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螺钉固定

 

将加速度传感器装于振动体上形成一个振动系，该系的固有共振频率叫作接触共振频率。接触共振频率与加速度传感

器安装面和振动体的安装面的固定方法以及接触状态密切相关，加速度传感器的固定极为重要，传感器底面与振动体

表面要完全紧密。

在精加工的表面上涂以硅脂，用规定的扭矩拧紧，是最理

想的固定方法，加速度传感器所具有的性能所最大限度

发挥出来。若不用硅脂，测定面加工粗糙时，其接触共振

频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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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周波数特性

绝缘螺栓固定
非绝缘型的加速度传感器会受到基底引起的噪声影响，

由于绝缘螺栓使加速度传感器与被测物电气绝缘，使噪

声影响小，安装条件合适的话可得到近似于螺钉固定时

的特性。

粘接剂固定
精加工面上用粘接剂固定时，若粘接条件合适，可得到与

螺钉固定相近的性能。

磁铁固定
被测定特是能吸磁的金属时，可用磁铁夹具，作为予备检

测的简易固定方法，如安装表面状况好的话可以得到近于

涂硅脂螺钉固定的性能。

胶带固定
当振动频率低、振幅小时，作为传感器临时固定方法是一

种便利的方法。满足贴附条件的话可以检测到10kHz左

右。

探触棒
在不能用螺钉固定的狭窄场所或不能安装加速度传感器

的场所，可用探测棒，100mm的不锈钢制探触棒，可检测

频率范围1kHz以下，对于低频振动检测〸分实用。

标准拧紧扭矩
安装传感器时加过大的拧紧力会使内部接触面破坏，请

使用适当的扭矩。

信号电缆的使用
接线端子及信号电缆外于受力状态或信号线自身的振动

都不能得到充分的性能。最差时信号线会断线或接线端

子破损，信号线固定在被测定物上时，切忌加不合理的

力。

标准安装装置（N·m）

安装

0.6 1.6 3.0 3.0 5.0 12.0

M3 M4 M5 10-32 M6 M8

■电荷灵敏度（pC/m/s ）

压电体受力后被充电，其电荷量由电荷灵敏度表示。由于

电荷灵敏度不受容性负荷影响，它不会随电缆长度而变

化。电荷灵敏度用于振动检测时使用电荷放大器将电荷

变换为电压。

■电压灵敏度（mV/m/s ）

放大器内藏型加速度传感器的灵敏度就是指电压灵敏

度，传感器内藏放大器时其信号输出不是电荷而是电压。

另外，非内藏放大器的加速度传感器如用电压放大器也

叫电压灵敏度。此时同样受到电缆电容的影响，灵敏度随

电缆长度降低。

V＝Q/（Cd＋Cc）

V：电压灵敏度  Q：电荷灵敏度

Cd：传感器静电电容  Cc：电缆静电电容

■共振频率

构成部件的边界发生共振现象，对于压电型加速度传感

器，主要在检测元件和传感器的安装部分发生。此外，传

感器安装部的接触共振也会随被测面状态和固定方法而

变化。传感器灵敏度越高，共振频率越低，因传感器结构

和形状而异。

■频率范围

即加速度传感器可测定的振动频率范围。本公司的加速

度传感器提供了在100Hz—60kHz的数据，但15kHz以上的

为共振频率的确认以及其他的异常判定供参考。

低域截止频率（fc）由放大器的时间常数决定。

■最大使用加速度（测定范围）

压电型加速度传感器的动态范围很宽，上限到最大使用

但加速度仍为线性，下限到理论噪声水平，但受到测定系

的噪声水平和外来噪声的限制。从而进行低能级振动检

测时，检测系统全体要确保高的S/N。放大器内藏型加速

度传感器的最大使用加速度由内藏放大器的最大输出电

压决定，特别要注意是否达到饱和。即使是最大使用加

速度度范围内的振动，当加速度传感器含有共振频率成

分时，也可能会达到饱和。

■耐冲击性

是对于物理冲击的界限值

■最大横轴灵敏度（串音，交调失真）

一般在压电型加速度传感器有一个灵敏度最大的轴，它

叫作主轴灵敏度。基他的轴的灵敏度本应为零，但传感器

制作上的少许误差，使得其他的轴也产生输出，叫作串

音，用最大横轴灵敏度时主轴灵敏度的百分率表示。

■绝缘阻抗

通常指加速度传感器（非内藏前置放大器）的输出端子间

和绝缘型加速度传感器的外壳与浮筒间的绝缘阻抗。如

输出端子间的绝缘阻抗因湿气而降低，就可能给予电荷

放大器的工作和特性任何影响。如外壳与浮筒间的绝缘

阻抗降低，就受到接地环路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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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解释及选型指南

■灵敏度随温度变化

压电型加速度传感顺的温度特性一般是随温度上升，电

荷灵敏度和静电电容增加而电压灵敏度降低。温度特性

与所用的压电陶瓷的特性有较强的关系，也与其他构成

部件有关。

■热电灵敏度（温度瞬变效应）

压电陶瓷与热电传感器用的元件有相同的组成（钙钛矿

型结晶），温度变化可产生电荷，几Hz以下的测定必须注

意。

■底座应变灵敏度

在加速度传感外壳上外加应力或安装面上存在弯曲型应

变时，位移会传达到压电元件安装面，发生了电荷的噪

声。

■接地噪声

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接地端，那么噪声可能从接地

端引入。这是由于不同接地点的差异造成的。系统中只有

设一个接地端，才能消除这种噪声。这时，采用绝缘型加

速度传感器或使用绝缘螺栓等，以便消除这种噪声。

■关于传感器的质量

为了防止测定对象的振动模式变化，传感器应先用对象

物1/10以下的质量。

●电荷输出型加速度传感器

●电压输出型加速度传感器（内置前置放大器）

选型指南
推荐产品，除了BA24CM，SAF11，SAF51A和STAF223外。

S04SG2
0.035pC/m/s2

S2SG
0.16pC/m/s2

S3SC
0.3pC/m/s2

S2SCB2
0.2pC/m/s2

BW21SG2
1.84pC/m/s2

S41SCB2
3.67pC/m/s2

S31SC
3pC/m/s2

P51C
5pC/m/s2

S42SC
35pC/m/s2

P51SCH2
5pC/m/s2

SA11C
1mV/m/s2

SA11SC
1mV/m/s2

SA51SC
5mV/m/s2

SA12SC
10mV/m/s2

BA24CM
1500mV/m/s2

SAR12SCLM
10mV/m/s2

SAR11SCG
1mV/m/s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