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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专业术语

MPS拉绳位移传感器

MPS-XXS防水型拉绳位移传感器

MPS-XS防水型拉绳位移传感器

MPS-XL超长型拉绳位移传感器

MT拉绳位移传感器MT拉绳位移传感器

MLT军工级拉绳位移传感器

WS拉绳位移传感器

HS吊车专用拉绳位移传感器

WEP拉绳位移传感器

HPS拉绳位移传感器

KNER盾构机专用拉绳位移传感器

WPS经济型拉绳位移传感器WPS经济型拉绳位移传感器



深圳市米兰特科技有限公司0755-88217926





MPS拉绳位移传感器，量程100mm-30000mm，有S型（小型，100-2500mm）、M型（中型，

500-7500mm）、L型（大型，7000-15000mm）、XXS型（微型，100-600mm）、XS型（微

型，100-1000mm）、XL型（超大型，15000-30000mm）。传感器输出信号有：电阻输出

（5K或者10K）、电压输出（0-5V、0-10V，三线制或者四线制）、电流输出（4-20mA，

二线制、三线制或者四线制；0-20mA，二线制、三线制或者四线制）、脉冲输出（AB相

或者ABZ相脉冲方波、差分信号输出）、RS485数字信号输出或者绝对值编码输出。传感

器尺寸小、稳定性好、安装使用方便，在自动化行业应用广泛。器尺寸小、稳定性好、安装使用方便，在自动化行业应用广泛。

MPS拉绳位移传感器

新款MPS拉绳位移传感器

内螺纹拉绳头（可选）

外螺纹拉绳头（默认配置）

特性：使用寿命长，运行次数高达500万次； 

      精度高，线性精度±0.15%，重复性精度±0.02%，脉冲输出分辨率最高可达

      0.018mm；

      型号多样，多种信号输出可选，方便系统采集或者远距离传输；

      防护等级高，可特殊定制防水型，露天使用。

说明：外壳      阳极氧化铝

      装配      扣压式固定支架，部分型号螺丝固定

      测量元件  电位器、编码器

发货时包含配件包（固定支架2个和固定螺丝4颗）





S型安装尺寸图

传感器配件



传感器配件

M型安装尺寸图

L型安装尺寸图



传感器配件

S型新款安装尺寸图



传感器配件

M型新款安装尺寸图

L型新款安装尺寸图



主要适用于：仓储位置定位、水库大坝保护、闸门开度控制、压力机械、造纸机械、纺

织机械、金属板材机械、包装机械、印刷机械、水平控制仪、建筑机械、工业机器人、

射出机、木工机械、电梯、空气压缩机、油压机、高度机、X-Y轴及其它长度位移、液位

测量等自动化测量场合。

可选项

020：0-20mA电流输出（仅限A2,A3）；

F：防水型（XS与XXS型不选）；

FX：拉绳出线方向反向

传感器系列标志

机座型号

S：小型；M：中型；L：大型；

XS：微型；XXS：微型；XL：超大型

传感器量程

S：100-2500mm；M：500-7500mm；L：7000-15000mm

XS：100-1000mm：XXS：100-600mm；XL：15000-30000mm

任意量程可选

R：电阻输出（默认5K，可选10K）；

V1：0-5V电压输出；

V2：0-10V电压输出；

A2：4-20mA电流输出，二线制；

A3：4-20mA电流输出，三线制；

A4：4-20mA电流输出，四线制；

RS485：RS485数字信号输出；RS485：RS485数字信号输出；

P：脉冲输出

信号输出类型

MPS-S-1000-R-F

说明：拉绳位移传感器电阻输出型常用5V、10V供电，输出0-5V、0-10V电压信号；电压

输出型与电流输出型常用15-24V供电，12V供电需要特殊说明；RS485输出型常用6-12V

供电，24V供电需要特殊说明；脉冲输出型常用5-30V供电，差分信号输出需要5V供电。

传感器屏蔽线标配1米，默认外螺纹拉绳头，可选内螺纹拉绳头。



传感器类型 接线颜色 接线方式 传感器类型 接线颜色 接线方式

