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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特性说明

差动变压器式位移传感器（LVDT位移传感器）可广泛应用于航天航

空、机械、建筑、纺织、铁路、煤炭、冶金、塑料、化工以及科研

院校等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用来测量位移、形变、尺寸、振动、厚

度、膨胀等的高精度位移传感器产品。

F10、F25、F50系列笔式回弹式LVDT位移传感器具有优良的性能，

适用于质量控制和计量应用中的高精度、高重复性的位移测量。测

头采用高硬度的耐磨材料氧化硅，测轴移动部分采用精密导轨。传头采用高硬度的耐磨材料氧化硅，测轴移动部分采用精密导轨。传

感器外配变送器，12--24V DC供电，电子电路密封在304不锈钢金

属管内,可以在潮湿、粉尘等相对恶劣环境中长期稳定工作,输出标

准的可被计算机或PLC使用的0-5V、0-10V电压信号；4-20mA电流信

号；或者RS485数字信号。

 外径Φ8mm笔形回弹式位移传感器

 内置精密直线轴承，重复性好

 探头为氮化硅陶瓷球，耐磨性好

 测量范围由0—10MM   分辩率高，重复性好

 无滑动触点，使用寿命长

F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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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性能参数

   机器人

   轴直径检测

   精密位移测量

   玻璃生产检测

   汽车零件检测

   供电电源      模拟量信号输出:12--24V DC;

                 数字量信号输出：6-12V DC

   工作电流      电压输出型供电电流 ≤12mA；  

                 二线制电流输出型，供电电流4--20mA  

   位移量程      F10：0-2.5mm；F25：0-5mm；F50：0-10mm

   输出信号      0-5V；0-10V；4-20mA；RS485数字信号

   线性误差      模拟量信号输出±0.25%FS；   线性误差      模拟量信号输出±0.25%FS；

                 数字量信号输出±0.1%FS

   重复误差      ≤1um

   分辨率        ≤0.1um

   动态特性      10HZ

   测量力        80g

   工作温度      -25℃ -- +85℃

   耐受冲击      250g/11ms   耐受冲击      250g/11ms

   振动允限      10g/2KHZ   

   温度系数      零点  ≤0.01%/℃   

                 灵敏度  ≤0.025%/℃  

F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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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尺寸

※变送器尺寸

F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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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说明
    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值必须在规定的使用范围内

    1.电流信号输出

    电缆线颜色定义：

      棕色--供电电源（+） 电流输入（+）

      黑色--供电电源（-） 电流输出（-）

    2. 电压信号输出

    电缆线颜色定义：    电缆线颜色定义：

      棕色-- 供电电源（+）

      黑色-- 电压输出（+）

      蓝色-- 供电电源（-）信号输出（-）

    3.RS485数字信号输出

    电缆线颜色定义：

      红色-- 供电电源（+）

      黑色-- 供电电源（-）      黑色-- 供电电源（-）

      绿色-- RS485（A+）

      白色-- RS485（B-）

F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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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方法



※选型说明

※安装使用说明
1、选择传感器量程需留有余量，F系列LVDT位移传感器前端约1mm

的缓冲区，安装使用应避开缓冲区。

2、选用合适的电源供电，电压过高或者过低都无法保证传感器正

常使用。

3、传感器测笔应垂直检测面安装，待调整好位置再锁紧安装螺丝。

4、F系列LVDT位移传感器精度较高，安装使用应避开高温、高辐

射、静电干扰、高频干扰及电磁干扰等干扰源，保障传感器检测精射、静电干扰、高频干扰及电磁干扰等干扰源，保障传感器检测精

度。

5、传感器屏蔽线良好接地。

6、正确接线。如果接线错误，有可能严重损坏传感器。

7、传感器安装固定应尽量采用厂家提供的安装支架。如果需要自

制夹具安装固定，应在厂方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设计安装。

F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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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特性说明

※应用领域

G系列回弹式LVDT位移传感器具有优良的性能，传感器12--24V DC

供电，测头采用高硬度的耐磨材料氧化硅，电子电路密封在304不

锈钢金属管内,可以在潮湿、粉尘等恶劣环境长期稳定工作。输出

标准的可被计算机或PLC使用的0-5V、0-10V电压信号；4-20mA电流

信号；或者RS485数字信号。

 外径Φ20mm,不锈钢304外壳,回弹式

 内置精密直线轴承，重复性好

 探头为氮化硅陶瓷球，耐磨性好

 直流单电源供电，内置高性能信号解调器

 轴径跳动检测

 纺织机械检测

 阀门位置检测与控制

 辊缝间隙测量

 车辆制动装置磨损测量

G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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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参数

   供电电源      模拟量信号输出：12--24V DC；

                 数字量信号输出：6-12V DC

   工作电流      电压输出型供电电流 ≤12mA；  

                 二线制电流输出型，供电电流4--20mA  

   位移量程      G25：0-5mm；G50：0-10mm；G125：0-25mm;

