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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Y-2000 系列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实验台 
编写：吴爱平   审核：孙士平 

一、设备名称：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实验台 

二、型号/规格： 

     CSY-2000 

三、生产厂家： 

     浙江高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高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操作面板： 

 

五、功能说明： 

CSY2000 系列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实验台，主要用于各大专院校开设的“自动检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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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传感器原理与技术”“工业自动化控制”“非电量电测技术”等课程的教学实验。CSY2000
系列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实验台上是采用最新推出的模块化结构的产品。希望通过实验能让

学生加强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并在实验进行的过程中，通过信号的拾取、转换、分析掌握

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的操作技能与动手能力。 
CSY2000 系列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实验台由主控台、三源板（温度源、转动源、振动源）、

传感器（基本型 18 个、增强型 23 个）、相应的实验模板等四部分组成。 
（1） 主控台部分，提供高稳定直流稳压电源、音频信号源、低频信号源、气压源，

其中电源、音频、低频均具有断路保护功能；主控台面板上还装有电压、气压、

频率、转速的 3 位半数显表及计时表、RS232 计算机串行接口、流量计、漏电

保护器。高精度温度转速两用仪表，调节仪置内为温度调节、置外为转速调节。 
（2） 三源板提供振动源、转动源、加热源。 
（3） 传感器：基本型传感器包括：电阻应变式传感器、扩散硅压力传感器、差动变

压器、电容式传感器、霍尔式传感器、霍尔式转速传感器、磁电式传感器、压

电式传感器、电涡流传感器、光纤传感器、光电转速传感器、集成温度传感器、

K型热电偶、E型热电偶、Pt100 铂电阻、Cu 铜电阻、湿敏传感器、气敏传感器

共十八个。 
（4） 实验模块部分提供相应的实验电路。普通型有应变式、压力、差动变压器、电

容式、霍尔式、压电式、电涡流、光纤位移、温度、移相/相敏检波/滤波十个

模块。 
 

六、参数指标： 

直流电源： 
±15V、＋5V、±2V±4V±6V±8V±10V 

＋2V∽＋24V 连续可调 

音频信号源（音频振荡器）：1KHZ∽10KHZ 

低频信号源（低频振荡器）：1HZ∽30HZ 

气压源：0∽20kpa  
振动频率：1HZ∽30HZ 

转速：0－2400 转/分 

加热源：常温∽150℃（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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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本使用/操作指南 

7.1 打开电源 

接好电源输入线，220V 50Hz，按下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点亮。 

7.2 直流电压输出。 

系统上电后，电源模块输出相应的直流电压，从标有 VOUT+，VOUT-输出，调节

输出旋钮输出±2V、±4V、±6V、±8V、±10V。 

7.3 低频信号输出 

频率调整：旋转调频旋钮到要求的频率位置。 
输出幅度：最大 5V，旋钮可连续调节幅度。 

7.4 音频信号输出 

频率调整：旋转调频旋钮到要求的频率位置。 
输出幅度：最大 5V，旋钮可连续调节幅度。 

7.5 测量信号输入 

        频率测量：将被测频率信号与数显表 Fin 相接，频率表显示被测信号的频率值 
电压测量：将被测电压信号与数显表 Vi 相接，电压表显示被测信号的电压值 

7.6 调节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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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调节仪面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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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V      测量值显示窗   2、SV      给定值显示窗 

3、AT     自整定工作指示灯 4、ALM1      报警指示灯 

5、ALM2      手动指示灯  6、OUT      调节输出指示灯 

7、SET      功能键        8、◄        数据移位(兼 A/M 切换)键 

9、▼        数据减少键    10、▲       数据增加键 

二) 温度实验仪表操作 

1. 将 Pt100 传感器接入主控箱调节仪单元的 Pt100 输入端口(传感器引线相同的二根接入

Pt100输入上方二端口,传感器另外一根引线接入 Pt100输入下方一个端口);合上主控箱的

漏电保护开关为 ON,再合上调节仪单元中的温度开关为开,合上控制方式开关为内。 

2. 仪表参数设置: 按住 SET 键(功能键)并保持 2 秒钟,进入参数设置状态,PV 显示菜单(功

能),SV 显示相应 PV 菜单(功能)的参数值。再按一下 SET 键…..仪表依次显示菜单及

各参数值。此时,分别按▲▼◄键可以进行参数修改。按◄ 键并保持不放,再按▼键可

返回显示上一个参数。先按住◄键不放接着按 SET 键可退出设置参数状态。如果没有

按键操作,约 30 秒钟后仪表会自动退出设置参数状态。 

3. 参数设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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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参数含义 说明 设置值 

