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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5°, ±60° ■
电流 4 … 20 mA ■
电压 0.1 … 4.9 V ■
比例电压 ■

电流 4 … 20 mA ■
电压 0.1 … 4.9 V ■
测量范围可设置 ■

 

 

±10°, ±45°, ±60° ■

±360° ■

B2N10H-Q20L60-2Li2-H1151 ±10° ≤ 0.04°

双轴, 
4…20 mA

-30…+70 °C
B2N45H-Q20L60-2Li2-H1151 ±45° ≤ 0.1°

B2N60H-Q20L60-2Li2-H1151 ±60° ≤ 0.14°

B2N85H-Q20L60-2Li2-H1151 ±85° ≤ 0.14°

B2N60H-Q20L60-2Li2-H1151/S97 ±60° ≤ 0.14° -40…+70 °C

B2N10H-Q20L60-2LU3-H1151 ±10° ≤ 0.04°

双轴, 
0.1…4.9 V

-30…+70 °C
B2N45H-Q20L60-2LU3-H1151 ±45° ≤ 0.1°

B2N60H-Q20L60-2LU3-H1151 ±60° ≤ 0.14°

B2N85H-Q20L60-2LU3-H1151 ±85° ≤ 0.14°

B2N60H-Q20L60-2LU3-H1151/S97 ±60° ≤ 0.14°
-40…+70 °C

B2N85H-Q20L60-2LU3-H1151/S97 ±85° ≤ 0.14°

B1N360V-Q20L60-2Li2-H1151

360° ≤ 0.14°

单轴, 
4…20 mA

 -30…+70 °C

B1N360V-Q20L60-2LU3-H1152 单轴, 
0.1…4.9 V

B1N360V-Q20L60-2UP6X3-H1153 单轴，
可设置开关点

B2N10H-Q42-CNX2-2H1150 ±10° ≤ 0.05°

双轴, 
CANopen

B2N45H-Q42-CNX2-2H1150 ±45° ≤ 0.1°

B2N60H-Q42-CNX2-2H1150 ±60° ≤ 0.1°

B1N360V-Q42-CNX2-2H1150 360° ≤ 0.01°

单轴, 
CANopen

±0.5° ±0.1°

0.03°/K 0.008°/K

10…30 VDC 10…30 VDC

接插件, M12 x 1 接插件, M12 x 1

55 Hz (1 mm) 55 Hz (1 mm)

30 g (11 ms) 30 g (11 ms)

IP68/IP69K IP68/IP6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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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it!  Connect it!  Bus it!  Solve it! SC1104

倾角传感器

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

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兴华四支路18号
邮编：3000381
电话：022-83988188/83988199
传真：022-83988150
电子邮箱：technical.marketing@turck.com

概览

型号

技术数据

分辨率测量范围 输出 温度范围

双轴

模拟量/开关量 CANopen

分辨率精度（25℃下）

温度系数

工作电压

外壳材质 塑料，PC材质 塑料, PA12-GF30材质

电气连接  

抗震动性

抗冲击性

防护等级

产品系列

我们为您的需求提供解决方案

双轴模拟量输出

单轴360°模拟量输出

单轴360°两个开关点
■ 两个开关点可设置
■ 磁滞，可设置
■ 转动路径可设置
■ LED灯指示开关点状态

双轴CANopen接口

单轴CANopen接口

Sense it!  Connect it!  Bus it!  Solve it!