1、选择拉绳位移传感器量程需留有余量，严禁超量程使用，一般在实际行程的基础上选

大一规格的量程即可。

2、利用传感器安装支架或者固定螺丝孔,依现场及机器安装空间设施需要,直接安装或另

加保护装置。

3、拉绳传感器安装使用时，须注意拉绳与出绳口保持平行状态（容许最大偏差±3°），

以确保传感器测量精度与使用寿命。

4、MPS系列拉绳位移传感器拉绳为不锈钢加涂防腐塑层，请注意加以防护，避免外力磨4、MPS系列拉绳位移传感器拉绳为不锈钢加涂防腐塑层，请注意加以防护，避免外力磨

损、划伤、粉尘或者碎屑侵入传感器，导致传感器运转不顺畅。

5、拉绳位移传感器未安装固定前，请勿将拉绳拉出并瞬间自行弹回，此举将造成拉绳断

裂，严重时可损坏电位器（或者编码器）。

6、XXS型、S型与M型拉绳位移传感器往复运动的瞬间速度应低于1m/ s；L型与XL型应低于

0.5m/s。

7、拉绳位移传感器拉绳运行方向应与出绳口方向保持水平，如果运行方向发生改变，应

加装滑轮装置。加装滑轮装置。

8、MPS系列拉绳位移传感器的防护等级相对较低，露天使用应优先选用我司的防水型拉

绳位移传感器。

电阻输出型（5K/10K）

棕色（Brown）

蓝色（Blue）

黑色（Black）

屏蔽线

DC 5V/10V

0V

输出

接地（Ground）

棕色（Brown）

黑色（Black）

屏蔽线

DC 15-24V

输出

接地（Ground）

红色（Red）

黑色（Black）

绿色（Green）

白色（White）

屏蔽线

DC 6-12V

0V

A相

B相

接地（Ground）

红色（Red）

黑色（Black）

绿色（Green）

白色（White）

黄色（Yellow）

屏蔽线

DC 5-30V

0V

A相

B相

Z相

接地（Ground）

棕色（Brown）

蓝色（Blue)

黑色（Black）

屏蔽线

DC 15-24V

0V

输出

接地（Ground）

红色（Red） DC 15-24V

绿色（Green） 0V

黑色（Black） 信号正

白色（White） 信号负

屏蔽线 接地（Ground）

红色（Red） DC 5V

白色（White） 0V

蓝色（Blue)

灰色（Gray）

绿色（Green）

棕色（Brown）

黄色（Yellow）

黑色（Black）

屏蔽线

A相

A-相

B相

B-相

Z相

Z-相

接地（Ground）

电流输出型（二线制）

RS485数字信号输出型

ABZ脉冲输出型

电压输出型/电流输出型

（三线制）

电压输出型/电流输出型

（四线制）

差分信号输出型



XXS型微型拉绳位移传感器，量程100mm-600mm，电阻输出型，可外置变送模块，输出

0-5V、0-10V、4-20mA模拟信号或者RS485数字信号。传感器防护等级IP67，可露天使

用或者潮湿环境长期使用。

特性：使用寿命长，运行次数高达500万次

      精度高，线性精度0.15%，重复性精度0.02%

      型号多样，多种信号输出可选，方便系统采集或者远距离传输

      防护等级高，可露天使用或者潮湿环境长期使用      防护等级高，可露天使用或者潮湿环境长期使用

说明：外壳      阳极氧化铝

      装配      螺丝固定

      测量元件  电位器



传感器类型 接线颜色 接线方式 传感器类型 接线颜色 接线方式

电阻输出型

（5K/10K）

电压输出型/电

流输出型（三

线制）

电流输出型（二

线制）

电压输出型/电流

输出型（四线制）

棕色（Brown）

蓝色（Blue）

黑色（Black）

屏蔽线

DC 5V/10V 

0V

输出

接地（Ground）

棕色（Brown）

蓝色（Blue）

黑色（Black）

屏蔽线

DC 15-24V

0V

输出

接地（Ground）

棕色（Brown） DC 15-24V

黑色（Black） 输出

屏蔽线 接地（Ground）

红色（Red） DC 15-24V

绿色（Green） 0V

黑色（Black)

