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OTALIGN® Ultra iS
智能 化对中 系统



我们关心您的资产

作为激光对中系统的发明者，PRÜFTECHNIK 在激光对中系
统的开发、生产和应用方面拥有几十年的经验。 
所有行业的旋转设备都能应用我们的测量系统。

目前应用的所有行业



40 年的经验让您的机器得到更好的运行

我们的精度保障您的效益

智能化对中系统

我们关心您的资产

激光对中仪的优势提高机器的利用率和使用效率

精确对中的必要性
旋转设备易于受到不对中的影响。 设备必须在调试阶段精
确对中，并定期保养维护。 这样可以延长平均无故障时间 
(MTBF)  
有效的降低设备的维修费用。
精确的激光对中在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设备振动的同时，  
还能提高设备使用率，有效保护资产。

精确对中保证
 � 降低能量消耗
 � 减少轴承、密封件、周和联轴器的损坏
 � 降低轴承和联轴器的温度
 � 降低振动
 � 轴不会断裂或破裂
 � 保护基础螺栓

普卢福的单激光轴对中系统能高精度易操作的采集上百个数
据，使得在任何工况下的测量都得以实现。

 � 易操作和直观的
 � 准确、精确
 � 在任何需要的位置无限制的测量
 � 明确的结果表检验测量的重复性
 � 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  
同时实时监测设备的调整
 � 文档和专业报告



应对所有需求的理想解决方案

ROTALIGN® Ultra iS –

1. 输入尺寸

2. 旋转轴

3. 显示对中结果

通过简单的三步智能扫描模式  

实现您的测量

实时监测

实时监测功能记录热膨胀
量，监测设备在启动运行和
停车两个阶段的位置变化，
同时检测设备的振动。

振动检查

对中后的振动检查保证设备无限制
的运行。 ROTALIGN® Ultra iS 无需
额外的配件



智能化对中系统

应对所有需求的理想解决方案

ROTALIGN® Ultra iS –

机组对中和多种类型的联轴器对中

多达6个联轴器可以同时测量和对中。 

孔对中

内燃机、往复式压缩机和泵的维修和调整
的理想系统。
这个系统专门开发用于燃气轮机和蒸汽轮
机精确对中机器内部元件如轴承套圈、隔
板、内壳和外壳等的精确对中。

无线射频识别机器认证

无线射频识别阅读器和独特标记识
别设备； 基本的数据在对中完成后
可以读出并写回 数据可以通过具备
NFC功能的智能手机访问。

ROTALIGN® Ultra iS – iS 代表‘智能系统’ –  
是一个有着广泛应用的模块化平台
ROTALIGN® Ultra iS 集成了 ROTALIGN® Ultra 与 
sensALIGN® 智能传感器和激光。

在线跟踪调整

实时监测设备水平方向和垂
直方向的调整值。 传感器在
任何位置都可以开始在线跟
踪调整

几何尺寸测量

精确测量直线度、平面度、水平度、平行度和
垂直度。



实时测量数据的品质

ROTALIGN® Ultra iS – 智能 化对 中系统

随着轴的旋转，屏幕上显示明确的测量数据品质----绿色或

者蓝色指优质的测量数据。

通过测量中记录的大量数据计算测量质量。 用户可以得

到测量质量的详细信息

100% 精确度 – 0% 误差



sensALIGN® 您手边的智能

手边智能的

实时测量数据的品质

ROTALIGN® Ultra iS – 智能 化对 中系统

内置振动测量

激光调整LED灯

锂电池

蓝牙通讯

MEMS HD 倾角仪

HD PSD传感器  
(超大型高精度位置灵敏探测器)

7轴传感器

"intelliSWEEP®: 首款最新的智能

HD测量模式，能够真正做到采集

并处理上百个测试点。" 

intelliSWEEP® 智能扫描模式 实时测量质量

得出用户的测量质量，并提示如何提高测量数据质量。

 � 测量质量
 � 旋转角度
 � 椭圆的标准偏差
 � 环境振动
 � 旋转均匀度
 � 角度转动惯量
 � 旋转方向
 � 旋转速度
 � 数据优化输出

智能HD测量模式 intelliSWEEP® 智能扫描模式通过自动检测
和排除如联轴器窜动、旋转角度和振动等带来的影响，自动帮
助用户完成测量。 
轴旋转，大量的测量数据自动连续记录。随着轴的转动，成千
上万个测点被自动连续采集。 因此精确度远远高于三点测
量法。



