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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欧尔分析仪早先（二十多年前）是被开发专门用于动力总成产品质量控制的。它主要用于检测变速箱和发动机的制造缺陷。
但是同被测产品一样，客户的需求和要求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了有新的变化和发展。毋庸置疑，一个无故障、功能齐全的产
品是客户的首要需求，然而产品的质量还取决于其他的性能，比如声学舒适性 /声学特性。此外，由于我们的德尔塔分析仪被
广泛用于产品的开发领域，使我们很早就有机会了解到到很多关于新驱动技术的要求和需求。目前，我们也已经能成功满足新
增需求，并已将新的质量控制方法方集成到我们的下线声学质量控制诊断系统——爱欧尔分析仪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已经成功的为众多客户进行了新兴动力总成方面的测试，如混合动力汽车、电驱动桥乃至单个零部件，诸如电机或者减速
箱。由于没有了来内燃机这个曾经相对于以上部件产生大得多的噪音的部件，以前声学上不明显的部件现在都需要进行测试
了。因此，我们对爱欧尔分析仪进行了优化，使其更适用于小的执行机构和驱动电机等部件 。

为了完成声学诊断系统的两个主要任务，需要达成以下两个独
立的阈值定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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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项目会产生什么样的背景噪音? 到了什么程
度后，即使没有机械故障，它也会令人觉得不舒
适或无法接受? 这个阈值取决于许多因素，并且
可能因车辆的不同或者传递路径的不同而有所不
同。因此，这些阈值只能通过及时广泛的测量和
试验验证来确定。通过这种方式确定的阈值在量
产开始之初就已获得，因此在当下分析仪诊断系
统中，应当可以手动定义阈值。即便如此，系统
也应适当的支持协助用户定义阈值。例如，根据
现有的测量数据，通过使用已知常用的统计学
方法(如标准差，加或不加偏置)确定阈值。必要
时，建议的阈值可以导出到Excel文件。这个文
件也可以作为阈值定义被导入，同时通过基于网
络的配置软件，这些阀值可以在爱欧尔分析仪上
被快速激活。同时，人们也可以随时调整文件中
的各个值或最终阈值定义。

1. 噪音舒适性-车内的声学特性-手动阈值定义

基于测量数据定义不同西格玛值的峰值保持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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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故障

驱动系统甚至更小的部件都是由大量部件组成
的。所有元件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差来源和
类型，以及每个元件的可接受误差范围是如此之
大且各不相同，以致不可能预先示教或估计所有
可能出现的故障模式。因此，除了手动设定阀值
之外，还需要一个自动定义阀值的算法和方法。
这些阈值应以当前的生产数据为基础，并基于可
被接受的生产波动而不断地自我调整。只有这
样，才有可能在任何时刻都能以最大的灵敏度检
测出任何可能出现的故障模式。

轴承故障  – 滚动体缺陷

带有缺陷滚动体的轴承故障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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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故障模式

齿轮故障谱线 

检测声音异常和生产缺陷的方法

对于每一种产品和每一种生产都有很多种可能会影响缺陷和
缺陷模式，而且它们表现和表达自身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所
以，不同的检测项目需要不同的测试流程和分析方法。基于
此，爱欧尔分析仪目前已有超过25种不同的评价方法以达到
最佳的评测结果。例如对电机采用“频谱切片”对逆变器固有频
率的边频带进行分析。 

爱欧分析仪电机评价示例：色谱图和频谱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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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和报告 

集成的评估软件可以将每个测试的测量结果分析到最小最具体的细节。在筛选过滤器中输入序列号时，将显示不
依赖测试台架的相关的所有测试条目。例如，如果您想将一个测试的谱线与重新测试结果或一个普通测试件与基
准测试件进行比较，它还是很便捷实用的。 

可配置化和可存储化的过滤器优化了数据整理，并在需要时帮助减少显示的数据量。这样就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对
目前的生产情况进行全局概览，并在必要时对某些关注点进行分析。 

Evaluation.NET 软件中分析结果详细示例：: 阶次 / 幅值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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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的统计功能和趋势表达(如阶次云)进一步给日常的质量保证和控制
工作提供了便捷。只需点击几下，声学相关阶次（如齿轮啮合阶次）的稳
定性就可以被直观地显示和检查。  