HIAL 上限报警 必须设置(根据实验经常改动) 设置在实验温度值 

LOAL 下限报警 必须设置(跟随 HIAL 改动) 设置在实验温度值 

dHAL 正偏差报警 取消报警 9999 

dLAL 负偏差报警 取消报警 9999 

dF 回差 可设 0∽0.3 设 0 

ctrl 控制方式 允许从面板启动(AT)自整定功能 设置 1 

M50 保持参数 可不人为设定,由 AT 设置 设 107 

P 速率参数 可不人为设定,由 AT 设置 设 364 

t 滞后时间 可不人为设定,由 AT 设置 设 113 

Ct1 输出周期 0.5∽2 设 10 

Sn 输入规格 K 设 0  Pt100设 21 设 21 

dIP 小数点位置 小数点位数(分辨率) 设 1(分辨率 0.1oC) 

dIL 输入下限显示值 无效 不设(默认值) 

dIH 输入上限显示值 无效 不设(默认值) 

CJC 热电偶冷端补偿  Pt100 无效 不设(默认值) 

SC 主输入平移修正 可修正仪表的显示误差 设 0 

OPI 输出方式 时间比例输出方式必须设 2 设 2 

OPL 输出下限 无效 设 0 

OPH 输出上限 无效 设 100 

CF 系统功能选择 调节输出正负作用 设 2 

bAud 兼报警定义 上限报警继电器输出 设 17 

Addr 地址 无效 设 0 

dL 输入滤波 0∽20 设 1 

run 运作状态 自动; 手动 设 2 

LOC 参数修改级别 808, 不准修改 (默认值 808) 

EPI 

EP8 

现场参数定义 不改动 不设(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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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以上参数设定表设定经常改动的参数。如假设仪表已根据参数设定表设定好。现

如果要做温度实验温度值为 50 oC。则只要进行以下参数改动: 

1) 按住 SET 键约 2 秒钟,进入参数设置状态。PV 显示 HIAL,按住▼或▲键使 SV 显

示为 50.0。 

2) 按一下 SET 键,PV 显示 LOAL, 按住▼或▲键使 SV 显示为 50.0。 

3) 按一下 SET 键…..重复按 SET 到 PV 显示 ctrl 时,按住▼或▲键使 SV 显示为 1。 

4) 先按住◄键不放接着按 SET 键退出设置参数状态,或不按住任何键等待约 30 秒钟

后自动退出设置参数状态,返回到仪表正常工作状态。此时按住▼或▲键使 SV 显

示为需要做实验的温度值(温度实验设定值) 。 

5) 按住◄键并保持约 2 秒钟,此时仪表 AT 指示灯亮,启动自整定工作状态,自动设置

M50、P、t 参数进行自动调节温度。 

三) 转速控制实验仪表操作 

1. 将主控箱的+5V 电源,接到转动源的光电转速传感器的+5V 输入; 

2. 将光电转速传感器的信号输出,接到主控箱上的控制输入; 

3. 将主控箱上的控制输出与转动电源相连接; 

4. 将调节仪的控制方式打在外,合上主控箱的电源开关,打开调节仪的电源开关; 

5. 参数设定 

按住 SET 键(功能键) 并保持 2 秒钟,进入参数设置状态,PV 显示菜单(功能),SV 显示相

应 PV 菜单(功能)的参数值。再按一下 SET 键…..仪表依次显示菜单及各参数值。此时,

分别按▲▼◄键可以进行参数修改。按◄ 键并保持不放,再按▼键可返回显示上一个

参数。先按住◄键不放接着按 SET 键可退出设置参数状态。如果没有按键操作,约 30

秒钟后仪表会自动退出设置参数状态。 

参数设定表 

菜单 参数含义 设置值 

HIAL 上限报警 9999 

LOAL 下限报警 -1999 

dHAL 正偏差报警 9999 

dLAL 负偏差报警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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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回差 设 0 

ctrl 控制方式 设 1 

M50 保持参数 设 5170 

P 速率参数 设 0 

t 滞后时间 设 30 

Ct1 输出周期 设 11 

Sn 输入规格 设 33 

dIP 小数点位置 设 0 

dIL 输入下限显示值 设 250 

dIH 输入上限显示值 设 2500 

CJC 热电偶冷端补偿 不设(默认值) 

SC 主输入平移修正 设 0 

OPI 输出方式 设 1 

OPL 输出下限 设 0 

OPH 输出上限 设 100 

CF 系统功能选择 设 0 

bAud 兼报警定义 设 17 

Addr 地址 不设(默认值) 

dL 输入滤波 设 1 

run 运作状态 设 2 

LOC 参数修改级别 (默认值 808) 

EPI 

EP8 

现场参数定义 不设(默认值) 

6.假如仪表已根据参数设定好。现如果要使转速控制实验稳定在 1500r/min。则只需对设定值

进行修改即可。即:按▼或▲键,将 SV 窗口的值改为 1500。经过一段时间的仪表调整,转速就稳定在设定

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