白色（White）

输出正

输出负

屏蔽线 接地（Ground）





100-1000mm

XS型微型拉绳位移传感器有：电阻输出型、电压输出型与二线制电流输出型，也可以

外接三线制电流模块或者RS485信号模块。



说明：拉绳位移传感器电阻输出型常用5V、10V供电，输出0-5V、0-10V电压信号；电压

输出型与电流输出型常用15-24V供电，12V供电需要特殊说明；RS485输出型常用6-12V

供电，24V供电需要特殊说明。三线制电流输出与RS485信号输出需要外置变送模块。传

感器屏蔽线标配1米，默认内螺纹拉绳头，可选外螺纹拉绳头。

电阻输出型

（5K/10K）

电流输出型

（二线制）

电压输出型/

电流输出型/

（四线制）

棕色（Brown）

蓝色（Blue）

黑色（Black）

屏蔽线

DC 5V/10V

0V

输出

接地（Ground）

棕色（Brown）

蓝色（Blue）

黑色（Black）

屏蔽线

DC 15-24V

0V

输出

接地（Ground）

棕色（Brown） DC 15-24V

黑色（Black） 输出

屏蔽线 接地（Ground）

红色（Red） DC 15-24V

绿色（Green） 0V

黑色（Black） 输出正

白色（White） 输出负

屏蔽线 接地（Ground）

电压输出型/

电流输出型

（三线制）

传感器类型 传感器类型接线颜色 接线颜色接线方式 接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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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00mm 100-1500mm 200-3000mm量程