Evalutation.NET的特点
— 单个或批量输出各种格式的数据，如ASAM, wav, xml, csv等。
— 可配置的过滤器可有效实现数据选择。
— 叠加和比较选项。
— 基于综合快捷的生产趋势预览功能和广泛的统计和分布功能，最

优化输出报告。

为了实现尽可能详尽的报告，具备各种功能和数据格式，例如ASAM ODS 
ATFX, wav, xml, csv等，可用于单个或大批量的数据导出。

Evaluation.NET 软件中的批量导出示例Evaluation.NET软件中齿轮啮合阶次等级云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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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带有运动组件的测试项目都会或多或少的产生嘈杂的噪
音。旋转部件，如：变速箱的齿轮或电动机的磁极，会产生
连续不断的周期性噪音。在谱线中这些噪声的频率/阶次可以
被计算出来用于识别这个部件和它在可能存在的偏差。基于
自身的结构，传输路径或传感器的位置，每个部件的对应振
动不仅仅只体现在某个频率或者阶次，而且还会出现在谐波
和边频带等。因此，快速罗列用于故障分析的阶次明细变得
非常庞大和宽泛。一些部件，例如滚动轴承 有4个频率/阶次
可以显示自身故障原因，保持架、内/外环、滚动体-同时他们
又都有自身的谐波和边频带。在这个计算和可视化中，ROC
将考虑到最高可达50次谐波和相关的边频带的所有可能的选
项和组合。 
基于大量可用的标准模块，一个测试件的模型可以在几分钟
内建立起来。由于具备存储记忆功能，略有差异的齿轮副或
修改几何尺寸的轴承等可以迅速和简洁地在主要设计基础上
进行适配。基于此，所有用于分析的相关阶次都可以在很短
的时间内重新计算获得。既可以将计算的相关阶次导出来用
于支持人工分析，还可以将模型导入到爱欧尔分析仪中用来
进行自动模式识别。

通过集成莱尔浩福阶次计算器（ROC）辅助分析 

莱尔浩福阶次计算器示例：电驱动系统

莱尔浩福阶次计算器(ROC)的特点
— 适用于各种测试件的建模和计算。例如：变速箱/电驱系统/发动

机/电机/零部件。 
— 独立的部件或者结构可以组合成一个总成系统。例如：由发动

机、变速器和差速器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传动系统。
— 导出功能 。
— 既可以集成 在爱欧尔分析仪中，又可以集成在德尔塔分析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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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欧尔分析仪可以在每个试验台上
单独操作和配置。为了达到最好的
用户体验，保证测量电脑性能和测
试数据安全，我们建议将爱欧尔分
析仪集成到公司内部网络。 
通过我们网络应用程序，可以通过
局域网内的任何电脑对局域网内的
所有测量系统进行配置。甚至对测
试数据进行详细分析、比较，对单
个或多个台架的测试数据的评价评
估都可以通过网络随时进行。 
由于网络集成，爱欧尔分析仪可以
在每次测试后将测量数据和结果复
制到一个定义的服务器(实体/虚拟)
。由此，测试台上的工业PC上的本
地数据库(LDB)可以保持尽可能小，
同时因为它只保存有限的测试项的
设置和限制值，占用资源较少，这
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性能。 
数据复制备份也有很大优势，在特
殊的情况下,比如当一个工控机崩溃
损坏了,数据可以快速、轻松地从服

务器的数据库(CDB)中提取到测量
系统的工控机中。这样硬件被修好
后系统可以立即恢复使用。因为停
机时间较短，不需要重新进行复杂
配置和阈值设置，大大提升了系统
的可用性和效率。由于实时的数据
备份，服务器数据库(CDB)始终保
持更新到倒数第二个测试数据，数
据丢失的风险被降到最低。   
在基于网络的中央数据存储和归档
的情况下，数据备份和备份方式对
IT部门来说会更容易和更快，这进
一步提高了整体数据安全性。 