                 G250:0-50mm；G500:0-100mm

   输出信号      0-5V；0-10V；4-20mA；RS485数字信号   输出信号      0-5V；0-10V；4-20mA；RS485数字信号

   线性误差      模拟量信号输出：±0.25%FS、±0.5%FS等可选；

                 数字量信号输出：±0.1%FS、±0.25%FS等可选

   重复误差      ≤5um

   分辨率        ≤0.1um

   动态特性      10HZ

   测量力        80g

   工作温度      -25℃ -- +85℃   工作温度      -25℃ -- +85℃

   耐受冲击      250g/11ms

   振动允限      10g/2KHZ   

   温度系数      零点  ≤0.01%/℃   

                 灵敏度  ≤0.025%/℃  

G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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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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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夹具尺寸

※安装方法

※安装尺寸



G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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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说明

    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值必须在规定的使用范围内

    1.电流信号输出

    电缆线颜色定义：

      棕色--供电电源（+） 电流输入（+）

      黑色--供电电源（-） 电流输出（-）

    2. 电压信号输出

    电缆线颜色定义：    电缆线颜色定义：

      棕色-- 供电电源（+）

      黑色-- 电压输出（+）

      蓝色-- 供电电源（-）信号输出（-）

    3.RS485数字信号输出

    电缆线颜色定义：

      红色-- 供电电源（+）

      黑色-- 供电电源（-）      黑色-- 供电电源（-）

      绿色-- RS485（A+）

      白色-- RS485（B-）



※安装使用说明
1、选择传感器量程需留有余量，G系列LVDT位移传感器前端约2.5mm

的缓冲区，安装使用应避开缓冲区。

2、选用合适的电源供电，电压过高或者过低都无法保证传感器正

常使用。

3、传感器应垂直检测面安装，待调整好位置再锁紧安装螺丝。

4、G系列LVDT位移传感器精度较高，安装使用应避开高温、高辐

射、静电干扰、高频干扰及电磁干扰等干扰源，保障传感器检测精射、静电干扰、高频干扰及电磁干扰等干扰源，保障传感器检测精

度。

5、传感器屏蔽线良好接地。

6、正确接线。如果接线错误，有可能严重损坏传感器。

7、传感器安装固定应尽量采用厂家提供的安装支架。如果需要自

制夹具安装固定，应在厂方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设计安装。

G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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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说明



※产品简介

※特性说明

※应用领域

GT系列分体式LVDT位移传感器具有优良的性能，传感器12--24V DC

供电，标配鱼眼头，可选万向节拉头，电子电路密封在304不锈钢金

属管内,可以在潮湿、粉尘等恶劣环境长期稳定工作。输出标准的可

被计算机或PLC使用的0-5V、0-10V电压信号；4-20mA电流信号；或

者RS485数字信号。

 外径Φ20mm,不锈钢304外壳,分体式

 直流单电源供电，内置高性能信号解调器

 二线制电流输出，三线制电压输出，RS485数字信号输出

 测量范围0-100mm，分辨率高，重复性好

 无滑动触点，使用寿命长

液压缸定位

水泥行业

桥面移位检测

阀门位置检测与控制

机床及工具定位

地铁隧道工程防护

GT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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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参数

   供电电源      模拟量信号输出：12--24V DC

                 数字量信号输出：6-12V DC

   工作电流      电压输出型供电电流 ≤12mA；  

                 二线制电流输出型，供电电流4--20mA  

   位移量程      GT25：0-5mm；GT50：0-10mm；GT125：0-25mm;

                 GT250:0-50mm；GT500:0-100mm；

                 GT1250:0-250mm；GT2500：0-500mm                 GT1250:0-250mm；GT2500：0-500mm

   输出信号      0-5V；0-10V；4-20mA；RS485数字信号

   线性误差      模拟量信号输出：±0.25%FS、±0.5%FS等可选；

                 数字量信号输出：±0.1%FS、±0.25%FS等可选

   重复误差      ≤5um

   分辨率        ≤0.1um

   动态特性      200HZ

   测量力        80g   测量力        80g

   工作温度      -25℃ -- +85℃

   耐受冲击      250g/11ms

   振动允限      10g/2KHZ   

   温度系数      零点  ≤0.01%/℃   

                 灵敏度  ≤0.025%/℃  

GT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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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夹具尺寸

※安装尺寸



※接线说明
    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值必须在规定的使用范围内

    1.电流信号输出

    电缆线颜色定义：

      棕色--供电电源（+） 电流输入（+）

      黑色--供电电源（-） 电流输出（-）

    2. 电压信号输出

    电缆线颜色定义：    电缆线颜色定义：

      棕色-- 供电电源（+）

      黑色-- 电压输出（+）

      蓝色-- 供电电源（-）信号输出（-）

    3.RS485数字信号输出

    电缆线颜色定义：

      红色-- 供电电源（+）

      黑色-- 供电电源（-）      黑色-- 供电电源（-）

      绿色-- RS485（A+）

      白色-- RS485（B-）

※安装方法

GT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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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说明