MT40 MT60 MT80型号
线性精度
重复性精度
分辨率

最大允许工作电压

输出信号

传感器类型
最大工作速度
使用温度范围
使用寿命
牵引力
拉绳直径
防护等级
最大质量
安装尺寸

±0.15%FS（模拟量信号或者RS485数字信号）；±0.05%FS（脉冲输出）

±0.02%FS
inifinite无断解析（模拟量信号）；32bit（RS485数字信号）

24V DC
电阻输出；电压输出（0-5V；0-10V）；电流输出（4-20mA；0-20mA）；

RS485数字信号输出；增量脉冲输出；绝对值编码输出
绕线混合电位器（编码器）

1m/s
-40℃至+80℃
500万次
250±25g

0.8mm
IP65

≈300g ≈500g
请参考下方安装尺寸图

≈900g



说明：MT40拉绳位移传感器安装尺寸图为模拟量信号输出型，脉冲信号输出种类较多，

电子仓部分高度略有不同，详情请联系我们咨询。



可选项

F：防水型

MT40-1000-R-F

说明：MT拉绳位移传感器电

阻输出型常用5V、10V供电，

输出0-5V、0-10V电压信号；

电压输出型与电流输出型常

用15-24V供电，12V供电需要

特殊说明；RS485输出型常用

6-12V供电，24V供电需要特6-12V供电，24V供电需要特

殊说明；脉冲输出型常用5-

30V供电，差分信号输出需要

5V供电。传感器屏蔽线标配

1米，默认内螺纹拉绳头，可

选外螺纹拉绳头。

传感器系列标志

MT40；MT60；MT80

传感器量程

信号输出类型

R：电阻输出（默认5K，可选10K）；

V1：0-5V电压输出；

V2：0-10V电压输出；

A2：4-20mA二线制电流输出；

A3：4-20mA三线制电流输出；

RS485：RS485信号输出；

P：脉冲输出P：脉冲输出

MT40：100-1200MM；MT60：100-1500mm；

MT80：200-4000mm

任意量程可选



主要适用于：仓储位置定位、水库大坝保护、闸门开度控制、压力机械、造纸机械、纺

织机械、金属板材机械、包装机械、印刷机械、水平控制仪、建筑机械、工业机器人、

射出机、木工机械、电梯、空气压缩机、油压机、高度机、X-Y轴及其它长度位移、液

位测量等自动化测量场合。

1、选择拉绳位移传感器量程需留有余量，严禁超量程使用，一般在实际行程的基础上

选大一规格的量程即可。

2、利用传感器安装支架或者固定螺丝孔，依现场及机器安装空间设施需要，直接安装

或另加保护装置。

3、拉绳传感器安装使用时，须注意拉绳与出绳口保持平行状态（容许最大偏差±3°），

以确保传感器测量精度与使用寿命。

4、MT系列拉绳位移传感器拉绳为不锈钢加涂防腐塑层，请注意加以防护，避免外力磨4、MT系列拉绳位移传感器拉绳为不锈钢加涂防腐塑层，请注意加以防护，避免外力磨

损、划伤、粉尘或者碎屑侵入传感器，导致传感器运转不顺畅。

5、拉绳位移传感器未安装固定前，请勿将拉绳拉出并瞬间自行弹回，此举将造成拉绳

断裂，严重时可损坏电位器（或者编码器）。

6、拉绳位移传感器往复运动的瞬间速度应低于1m/s。

7、拉绳位移传感器拉绳运行方向应与出绳口方向保持水平，如果运行方向发生改变，

应加装滑轮装置。

8、MT系列经济型拉绳位移传感器的防护等级相对较低，露天使用应增加防尘防水处理8、MT系列经济型拉绳位移传感器的防护等级相对较低，露天使用应增加防尘防水处理

（请联系我们说明），或者优先选用我司的防水型拉绳位移传感器。





说明：MT拉绳位移传感器电阻输出型常用

5V、10V供电，输出0-5V、0-10V电压信号；

电压输出型与电流输出型常用15-24V供电，

12V供电需要特殊说明。传感器屏蔽线标配

1米，默认外螺纹拉绳头，可选内螺纹拉绳

头。

传感器系列标志

传感器量程

J：军工级

传感器量程：500mm、550mm、600mm、650mm

700mm、750mm、800mm、850mm、900mm、

950mm、1000mm、1100mm、1150mm、1250mm

传感器信号输出类型

R：电阻输出（默认5K，可选10K）；

V1：0-5V电压输出；V2：0-10V电压输出；

A2：4-20mA二线制电压输出；

A3：4-20mA三线制电流输出



MLT拉绳位移传感器专用于机床设备，也可以扩展应用于：仓储位置定位、闸门开度控

制、压力机械、造纸机械、纺织机械、包装机械、印刷机械、建筑机械、木工机械、油

压机等机械设备位移测量和位置定位。

1、选择拉绳位移传感器量程需留有余量，严禁超量程使用，一般在实际行程的基础上选

大一规格的量程即可。

2、利用传感器安装支架或者固定螺丝孔,依现场及机器安装空间设施需要,直接安装或另

加保护装置。

3、拉绳传感器安装使用时，须注意拉绳与出绳口保持平行状态（容许最大偏差±3°），

以确保传感器测量精度与使用寿命。

4、传感器拉绳安装使用请注意加以防护，避免外力磨损、划伤、粉尘或者碎屑侵入传感4、传感器拉绳安装使用请注意加以防护，避免外力磨损、划伤、粉尘或者碎屑侵入传感

器，导致传感器运转不顺畅。

5、拉绳位移传感器未安装固定前，请勿将拉绳拉出并瞬间自行弹回，此举将造成拉绳断

裂，严重时可损坏电位器。

6、拉绳位移传感器往复运动的瞬间速度应低于1m/ s。

7、传感器拉绳运行方向应与出绳口方向保持水平，如果运行方向发生改变，应加装滑轮

装置。传感器露天使用或者潮湿环境安装使用请预先做防水处理，请联系我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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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拉绳位移传感器是BEBIK德国进口传感器，传感器输出信号有：电阻输出、电压输出