基于网络的系统配置和数据评价

数据管理

数据维护的要求是因客户而异的。为了能保留尽可能少的数据，但同时又
能尽可能满足每个客户的需求，我们提供了一套数据管理程序。在这里，
可以在可自由定义的时间段(例如3年)之后自动删除所有较陈旧的记录数
据。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有效地控制服务器的容量大小。手动检查和手动
删除相应的数据的工作将因此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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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时用户界面

我们的用户界面可以具体地适应我们客户的需要。它具有大量可选择的模块，我们可以选择只简洁地显示使用基
本信息OK/NOK，也可以对所有测试步骤和方法的结果进行全面详尽的展示。如果需要的话，诸如频谱或阶次追
踪等评价细节也可以直接显示。  
即使有更多细节、更广泛的显示内容（如下图所示），操作者也总是可以轻松地通过简单和直观有效的配色方案 
[绿色OK-红色NOK]读出重点内容。

用户界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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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

传感器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应用场合和具体要求。爱欧尔分析仪为此
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因为它的输入通道可以兼容大量的传感器类型。最
常用的是固定式或压装式的加速度传感器，扭振传感器，激光振动传感器
或麦克风。如有需要，我们将乐意为您提供支持和建议，以选择适用于相
关应用的最佳传感器。

三向 ICP传感器

麦克风

单向 ICP传感器   

激光振动传感器

压头装置

扭振传感器Test bench integration of the eolANALYSER

爱欧尔分析仪与测试台集成

将爱欧尔分析仪集成到一个新的或者现有的测试台中是非常容易的。大
多数通讯或握手协议可以通过总线系统来实现，例如Profi /Mod/Ehtercat/
CAN，它涵盖了现代自动化技术最常见的接口。如有需要也可以使用模拟
输入和输出集成。在测试过程中爱欧尔分析仪和主控计算机之间始终保持
数据交换，根据需求，主控计算机可以显示单个工况结果或者整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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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欧尔分析仪技术参数

供电电压
额定功率
尺寸
尺寸(包含线缆)
重量
检测标准
防护等级
工作温度
传感器供电电压

加速度信号
振动 1 – 4
通道1和2

2 通道
可选多达8个导通

转速TTL信号 (参见speedBox)
数字量输入
单元 1 – 16

模拟量输出t
单元 1 – 8

数字量输出
串行输出单元1 – 16

以太网
串口
CAN总线 (可选项)
Profi bus DP (optional)
Modbus TCP (optional)

基本参数

输入
模拟量

输入
数字量

输出
模拟量

输出 
数字量

通讯接口

110 V / 230 V 50 – 60 Hz
120 W
19“ 标准式机箱 3 RU 长 430 / W宽448/ 高 133 [mm]
长 540 / 宽 448 / 高 133 [mm]
约8 kg
符合CE标准
IP 30 ，标准 IEC 60529
-10°C … +55°C
5 V DC

输入电压：±10 V
采样率最大：1 MSPS
数字化：16 位
输入滤波器：可调低通滤波器 可调高通滤波器
分辨率：基于选择增益系数
并行测量：所有8个通道都可以并行测量

速度信号以TTL信号的形式由速度盒子传送
输入电压： ±32 V
最大采样率: 25 k样本

输出电压： ±10 V
I最大： 17 mA
I最大 （合计）： 100 mA
U最大： 10 V

2 x 8 电隔离输出
V外部： 5,5 V … 28 V
I最大： 350 mA

100 Mbit/s
RS 232 
集成于内部现场总线板上
Anybus Compact Com DPV1 Slave (AB6200)
Modbus TCP 双通道版本 (AB6223)

eolANALYSER v3 前部和后部视图、以及集成于
19寸可移动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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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驱动
— 各类型变速箱
— 电机
— 内燃机
— 车桥
— 液压泵 + 马达
— 组件
— 完整的动力总成/组合
— 支撑结构
— 轴承

— 可靠的24 /7全天候监控
— 故障与损坏进度的显示
— 通过 ROC集成，轻松进行故障分析
— 快速停机台架
— 轻松集成到已存在的测试台架中
— 用于系统测试的与组件无关的配置，例如：完整的动力总成