GT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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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传感器量程需留有余量，GT系列LVDT位移传感器前端约

2.5mm的缓冲区，安装使用应避开缓冲区。

2、选用合适的电源供电，电压过高或者过低都无法保证传感器正

常使用。

3、传感器应垂直检测面安装，待调整好位置再锁紧安装螺丝。

4、GT系列LVDT位移传感器精度较高，安装使用应避开高温、高辐

射、静电干扰、高频干扰及电磁干扰等干扰源，保障传感器检测精射、静电干扰、高频干扰及电磁干扰等干扰源，保障传感器检测精

度。

5、传感器屏蔽线良好接地。

6、正确接线。如果接线错误，有可能严重损坏传感器。

7、传感器安装固定应尽量采用厂家提供的安装支架。如果需要自

制夹具安装固定，应在厂方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设计安装。

※安装使用说明



※产品简介

※特性说明

※应用领域

GF系列分体式LVDT位移传感器（裂缝计），专用于桥梁、隧道、建

筑、混凝土路面等土木工程项目裂缝深度、宽度、开合度在线监测。

传感器12--24V DC供电，两端鱼眼头，电子电路密封在304不锈钢金

属管内,可露天使用或者潮湿环境长期稳定工作。输出标准的可被计

算机或PLC使用的0-5V、0-10V电压信号；4-20mA电流信号；RS485数

字信号。

 外径Φ20mm,不锈钢304外壳,分体式

 直流单电源供电，内置高性能信号解调器

 二线制电流输出，三线制电压输出，RS485数字信号输出

 测量范围0-500mm，分辨率高，重复性好

 无滑动触点，使用寿命长

 鱼眼头绞接固定，安装使用方便

桥梁、隧道、建筑、混凝土路面等土木工程裂缝监测

滑坡等地质灾害监测

机械设备位移测量与位置定位（扩展应用）

GF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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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计）



※性能参数

   供电电源      模拟量信号输出：12--24V DC

                 数字量信号输出：6-12V DC

   工作电流      电压输出型供电电流 ≤12mA；  

                 二线制电流输出型，供电电流4--20mA  

   位移量程      GF25：0-5mm；GF50：0-10mm；GF125：0-25mm;

                 GF250:0-50mm；GF500:0-100mm；

                 GF1250:0-250mm；GF2500：0-500mm                 GF1250:0-250mm；GF2500：0-500mm

   输出信号      0-5V；0-10V；4-20mA；RS485数字信号

   线性误差      模拟量信号输出：±0.25%FS、±0.5%FS等可选；

                 数字量信号输出：±0.1%FS、±0.25%FS等可选

   重复误差      ≤5um

   分辨率        ≤0.1um

   动态特性      200HZ

   测量力        80g   测量力        80g

   工作温度      -25℃ -- +85℃

   耐受冲击      250g/11ms

   振动允限      10g/2KHZ   

   温度系数      零点  ≤0.01%/℃   

                 灵敏度  ≤0.025%/℃  

GF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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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尺寸

※安装夹具尺寸

GF系列



※接线说明
    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值必须在规定的使用范围内

    1.电流信号输出

    电缆线颜色定义：

      棕色--供电电源（+） 电流输入（+）

      黑色--供电电源（-） 电流输出（-）

    2. 电压信号输出

    电缆线颜色定义：    电缆线颜色定义：

      棕色-- 供电电源（+）

      黑色-- 电压输出（+）

      蓝色-- 供电电源（-）信号输出（-）

    3.RS485数字信号输出

    电缆线颜色定义：

      红色-- 供电电源（+）

      黑色-- 供电电源（-）      黑色-- 供电电源（-）

      绿色-- RS485（A+）

      白色-- RS485（B-）

GF系列

※安装方法

传感器标配平面螺丝，客户可根据现场情况

更换为膨胀螺丝或者其他固定材料。

22



※选型说明

GF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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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传感器量程需留有余量，GF系列LVDT位移传感器前端约

2.5mm的缓冲区，安装使用应避开缓冲区。

2、选用合适的电源供电，电压过高或者过低都无法保证传感器正

常使用。

3、调整好传感器位置，再锁紧安装螺丝。

4、GF系列LVDT位移传感器精度较高，安装使用应避开高温、高辐

射、静电干扰、高频干扰及电磁干扰等干扰源，保障传感器检测精射、静电干扰、高频干扰及电磁干扰等干扰源，保障传感器检测精

度。

5、传感器屏蔽线良好接地。

6、正确接线。如果接线错误，有可能严重损坏传感器。

7、GF系列LVDT位移传感器标配平面螺丝，可根据现场情况换用膨

胀螺丝或者其他固定材料。

※安装使用说明



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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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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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88210726

传真：0755-88217926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上村下辇工业区兴宝合工业厂房7-12楼

企业网站：www.milont-sensors.com

          www.milo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