（0-5V；0-10V）、电流输出（4-20mA，二线制或者三线制）。传感器采用1.5mm

（2000mm-8000mm量程）与1.2mm（8000mm-10000mm量程）加粗钢丝绳，适用于吊车、水

泥设备、垃圾车处理设备等特种机械设备安装使用。



WEP拉绳位移传感器是BEBIK德国进口高精度拉绳位移传感器，传感器输出信号有：电阻

输出、电压输出（0-5V；0-10V）、电流输出（4-20mA，二线制或者三线制）。

WEP50拉绳位移传感器



WEP70拉绳位移传感器

WEP90拉绳位移传感器





KNER拉绳位移传感器是日本青柳授权，我公司代加工的一款高精度位移传感器，专用于

盾构机位移测量。传感器量程2300mm（可特殊定制其他量程），信号输出类型有：电阻

输出、电压输出（0-5V；0-10V）、电流输出（4-20mA，二线制或者三线制）、脉冲输出

（AB相或ABZ相增量方波）或者RS485数字信号可选。传感器特殊结构设计，稳定性好，

安装使用简便。



浩维尔WPS经济型拉绳位移传感器，量程100mm-7000mm，有S型（小型，100-2500mm）、

M型（中型，500-7500mm）。传感器输出信号有：电阻输出（5K或者10K）、电压输出

（0-5V、0-10V，三线制或者四线制）、电流输出（4-20mA，二线制、三线制或者四线

制；0-20mA，二线制、三线制或者四线制）、脉冲输出（AB相或者ABZ相脉冲方波、差

分信号输出）。传感器尺寸小、稳定性好、安装使用方便。

说明：外壳      阳极氧化铝

      装配      扣压式固定支架

      测量元件  电位器

发货时包含配件包（固定支架2个和固定螺丝4颗）







主要适用于：仓储位置定位、水库大坝保护、闸门开度控制、压力机械、造纸机械、纺

织机械、金属板材机械、包装机械、印刷机械、水平控制仪、建筑机械、工业机器人、

射出机、木工机械、电梯、空气压缩机、油压机、高度机、X-Y轴及其它长度位移、液位

测量等自动化测量场合。

可选项

020：0-20mA电流输出（仅限A2,A3）；

F：防水型（XS与XXS型不选）；

FX：拉绳出线方向反向

传感器系列标志

机座型号

S：小型；M：中型

传感器量程

S：100-2500mm；M：500-7500mm 任意量程可选

R：电阻输出（默认5K，可选10K）；

V1：0-5V电压输出；

V2：0-10V电压输出；

A2：4-20mA电流输出，二线制；

A3：4-20mA电流输出，三线制；

A4：4-20mA电流输出，四线制；

P：脉冲输出P：脉冲输出

信号输出类型

WPS-S-1000-R-F

说明：拉绳位移传感器电阻输出型常用5V、10V供电，输出0-5V、0-10V电压信号；电压

输出型与电流输出型常用15-24V供电，12V供电需要特殊说明；RS485输出型常用6-12V

供电，24V供电需要特殊说明；脉冲输出型常用5-30V供电，差分信号输出需要5V供电。

传感器屏蔽线标配1米，默认外螺纹拉绳头，可选内螺纹拉绳头。



black
green

white
yellow

1、选择拉绳位移传感器量程需留有余量，严禁超量程使用，一般在实际行程的基础上选

大一规格的量程即可。

2、利用传感器安装支架或者固定螺丝孔,依现场及机器安装空间设施需要,直接安装或另

加保护装置。

3、拉绳传感器安装使用时，须注意拉绳与出绳口保持平行状态（容许最大偏差±3°），

以确保传感器测量精度与使用寿命。

4、WPS系列拉绳位移传感器拉绳为不锈钢加涂防腐塑层，请注意加以防护，避免外力磨4、WPS系列拉绳位移传感器拉绳为不锈钢加涂防腐塑层，请注意加以防护，避免外力磨

损、划伤、粉尘或者碎屑侵入传感器，导致传感器运转不顺畅。

5、拉绳位移传感器未安装固定前，请勿将拉绳拉出并瞬间自行弹回，此举将造成拉绳断

裂，严重时可损坏电位器（或者编码器）。

6、传感器拉绳往复运动的瞬间速度应低于1m/s。

7、拉绳位移传感器拉绳运行方向应与出绳口方向保持水平，如果运行方向发生改变，应

加装滑轮装置。

8、WPS系列拉绳位移传感器的防护等级相对较低，露天使用应优先选用我司的防水型拉8、WPS系列拉绳位移传感器的防护等级相对较低，露天使用应优先选用我司的防水型拉

绳位移传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