德尔塔分析仪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动力总成以及组件测试�

监控传动系

德尔塔分析仪优势

只有在广泛的耐久性测试之后，才能对设计和最终版本进行
微调。虽然仿真程序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但对于设计工程
师和开发人员来说，总是有令人不快的“惊喜”。不管测试是
针对单个部件、电动机、机电系统、内燃机，甚至是整个传
动系统。反复进行过程测试->调整->测试，直到所有单个或
所有系统组件的耐用性得到保证。为了使新产品发布过程尽
可能有效率且时间尽可能短，系统必须及时发现损坏并找出
原因，这一点很重要。而这仅在损坏的早期阶段才有可能实
现，因为先前的损坏会在实验过程中造成相应的其它损坏。
系统需要要清晰地区分原因与结果。
德尔塔分析仪是专门为此类测试和此任务而开发的。它可以
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监控测试项目。一旦产品发生损坏，它
会触发报警信号，使测试台架停机，从而有助于避免对测试
产品造成严重后果，并针对最薄弱的组件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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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方法

为了可靠地进行早期故障检测，根据测试对象和所形成的损坏，需要使用
不同的信号评估和分析方法。
对于轴承损坏，通常使用频谱分析。对于通过常规冲击脉冲表现出来的损
坏的检测，需要基于时间信号评估的程序。对于自发发生的损坏模式，需
要基于能级总和的监测。而德尔 塔系统中CrashPREVENTER模块可以实
现这一点。对于内燃机，我们还结合了720°曲轴的程序，实现缸体或角度
监测。

德尔塔分析仪通过在测试周期开始时建立独立且必要的上下阈值来为用户
提供支持。系统可以通过大量的集成方法以及必要的阀值设置来完成快速
自动配置，当然，用户也可以采用手动方式来配置阈值。

组件或系统特定的测试列表配置

在监视独立的产品系统组件或监视整个传动系统时，以不同的方式配置各
个系统/组件/测试项很有用。得益于直观的软件和清晰的显示，德尔塔分析
仪可快速轻松地实现如此复杂的配置。分析仪还包含对配置的验证功能，
以便在配置期间排除可能的错误源。

德尔塔分析仪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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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久实验运行期间的测量

在耐久实验中，重要的是识别损坏的开始。这需要持续不断的监控。每x
小时进行一次随机检查会带来很大的风险。控制间隔之间发生的损坏怎么
办？确切的时间和情况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损害是迅速发展还是缓慢
发展？
因此，德尔塔分析仪从头到尾一直连续记录和分析测量数据，从开始到结
束，全天候监控，从而确保可靠的早期损坏检测，并为开发人员和设计人
员提供了分析和评估损坏过程的机会。
我们已经开发了全局趋势指数，因此即使在没有NVH知识的情况下，用户
也可以在耐久测试期间的任何时候快速轻松地找到其测试对象的“健康状
况”。如果常规值> = 60％，通过集成的deltaEvaluation.NET软件进行主动
的实验数据详细分析将很有用。值= 100％时，系统触发警报。

集成至测试台架

多种方案选项可用于测试台架集成。德尔塔分析仪提供了集成各种总线模
块的可能性。此外，输入和输出有模拟量和数字量形式。这涵盖了“标准”
接口。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后续集成也非常容易。

监控界面

德尔塔分析仪台架集成

ENGINE

AS
ANALOG I/O

DIGITAL I/O

BUS SYSTEM

ALARM

SPEED AS SPEED AS SPEED

AS

SPEED

RHF deltaANALYSER

PLC TESTBENCH
COMMUNICATION

E-MOTOR TRANSMISSION AXLE
DRIVE

BRAKE

BRAKE

AS = ACCELERATION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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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塔分析仪集成至公司网络中

测试台通常散布在工厂内，或者负责人的办公室离测试台更远。为了快速
方便地进行远程访问，可以通过远程桌面设置网络访问。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为每个系统分别设置访问权限，并且需在集成了RAID系统的可视化
PC的中备份本地数据即可。
但是，我们建议使用完全成熟的网络集成，其中通过在可定义的时间间隔
进行复制，将新生成的测量数据自动传输到定义的服务器（云服务器或硬
件服务器）。这样，所有系统的测量数据都存储在中央存储位置。通过服
务器上的复制和可视化PC中的集成RAID系统，现在可以对数据进行双重
备份，中央存储空间还使内部IT部门更容易激活备份功能。

