ２００１／ＵＳＢ
ＩＦ２０30／ＰNＥT
ＰＳ２０２０
ＥＣ２４７１－３／ＯＥ

ＩＭＣ５４００／５６００ 连接 ＩＦ２００８／ＰＣＩＥ导线， 长度 ３ ｍ ／ １０ ｍ
ＩＭＣ５４００／５６００ 连接 ＩＦ２００１／ＵＳＢ导线， 长度 ３ ｍ ／ １０ ｍ
ＲＳ４２２／ＵＳＢ 转换器
PROPINET 接口模块
电源２４ Ｖ ／ ２．５ Ａ
编码器连接导线， ３ ｍ

Ｃ５４０５／ＶＡＣ／１／ＣＦ１６
Ｃ５４０５／ＶＡＣ／１／ＫＦ１６

附件： 探头安装夹具
34

34
28

8

ø10

9

ＤＳ１９／ＴＨ４５适用：
ＭＡ５４００－１０

16

2

4.4

M4

0.5x45°

ø2.5

4x

ø8
ø4.5

8

9

M4

10

16

18
30

20
13

20

10

6

ø3

ø2

0

30

安装块
23

14.5
7

ＴＨ７０适用：
ＭＡ５４００－２０

安装环

（尺寸单位 ｍｍ， 不按比例）

Modifications reserved / Y9761751-A20210909inMETER

来自德国米铱的传感器和系统

位移和位置测量传感器和系统

非接触温度测量传感器和测量器件

金属带材，塑料及橡胶测量和检测系统

光幕千分尺和尺寸测量光纤传感器

颜色传感器， ＬＥＤ 颜色分析仪及在线检
测的光谱型颜色测量仪

尺寸和表面检测的３Ｄ测量技术

扫描二维码添加米铱官方微信
及时获取更多传感器新闻资讯

米铱（北京）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联东U谷蓝贝科技园#19-2-201
Ｔｅｌ． ＋８６ （１０） ６４３９ ８５３４ ∙ Ｆａｘ ＋８６ （１０） ６４３９ ８２３４
info@micro-epsilon.com.cn

www.micro-epsilon.com.cn

扫描二维码添加米铱小程序
在线观看样本视频操作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