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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连接任意已知传感器

希    而    科    贸    易

万能接口：可接任意传感器

传感器智能化：传感器可通过软件编程及32点线性化

多点测量：手持10点，台式250点测量

通信方案多样：无线，蓝牙，以太，串口的等通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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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传感器 万能数据采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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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编程、并存储到                         内置芯片
数据采集器自动识别

                         万能数据采集器              

      1、万能接口：                          方便连接任意传感器

      2、传感器智能化：传感器接口可编程以及线性调整

      3、多点、多参数测量：手持10点、固定测量250点，并可扩展

      4、无线、串口、以太网等多种通信方案

      5、丰富的软件：数据处理分析、存储、过程控制

公司简介
德国Ahlborn（阿尔邦）公司专业生产高质量的测量设备、仪器以及万能数据采集器，广泛应用于科研实验室、工程质检部门
等多参数检测侧部门。 
Ahlborn 万能数据采集器，显示任何信号输入；具有专利技术的接头，所有传感器信号都可转化为为标准信号，软件可对传感
器接口进行编程，更可使用客户已有传感器；独有的数据分析软件，帮助您处理海量数据。

Ahlborn万能数据采集器可应用在环境保护、工业、农业、化工等领域

任意传感器 多参数、多点测量

根据传感器输出信号类型选择
相应的

固定后完成                           与传感器的
连接，此时可以使用Ahlborn采集器，采
集器可以自动识别

将传感器的接线端子接入                         
注意接头中用于储存信息的EPROM芯片。

                           输入类型涵盖了几乎所有
模拟信号类型，方便您与传感器的匹配。

任意传感器连接到接头，接头自动识别

并记忆传感器类型、量程等
传感器输出值范围

数 据 采 集 器 输 出 值 范 围

完成连接后，可通过软件对传感器进行编程，如：线形、采样周期
等参数。编程参数会自动存储到接头内置EPROM芯片中保存，免去
再次使用同样传感器时的校准。

传感器和接口完成硬件和
后。便可以通过手持或台式
作。同时也可通过采集器对
行再次编程。

任意传感器与                          的硬件连接

公司简介及万能数据采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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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通信方式 监控PC

丰富的软件实现数据分析、控制和记录

硬件和软件匹配
持或台式采集器工
采集器对传感器进

射频、蓝牙、串口、以太网等多种通信方案

软件在使您方便的对参数调整的同时，还具有数
据分类储存、过程监控、分析对比等多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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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能接头……………………………………………………………………………………………………P3
3、数据分析软件………………………………………………………………………………………………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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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能建筑……………………………………………………………………………………………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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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现场传感器总览…………………………………………………………………………………………P14

仍然通过                         完成多种通信方式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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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EMO接头

Ahlborn 独家专利技术，数据采集核心元件

万能信号输入 , 电压，电流，热电偶，电阻，

频率，速度，脉冲信号都可转化为标准信号。

EEPROM 芯片，可存储传感器参数，同时

对传感器编程的数据也存储在芯片中。

                        输入信号和与传感器连接方式一览

可测量的数据类型

                       中传感器连接线 ，2 根

电源线，最多四根信号线。即一个传

感器最多可同时测量 4 个参数。

ALMEMO 
K,N

ALMEMO  
L,J ,U,T

ALMEMO  
S,R,B,AuFe-Cr

ALMEMO  
 Pt100 Pt1000

ALMEMO  
Ni100/Ni1000

ALMEMO  
Ntc

ALMEMO  
 5V/50mA

ALMEMO 
ALMEMO

ALMEMO  

ALMEMO
K,NK

ALMEMO
L,J ,U,T

ALMEMO
S,R,B,AuFe-Cr

ALMEMO
Pt100 Pt1000

ALMEMO
Ni100/Ni1000

ALMEMO
Ntc

ALMEMO
5V/50mA

ALMEMO
ALMEMOAA

ALMEMO

ALMEMO
万能数据
采集系统

温度的测量

湿度的测量

流速的测量

力的测量

位移、速度、流量的测量

电参数的测量

室内空气质量及气象的测量

光照的测量

建筑参数的测量

水质分析

气体浓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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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lborn 数据分析软件

AMR WinControl 软件

REMOTE WinControl 软件

Ahlborn 数据分析软件
——AMR WinControl 和 REMOTE WinControl

传感器编程

AMR WinControl 软件 传感器编程 校正传感器参数

REMOTE WinControl

数据处理

数据显示 数据输出数据监控

REMOTE WinControl 软件的使用使得数据采集及

监控，距离将不再是问题，通过 AMR WinControl

软件可获得所有测量数据、监控数据状况。

过程控制

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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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于传感器使用类型的多样化，我们提供了万能接头

针对于测量任务的多样性，我们提供了多样化的数据采集仪

万能数据采集仪

MA28909 高端型数据采集仪，9 个
输入接口，可同时接入 9 个传感器，
具有数据输出功能。

MA2450, 简化版数据采集仪，1 个
输入接口，只能接入 1 个传感器，
具有数据输出功能。

CPU 主板，提供测量电路，提供数
据输出通道，无测量输入通道。

ES5690MMU，提供整体式插头，
可接 10 个传感器。

ES5690AP, 充电式电池单元。

MA56901CPU, 采用 CPU 主板，最高可接入 250 个传感器，
RS232、网线、总线、模拟信号输出等多种数据输出方式，
内置 2MBRAM，可扩展到 1GB。