传感器

由我们开发的带有电荷放大器的Bosch爆震传感器由于具有良好的成本/收
益比，因此常用于耐久测试和功能测试中的早期故障检测。这套传感器非
常耐用，对燃料，机油和其他液体具有很高的抵抗力。
但是，如果您的应用重点是基于响度/精度较高级别或比较测量，则建议使
用ICP加速度传感器。这些在诸如校准/线性/温度灵敏度之类的参数提供了
更好的性能。
对于这两种类型的传感器，如果可行，最好用螺栓固定到测试产品上。粘
合剂或磁性附件可能会因振动，污染或温度过高而造成测量不准确的风
险。

德尔塔分析仪集成至公司网络

ICP传感器爆震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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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故障分析与原因识别分3个步骤

1. 打开数据库 / 所有工况视图  2. 选择可疑工况，检查状态变量

在视图中，可以通过可视化的趋势指数图框和标记的红色标记（带报警的
工况）快速识别相关的工况。并且由于具有过滤功能，系统可以有针对性
地快速减少数据量检查。.

检查状态变量显示（上图），振动特征的变化不是由状态变量的变化引起
的。因此必须在系统中查找变化的原因，这只能是实验过程中的损坏。.

试验所有工况视图 可疑工况趋势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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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开瀑布图，使用 ROC集成来识别故障原因组件 拆解验证数据分析----轴承故障:

当然，数据分析软件deltaEvaluation.NET提供了许多其他功能和可能性。
例如，可以将2D谱线相互比较，或者可以分析定义的阶次对某些状态参数
的依赖性。我们的报表生成器可以帮助您清晰、快速地呈现每个测试任务
和任务定义的相关数据和信息。

带莱尔浩福阶次计算器（ROC）集成的可视化瀑布图

优势特点
— 可以在测试过程中显示声学变化，并可以在图形中存储状态变量
— 整个测试过程中的损坏进度可以进行可视化评估
— 集成莱尔浩福阶次计算器（ROC）可以简化并加快损伤分析，并从根本上识别

造成噪声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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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塔分析仪V3后部视图与前部视图与安装在
19“导轨移动小车上

爱欧尔分析仪技术参数

供电电压
额定功率
尺寸
尺寸(包含线缆)
重量
检测标准
防护等级
工作温度
传感器供电电压

加速度信号
振动 1 – 4
通道1和2

2 通道
可选多达8个导通

转速TTL信号 (参见speedBox)
数字量输入
单元 1 – 16

模拟量输出t
单元 1 – 8

数字量输出
串行输出单元1 – 16

以太网
串口
CAN总线 (可选项)
Profi bus DP (optional)
Modbus TCP (optional)

基本参数

输入
模拟量

输入
数字量

输出
模拟量

输出 
数字量

通讯接口

110 V / 230 V 50 – 60 Hz
120 W
19“ 标准式机箱 3 RU 长 430 / W宽448/ 高 133 [mm]
长 540 / 宽 448 / 高 133 [mm]
约8 kg
符合CE标准
IP 30 ，标准 IEC 60529
-10°C … +55°C
5 V DC

输入电压：±10 V
采样率最大：1 MSPS
数字化：16 位
输入滤波器：可调低通滤波器 可调高通滤波器
分辨率：基于选择增益系数
并行测量：所有8个通道都可以并行测量