Product range

Hans Turck GmbH & Co. KG

Witzlebenstraße 7

45472 Mülheim an der Ruhr 

Germany

Tel.  +49 (0) 208 4952-0

Fax  +49 (0) 208 4952-264

E-Mail more@tur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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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INOMETERS
Our solutions for your requirements

Biaxial with analog output
±10°, ±45°, ±60° ■
Current 4 … 20 mA ■
Voltage 0.1 … 4.9 V ■
Ratiometric voltage ■

Uniaxial 360° with analog 
output

Current 4 … 20 mA ■
Voltage 0.1 … 4.9 V ■
Measuring range, adjustable ■

Uniaxial 360° with two 
switchpoints

Two switchpoints, adjustable  ■
Hysteresis, adjustable ■
Travel path, adjustable ■
Switch state indication by LEDs ■

Biaxial with CANopen 
interface

±10°, ±45°, ±60° ■

Uniaxial with CANopen 
interface

±360° ■

Overview

Type-code Measuring 
range

Resolution Output Temperature-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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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N10H-Q20L60-2Li2-H1151 ±10° ≤ 0.04°

biaxial, 
4…20 mA

-30…+70 °C
B2N45H-Q20L60-2Li2-H1151 ±45° ≤ 0.1°

B2N60H-Q20L60-2Li2-H1151 ±60° ≤ 0.14°

B2N85H-Q20L60-2Li2-H1151 ±85° ≤ 0.14°

B2N60H-Q20L60-2Li2-H1151/S97 ±60° ≤ 0.14° -40…+70 °C

B2N10H-Q20L60-2LU3-H1151 ±10° ≤ 0.04°

biaxial, 
0.1…4.9 V

-30…+70 °C
B2N45H-Q20L60-2LU3-H1151 ±45° ≤ 0.1°

B2N60H-Q20L60-2LU3-H1151 ±60° ≤ 0.14°

B2N85H-Q20L60-2LU3-H1151 ±85° ≤ 0.14°

B2N60H-Q20L60-2LU3-H1151/S97 ±60° ≤ 0.14°
-40…+70 °C

B2N85H-Q20L60-2LU3-H1151/S97 ±85° ≤ 0.14°

B1N360V-Q20L60-2Li2-H1151

360° ≤ 0.14°

uniaxial, 
4…20 mA

 -30…+70 °C

B1N360V-Q20L60-2LU3-H1152 uniaxial, 
0.1…4.9 V

B1N360V-Q20L60-2UP6X3-H1153 uniaxial,  
adjustable 
switch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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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N10H-Q42-CNX2-2H1150 ±10° ≤ 0.05°

biaxial, 
CANopen

B2N45H-Q42-CNX2-2H1150 ±45° ≤ 0.1°

B2N60H-Q42-CNX2-2H1150 ±60° ≤ 0.1°

B2N360V-Q42-CNX2-2H1150 360° ≤ 0.01°

uniaxial, 
CANopen

Analog/switchpoints CANopen

Absolute accuracy (at 25 °C) ±0.5° ±0.1°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0.03°/K 0.008°/K

Operating voltage 10…30 VDC 10…30 VDC

Housing material Plastic, PC Plastic, PA12-GF30

Electrical connection Connector, M12 x 1 Connector, M12 x 1

Vibration stability 55 Hz (1 mm) 55 Hz (1 mm)

Shock resistance 30 g (11 ms) 30 g (11 ms)

Protection class IP68/IP69K IP68/IP69K

Techn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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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行业和应用领域都需要传感器专

门对机械的角度倾斜来进行测量和监

控。例如，在收割机上、农用和建筑用

机械上，车辆和飞机或者其他机动车辆

上，机器人和太阳能设备上等，倾角传

感器能为它们提高安全性和增加工作效

率。

图尔克的Q20L60和Q42系列倾角传感

器能够适用于高速生产过程中和具有强

的抗冲击性。传感器通过微型机械电容

测量元件很好的保证了高精度和灵敏

度。这种传感器不仅可靠性高，而且坚

固耐用和易操作的特性也保证了传感器

的价值。

倾角传感器－为许多应用提供解决方案

功能原理

图尔克的倾角传感器内有一个基于

MEMS（微电子机械系统）技术的微型

机械式摆锤。

这个摆锤由两个平行的电极板组成，在

电极板中间有一个电介质极板。当直流

电压作用在这两个电极板上时电极板开

始充电，直到两块电极板间的电势差与

作用电压相同。

由加速度引起的倾斜会让弹性元件和上

文提到的极板之间产生一个可测得的电

容变化。

解决方案1:

