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4.0进程加速了机器设备和网络系统的升级步伐，同时

也为工业制造商带来了挑战。为此，制造商们都需要灵活

高效的解决方案。想要保持长期竞争优势，就必须对其所

有生产过程进行持续优化。

奇石乐传感器和系统技术将发挥关键作用：奇石乐工业过

程控制（IPC）部的测量技术专家开发了监控和控制许多

不同类型生产过程的解决方案。这不得不归功于奇石乐传

感器对所有相关过程参数进行的高精度、智能化测量。奇

石乐传感器在初级成型、再成型工艺、连接和装配技术以

及产品测试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始终以提高工艺可

靠性、优化资源利用和显著提高生产力为目标。

奇石乐为世界各地的制造商客户提供销售和服务。为了

完善我们的定制服务组合，我们正在全球设立多个技术

中心——为您提供最好的上门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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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石乐传感器、压机和过程监控系统产品组合可满足全球

范围内客户的需求。

请访问www.kistler.com查阅详细的产品文档，

只需在搜索框输入文档编号即可。

奇石乐传感器和系统概述

力传感器
奇石乐传感器适用于直接和间接力测量。

当机械负载施加到传感器中的石英晶体

时，产生与作用力成正比的电荷信号。

然后电荷放大器将其转换为电压量，从

而可以测量作用力。

文档编号： 960-262

压电力传感器

• 直接力测量
• 广泛的测量范围
•  卓越的刚性、
快速响应时间

 

• 易于处理
• 高灵敏度
• 紧凑的设计

压电应变传感器

• 间接力测量
• 高灵敏度
• 易于处理
• 易于改装

压力传感器
奇石乐提供压电和压阻式传感器来测量

压力。压电传感器适用于测量动态和准

静态压力，而压阻式传感器是测量静态

和准静态压力曲线的首选解决方案。

文档编号： 960-112

•  压力传感器提供直接、

间接和非接触式测量
• 卓越的刚性
• 高灵敏度
•  组合式压力和
温度传感器

 

• 坚固耐用，免维护

扭矩传感器
奇石乐扭矩传感器可确保精确定义驱动

器，变速箱和泵的功率和摩擦值。应变

测量技术是旋转轴测量的强大解决方案，

也适用于长期动态和静态测量。

文档编号： 960-275

• 全桥应变电路设计
• 集成信号放大器
•  非接触式数据传输

（4501A型除外…）

 

•  可选的旋转角度/速度测量 

伺服压机系统
奇石乐伺服压机系统将过程监控直接集

成到压装制造过程中，并提供端到端文

档：保证了批量生产中的全面质量保证

和工艺可靠性。

文档编号：960-283

• 高度精确的测量
•  压电传感器具有两个校准测量范围，

或应变计力传感器，2153A型...
• 重复精度：<0.01 mm
•  高直线速度：高达700 mm / s

 • 低维护成本

光学传感器和感应开关
奇石乐提供广泛的光学传感器和感应开

关产品组合，以确保冲压和成型过程的

可靠、无故障控制和监控。

优点：在早期检测到冲压过程中的故障，

因此避免了刀具破损和所造成的代价高

昂的损坏。

•  高分辨率，探测超细

间距（窄至0.2 mm）
•  重复精度：<0.02 mm
•  广泛的单光束和多光束光栅  
•  可选配清洁喷嘴设计

过程监控和可视化
过程监控系统确保了制造过程中控制的

可能性——因此成型周期可以得到优化。

另一个优点：用户可以根据可能发生的

任何质量偏差立即做出响应。

通过所有这些方式，奇石乐为提高质量

和降低生产成本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文档编号： maXYmos: 960-338 
ComoNeo: 960-112

•  轻松集成到现有系统
和工艺

 

•  直观，统一的操作
理念

 

•  高性能评估对象  

•  广泛的诊断可能性，
因此可以快速跟踪
NOK的原因

 
 

• 标准接口

90X1A
0 ... 7.5 to 0 ... 1 200 kN

913XB 
0 ... 80 kN

93X3A
0 ... 700 kN

90X7C
Fx: 0 ... 75 kN
Fz: 0 ... 150 kN

93X7C
Fx,y: 0 ... 75 kN
Fz: 0 ... 150 kN

9256C...
Fx, Fy, Fz:  
–250 ...250 kN

9210A 9247A6183C

横向测量销, 9240A
–50 ... 500 µε

可参数化的

变送器

 
 

9238A10
–800 ... 800 µε纵向测量销, 9243B

–1 500 ... 1 500 µε

4501A...
0 ... 2 N∙m to
0 ... 1 000 N∙m

4550A... 
/4551A...
0 ... 100  
N∙m to
0 ... 5 000 N∙m

4503B...
0 ... 0.2 N∙m to
0 ... 5 000 N∙m

2151B... NCFH
1 ... 60 kN

2153A... NCFN
5 ... 600 kN

2157B... NCFT
0.05 ... 1.5 kN

maXYmos  
BL 5867B...

maXYmos TL/NC  
5877B/5847B

ComoNeo  
588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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