速度信号以TTL信号的形式由速度盒子传送
输入电压： ±32 V
最大采样率: 25 k样本

输出电压： ±10 V
I最大： 17 mA
I最大 （合计）： 100 mA
U最大： 10 V

2 x 8 电隔离输出
V外部： 5,5 V … 28 V
I最大： 350 mA

100 Mbit/s
RS 232 
集成于内部现场总线板上
Anybus Compact Com DPV1 Slave (AB6200)
Modbus TCP 双通道版本 (AB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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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哪些测试项目或哪些部件会产生噪声？我们期望看到哪
些声学特征和影响？当前现象是否有对应的缺陷部件，如果
是，那么是哪一个？有共振吗？甚至在更复杂的应用中，例
如发动机-变速箱总成，以及包括四驱差速器的完整动力总成
时，效果如何？我们是否期望衍产品具有相同的声学特征？
我们内部开发的莱尔浩福阶次计算器（ROC），可以为用户
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它可以完美地集成到我们的其他程序
中，且无需NVH专家即可分析和解释数据。
在德尔塔分析仪中，借助于ROC模型，可以在数据分析软件
中轻松识别引起声学特征变化的部件。这大大加快了分析损
坏原因的过程。
在爱欧尔分析仪中，ROC模型可用于自动模式识别，这可以
在下线测试台上实时指示损坏的原因。从而大大减少了分析
和返修的工作量。当然，ROC数据也可在爱欧尔分析仪中的
做进一步详细分析。
由于我们的数据分析软件具有导出功能，可以根据需要将
ROC的详细数据（包括所需谱线）导出到全球数据库。因
此，可以以基于网络的方式与其他负责方共享详细数据，从
而大大减少了工作量。
借助大量的预配置和标准化模块以及直观的操作，可以快
速，轻松地对复杂的动力总成进行建模。然后自动计算相关
的部件阶次和声学影响。为确保仅将正确的模型用于以后的
分析，在计算之前会自动检查模型的合理性。例如，系统识
别并可视化动力流的错误，阻塞或不正确的同步，从而使修
正变得容易。

莱尔浩福阶次计算器 (ROC)

优点：
— 旋转部件的计算
— •根据部件分类
— •计算1次至50次谐波阶次
—
— •不同类型的轴承
— •辅助单元
— •完整动力总成的计算
— •快速识别部件
— •发动机型号及其衍生产品的快速计算
— •变速箱型号及其衍生产品的快速计算
— •在delta-ANALYSER和eol-ANALYSER数据分析软件中集成计算数据
— •通过简单易用的按钮实现友好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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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例如电驱动设计 Example design of a double clutch transmission

例如双离合变速器阶次计算动力总成 (发动机与双离合变速箱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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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发动机设计窗口

部件阶次计算

可支持的变速箱设计:
— 手动变速箱
— 自动变速箱
— 双离合变速箱
— 无皮带无极变速器 (CVT)
— 车桥驱动
— 分动箱 case 

可支持的发动机设计:
— 1-16缸发动机
— 直列式发动机
— V型发动机
— W型发动机
— 对置式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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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的测量系统适用于非常广泛的测试项目，因此对速度信号的采集
和处理的要求也有所不同，有时甚至很大。例如，来自内燃机中的曲轴编
码器的信号所需的处理功能与来自于电机或高速应用（例如涡轮增压器）
中的旋变信号的处理功能。根据速度测量的测量原理，电缆长度和环境也
会对速度信号的质量产生很大影响。

我们的转速盒将各种硬件功能和软件模块集成在在一个小盒子中，这样您
就可以在试验台上甚至在车上完成不同的速度测量任务。

由于转速盒的尺寸小，它的存储功能使其可以快速集成，并且可以灵活，
可便捷的用于不同的测试任务。

我们经过深思熟虑且简单的操作概念使您可以快速轻松地对其进行配置。

转速盒–转速信号调节

转速信号调节模块有如下：:
— 分频器
— 倍频器
— 脉冲扩展器
— 间隙填充器 (60-2)v2，包括为TDC活塞缸启动脉冲信号生成
— 转速合成同步器
— 转速转换器
— 速比计算器
— 转速减法器

转速盒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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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滤波器功能，可添加的AC耦合以及电压范围的设置功能。借助集成的
示波器功能，您可以直接可视化并检查输入和输出信号的图形。

软件模块的功能，例如内燃机TDC活塞缸的720°分析所需的启动脉冲信号
的正确生成，也可以在我们的Logic Analyser中直接进行实时检查。

Logic Analyser ：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视图

原始的转速信号 (绿色) 

处理后的转速信号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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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供电电压
设备保险丝
外壳
尺寸 
包含接线尺寸
相关供电电源尺寸
重量
工作温度

4 X 转速信号

4 X TTL-转速信号

2 X 5 TTL-转速信号

USB 2.0

一般参数

输入
模拟量

数字量

输出
数字量

接口

10 V … 30 V DC, 外部供电 (最小功率 12 W)
M2.5A (20X5)
金属外壳 (适于导轨安装)
深74 / 宽 170 / 高 1345 (包括安装部件)
深 160 / 宽 220 / 高 145
深 110 / 宽 25 / 高 110 (适于导轨安装)
大约. 950 G
0°C … +55°C