MA2490，经济型数据采集仪，2 个
输入接口，可同时接入 2 个传感器。

ES5690MA10, 提供标准接头，可
接入 10 个传感器，提供 40 个测量
通道。

ES5690MTH，提供热电偶插头，
可接入 10 个热电偶传感器。

ES5690RTA5, 继电信号，脉冲信号，
模拟信号输出单元。

传感器接入数量小于 9，使用手持式万能数据采集仪，

传感器接入数量大于 9，使用台式万能数据采集仪，

传感器接入数量可达到 250。

台式测量仪可选件

MA2590, 通用型数据采集仪，可达
到 4 个输入接口，可同时接入 4 个
传感器。具有数据输出功能。

MA26908, 高端型数据采集仪，5
个输入接口，可同时接入 5 个传感
器，具有数据输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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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lbron数据输出单元

RS232 电缆转接，在利用 USB 数据接入
电脑，型号：ZA1909DK5 ,ZB1909USB

USB 线数据输出，直接与电脑连接
型号：ZA1919DKU

以太网数据输出，可通过 RJ45 接口直接与
电脑连接。型号：ZA1945DK

通过数据线连接多台万能数据采集仪，实
现多台同时测量，传感器接入数量可大量
增加。
型号：ZA1999NK5/NKL,ZA1909DK5

测量所得数据可通过接口存储到存储卡中，
存储量可达到 128MB，数据存储数量可达
到 800 万。
型号：ZA1904MMC

通过蓝牙方式传输数据，实现无线数据的
传输，方便客户测量数据的存储及分析。
型号： ZA1709BT1,ZA1709BT2
与电脑连接有 USB 接口和 RS232 接口可
供选择。

有线数据输出

无线数据输出

数据存储

USB
ZB 1909USB

RS232ALMEMO

ZA1909-DK5

USB

ALMEMO

ZA1919-DKU

PC

ALMEMO-

ZA1945-DK Cross-link-
A1

RJ45

RJ45

Measuring instrument

Hub

cable

Patch cable

mains adapter
23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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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开关柜焊接温度监控

多点测量系统

应用行业
多点焊接机、多点温度测量系统、设备温度监控

客户困扰
传感器信号输出为热电偶信号

数十甚至上百点温度的同时测量

温度的实时对比分析、海量存储

复合测量：热电阻和热电偶或其他模拟量的同时检测

案例客户名单
上海西门子开关有限公司

马瑞利汽车零部件（芜湖）有限公司

安捷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针对热电偶信号，

需要   

ZA9020FS( 图 1)

转化标准信号，校

正传感器参数。

4 点到 250 点甚至

更多的模拟信号接

口，方便您的多点

测量。

为保证设备柜体的焊接质量，99 点焊接同时测量，并且保证每一个焊接点的温度的一致。Ahlborn 多

点实时测量和配套的分析软件，使得 99 点温度同时在线分析显示，并记录每个批次的焊接记录。

可选型号
MA56901M, MA56902M

MA56901CPU, MA56902CPU

强大的分析软件，

模块化软件组合，

方便您的在线数据

处理。

万能接头、方便您

除了温度以外的其

他模拟量测量。

台式测量仪

集成式插头

集成式扩展主板

热电偶焊接工艺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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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车用地毯生产过程温度检测

移动数据采集系统

应用行业
汽车地毯生产过程检测，户外数据采集

客户困扰
传感器输出信号为热电偶信号

户外数据采集，需要方便携带，一 台多用

需要对多点，多部位参数测量

案例客户名单
上海松江埃驰汽车地毯声学元件有限公司

针对热电偶信号，需要    

                       ZA9020FS

( 图 1) 转化标准信号，同

时对参数校正。

可实现 9 个传感器同时测

量，方便多点测 量，同时

仪器小巧，方便 , 使用强

大的 AMR WinControl 软

件存储、分析测量数据。

为保证在生产过程中各个地毯加热点的温度一致，需要对地毯的各点和各个部位温度测量，手持式测

量仪移动方便，满足客户需求。

可选型号
MA26908,MA2590,MA28909

万能数据输入，可使用电

池供电。一台数据采集仪，

可使用多种传感器，测量

多种参数，无需携带多台，

方便使用。

手持式测量仪

MA28909

手持式测量仪

MA26908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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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综合测量系统

解决方案

车灯研制试验

应用行业
车灯研制试验，车厢内部管道及空调试验

客户困扰
传感器输入信号多样，电流信号，电压信号，电阻

信号，数字信号。

车灯研制，需要同时测量温度，湿度，露点温度。

车内管道及空调试验需要同时测量风速，湿度。

案例客户名单
上海大众汽车

马瑞利汽车零部件（芜湖）有限公司

戈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在车灯研制过程中，需要同时实时检测车灯内部温度，湿度以及露点温度，多参数同时测量保证了试