双轴，±10°, ±45°, ±60°,±85°模拟量输出

标准产品系列包括外形为Q20L60的倾角

传感器，双轴向动作，角度测量范围包

括±10°, ±45°, ±60°,±85°。输

出方式有模拟量电压、电流输出或比例

输出。能够通过试教器设置零点来达到

最佳的起始位置。

解决方案2:

单轴，360°测量范围可设置

标准的倾角传感器的测量范围是否不够

大？你是否需要特殊的定制的传感器来

满足你的需求呢？那么就选择这种推展

功能型的吧。它们是你的最佳解决方

案。倾角传感器将完全适应您的要求。

这种可以在整个360°内设置测量范

围。通过VB2-SP3试教器，在短短几秒

钟内即可完成设置。

单轴倾角传感器外形为Q20L60，输出

方式有模拟量电压或电流版本。

解决方案3:

单轴，360°有两个可编程开关点

这种开关量输出的版本也可在整个

360°范围内设置。单轴倾角传感器

Q20L60型具有两个可设置的开关量输

出，可以用作极限值的监控。

开关量ON/OFF点，转动路径和磁滞可

以用TX1-Q20L60试教器轻松设置。

精度高

重复精度达到测量范围满量

程的0.1%，我们的倾角传感

器是高精度应用的正确解决

方案。Q20L60和Q42系列

的 传 感 器 的 分 辨 率 达 到

0.01°。

紧凑的外形

外形都很紧凑的Q20L60和
方形Q42系列的产品能够安

装在所有的公共车辆、农用

和林业机械、起重提升机和

其他工业机车上。

防护等级高

IP68和IP67
－在+70℃下可放置24小时

－在-25℃下可放置24小时

－水下1米可放置7天
－从+70℃到-25℃，每变10
度放置1小时

零点设置

初始位置（零点位置）可以

通过试教器VB2-SP3轻松设

置。先把传感器放置在想要

的位置上，然后按下试教

器，只需要1秒就完成了设

置。

开观点可设置

数字量输出型倾角传感器的

带两开关点可以通过TX1-
Q20L60试教器设定。

例如可以检测和监控起重机

臂和多用途运输车的不同的

位置点。

紧凑的CANopen接口

我们带CANopen接口（CiA 
DS-301）的倾角传感器的波

特率从10kbps到1Mbps ，采

样率高，并且带宽参数也是

稳定的波动。

解决方案4:

双轴，±10°, ±45°, ±60°CANopen接口

新的Q42系列配置了标准的CANopen接
口（根据CiA DS-301/CiA DSP-410标
准）。所有的测量值和参数可以通过对

象词典（OD）读到。

解决方案5:

单轴，360°CANopen接口

带CANopen接口的360°测量范围的传

感器完善了产品系列。所有的测量值和

参数可以通过对象词典（OD）读写。

个别配置可以存储在内部非易失性存储

器上（EEPROM）。可以实现下面所述

的CANopen功能：

■ 传输数据对象（TP01）有四种工作

模式：

－ 独立轮询方式通过远程发送请求

报文（RTR）

－ 循环方式在每个时间间隔传输

－ 事件驱动方式当角度发生变化时

驱动

－ 同步传输方式在接到SYNC报文后

■ 服务数据对象（标准SDO）

■ 错误报文通过紧急对象（EMCY）发

送：

－ 普通错误寄存器（错误寄存器）

－ 制造商特定的状态寄存器（厂商

状态）

－ 错误列表（预定义的错误区域）

■ 心跳检测和节点保护/寿命保护功能

■ 所有参数的记忆和回复功能（存储

和读取参数区）

■ 状态和错误显示，通过双色LED灯

（根据CiA CR-303-3标准）

■ 通过OD进行节点ID调节和波特率调

节

■ 可自由配置截止频率（数字滤波

器）

■ 可设置当角度发生极小变化时TDO1
发送事件

■ 随时监控内部设备温度

■ 倾斜角度的方向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