输入电压范围: ±100 MV … ±15 V
允许高达100V的输入电压，但会仅截止于15V用作内部处理
过压保护: 高达大约 200V
屏蔽: 有 (与相应的 TTL-输入共地)
信号类型: 相对0位 (非对称)
或
差分 (对称)
采样率: 40 MHZ
数字化位数: 10 位
输入过滤: 可配置低通滤波100 KHZ 
AC 耦合: 可配置
下截止频率: 0 HZ (AC 耦合不激活)
10 HZ (AC 耦合激活)
上截止频率: 1 MHZ

输入电压范围: 0 V / 5V (TTL)
频率范围: 0 HZ … 1 MHZ
屏蔽: 有 (与相应的模拟量输入共地)

输出电压: 0 V / 5 V
屏蔽: 有 (与相应的模拟量输入共地). 所有输出与输入和电源隔离
最大输出频率: 2.5 MHZ @ 500 OHM LAST
短路阻抗: 无穷大
抗回馈电压保护: 0 V 到 5 V

用于配置转速盒

DIN rail module speed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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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过程中检测到的声学异常和故障部件，以及在耐久性测试期间的早期故障检测，
都可以从以前得到经验案例以及其他项目检测到的故障类型中得到启发参考、获益良
多。大量的NVH系统已经在大多数开发和生产现场投入使用，因此每天都会产生许多有
价值的信息、测试结果和经验案例。  
全球故障数据库，就是我们为此开发的一个工具。它可以使您能够总结录入这些有价值
的信息和案例，并可依托网络将其提供给所有相关的员工。在全局故障数据库的帮助
下，您可以积极有效地将参与产品开发和生命周期的所有专家部门集合在一起，而不用
考虑位置地域差异。 
当然，GFD也为静态评估和做详细报告提供了广泛的支持。

全球故障数据库(GFD)

示例 – 统计前 3 故障 示例 – 爱欧分析仪数聚 示例 – 德尔塔分析仪数据                                                               

一键创建PDF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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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特点- 生产 <-> 生产
在生产过程中出现未知故障时，可
以通过对在不同地点相同设计的产
品进行全球数据库信息比对，这样
使得分析过程更容易、更快捷。 

1. 耐久测试/ 生产
— 测试数据库

2. 评价分析
— 识别故障部件
— 故障位置和类型
— 故障追溯

3. 全球故障数据库
— 故障报告
— 故障统计
— 故障关联
— 全球归档

交互特点– 开发 -> 生产
自从NVH系统在开发和生产中都被
使用。在开发过程中获得的关于故
障原因的信息，以“汲取经验”的方式
促进和加快生产过程中分析。若有
需要，开发部门可以快速访问生产
中的关键的测试结果，这有助于加
快相关发布过程的审批过程。

交互特点–  生产 -> 开发
产品每天都能提供大量的测试结
果，由于大量的测试和生产的复杂
性，各种缺陷模式和相应的组件都
可能出现。因此可以被用于反向指
导开发部门进行模式识别。  

交互特点–  开发 <-> 开发
全球各地在开发过程中获得的信息
可以用于今后的开发和分析评价。 

交互特点

deltaANALYSER

deltaEVALUATIO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eol AppPool

crashPREVENTER eolANALYSER

Database Database

Global
Failure

Database

Gener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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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客户按大洲

154

108

南美洲   5 

北美洲 

亚洲

欧洲

已投入使用的莱尔
浩福系统

129 7

3
1

1

6

20
54

18 7

12
1

2
10

2

6

5

33

1

1

参考客户按应用领域

其它

194

内燃机

 变速箱

电驱动

55

6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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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参考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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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参考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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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参考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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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参考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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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

SOUTH AMERICA

参考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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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LHOFER KG
Zugspitzstraße 5
85757 Karlsfeld 
Germany

Tel. +49 8131 592 95-0 
Fax +49 8131 974 47
info@rhf.de   |   www.rhf.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