验的简化 Ahlborn 软件的使用保证了海量数据得以存储和分析。

可选型号
MA56901,MA26908,FVA915,FVA935,

FHA646,FHA646R,FHAD462

风速传感器

台式测量仪

湿度传感器

手持式测量仪

针对每一种输入信号，我

们都提供了

相应的 ZA9020FS( 图 1)，

转换为标准信号，校正传

感器参数。

一个传感器可同时测量 4

个参数，温度，湿度，露

点温度，混合比，简化您

的工作。

万能接头，任何传感器都

可通过接头接入到数据采

集仪，并可同时接入多种

传感器，同时测量。方便

您的工作，同时使用强大

的 AMR WinControl 软件

存储、分析测量数据。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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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校正系统

车用地毯生产过程温度检测

应用行业
传感器生产商产品质量检测，质检部参数校准

案例客户名单
凯宝电子有限公司

为保证在生产过程中各个地毯加热点的温度一致，需要对地毯的各点和各个部位温度测量，手持式测

量仪移动方便，满足客户需求。

可选型号
MA2450,MA2490,MA2590，

MA26908,MA28909

软件 SW5600WC2 手持式测量仪

MA26908

客户困扰
传感器的质检需要参数可控的基准，因此作为基

准的传感器需要具有可编程性。

多种参数影响传感器的性能，对其质量的检测需

要对某些参数进行编程。

传感器的质检要与基准传感器同时测量对比，需

要多通道采集器和强大的分析软件。

解决方案
                       ：可

输入任何信号，可

接入任何传感器，

可校正传感器参数，

并 将 参 数 储 存 到

EPROM 中作为基

准保存。

强大的软件功能 ：

可对产品参数进行

校准，同时固定一

个或多个参数对传

感器进行检测。并

将待测传感器于基

准传感器进行对比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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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气象参数测量系统

解决方案

移动气象站

应用行业
移动气象站

客户困扰
输入信号多样化，有电流，电压，脉冲信号的输入。

野外施工测量多种气象参数，同 时方便移动。

操作使用简单方便。

案例客户名单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太阳雨太阳能有限公司

多点多参数测量，保证了在野外施工时，可同时测量温度，大气相对湿度，降雨量，风速，风向，光

照等等气象参数。

可选型号
MA26908,FMA510

一体化气象站

针对每一种输入信号，我

们 都 提 供 了 相 应 的

                      ，转化为

标准信号，校正传感器参

数。

所有的气象参数都可由接

头输入到数据采集仪上，

且一台仪表可接入多种传

感器，无需复杂组装。

仪表采用电池供电，无需

外接电源，简化野外使用，

同 时 使 用 强 大 的 AMR 

WinControl 软件存储、分

析测量数据。

图 1

output
NPN-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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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参数测量

解决方案

高校建筑节能实验室

应用行业
高校建筑节能实验室

客户困扰
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为电压信号。

建筑实验室需要测量建筑物各种参数，传感器特殊。

案例客户名单
合肥学院建筑节能实验室

实验室需要测量建筑物热流量，砖块的湿度，木材的湿度，建筑物的露点温度，游离水含量等等特殊

参数测量。这些特殊参数，都可由 Ahlborn 万能数据采集仪测量和分析。

可选型号
MA26908,MA28909,FQ90,FHA696MF,

FHA636MF,FHA9461,FHA936WD

手持式测量仪 

石块湿度传感器

热流传感器

木材湿度传感器

针对电压信号，提供

ZA9000FS3(图1)转化为标准信号，

校正传感器参数。

万能接头的提供，使得任何传感器信

号都可通过接头输入到数据采集仪，

得出试验数据。同时手持式能万数据

采集仪携带移动方便，易于实验室使

用，同时使用强大的 AMR WinControl

软件存储、分析测量数据。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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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数据采集系统

解决方案

叉车试验数据无线采集

应用行业
移动物体参数测量和存储

客户困扰
被测物体移动性强，数据监控困难。

案例客户名单
林德叉车（中国）有限公司

由于叉车在试验中处于运动状态，数据的有线连接无法满足工作需要，蓝牙模块的提供，通过无线方式，

无线传输距离有 20 米和 100 米，可供客户选择。使得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方便易行，同时使用强大的

AMR WinControl 软件存储、分析测量数据。 

可选型号
蓝牙模块：ZA1709BT2DKU,ZA1709BTIDKU

无线电模块：ZB1709FM5

GSM 移动无线电模块：ZA1709GSM

蓝牙数据传输保证了测量数据无需通过有线连接，使数据监测分析部分和测量部分分开，方便您的

工作。

蓝牙模块

无线电模块

GSM 移动无线电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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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lborn 现场传感器

Ahlborn 产品系列中除了具有功能齐全的万能数据采集仪和万能接头，同时针对客户使用设计了多样的

现场传感器，配套数据采集仪，满足客户使用要求。

温度测量

压力测量

建筑物参数测量

气体浓度测量

湿度测量

电参数测量

光辐射参数测量

红外温度测量

风速测量

气象参数测量

水质分析测量

位移，速度，流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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