自动补偿误差

sensALIGN® 对中系统

优势一览
 �  intelliSWEEP® 智能扫描模式实时测量质量 
高精确度、准确度和重复性 

 � 配置高清晰度PSD和XXL传感器7轴测量系统  
轻松处理任意偏差 

 � 内置振动测量  
检测运行设备对中调整前后的振动，无需额外的配件

 � 环境振动监测 
振动状况下  
精准的轴对中

 � 内置于微机电系统的高精度电子倾角仪 
自动排除联轴器窜动误差

 � 通过激光束完成于传感器的通讯 
sensALIGN® 激光信息一应俱全

 � 配置 class 1 蓝牙® 
无需任何额外附加配件的无线通讯

 � 最新可充电锂电池技术和智能化的电源管理 
运行时间长，无记忆效应

4个调节LED指示灯，使得任意距离的

初始激光调整变得十分简单。 四个绿

色的LED指示灯帮助激光打到传感器

中心位置

sensALIGN® 激光 sensALIGN® 传感器

调整光束垂直位置的拇指轮

调整激光束水平位置的
拇指轮

激光束运动指示灯

打开/关闭按钮

AC适配器/充电器插座

4个调节LED的指示灯

蓝牙®

滑动的防尘盖

电池状态指示灯

2个锁紧杆



千万不要错过最精彩的部分

ROTALIGN® Ultra iS – 令人印象深刻的功能

智能对中系统

自动补偿误差

sensALIGN® 对中系统

配置XXL HD PSD的7轴测量系统 

 � 在对中前后监测设备的振动情况
 � 环境振动监测
 � 在“实时监测”测量过程中记录下振动值

内置振动监测

装在两轴的传感器有测量范围无线扩

展功能，适用于任何程度的不对中或

大的测量距离

配置HD PSD的7轴传感器的测量系统为任何不对中状况提供
可重复的精度。

随时得到测量信息

数据/通讯传输

电源管理电子倾角仪配置 MEMS

通过激光束完成传感器的通信: 
智能激光数据流，例如：角度和电池状态
class 1 蓝牙 Bluetooth® 无线通信而无需额外的配件

激光发射器和传感器配置 MEMS 的精确内置电子倾角仪，自
动排出联轴器窜动的误差

 � 激光发射器和传感器的智能电源管理 
 � 最新可充锂电池技术 
 � 运行时间长，无记忆效应 
 � 激光和传感器之间的锂电池是可以通用的
 � 激光发射器和传感器可以通过电脑充电



提高机器对中状况的工具

ROTALIGN® Ultra iS 分析工具

运用诊断工具，软脚分析更加简单

软脚向导

用于精确的测量热膨胀量

热膨胀量计算

准确确定测量的质量和重复性

结果表、标准误差

可自定义容差改变对中的评估标准

自定义容差

允许编辑原始测量数据和分析对中状况

编辑椭圆

模拟垫片调整量和水平位移调整量

模拟调整

检测和排除联轴器窜动的误差

... 或者保存一个经常在操作中运用的机组从包含多种类型设备的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程序 ...

模板 (范例)

联轴器窜动



最便捷的记录您的工作

PC 软件 ALIGNMENT CENTER 

智能对中系统

提高机器对中状况的工具

ROTALIGN® Ultra iS 分析工具

定制专业报告 (举例子).

ALIGNMENT CENTER
该PC软件平台适用于PRÜFTECHNIK所有的对中仪器和应用程
序。 是准备、分析、整理和归档测量文件的完美解决方案。 
保存所有的对中和测量标准，包括热膨胀补偿量，对中预设值
和容差，以备不时之需。 这些保存的文件可以在电脑和仪器
之间相互传输。 这款软件也可用于专业的报告

无线层次的树桩结构表中处理文件

图形显示测量结果

创立
创建适用于测量工作的自定义模板

设置文件信息，包括文件名和用户名、公司、工厂、区域和机组

提前在PC上准备文件，通过双向通信转移到仪器

分析和报告
以2D或者3D的图形显示测量结果

结果表评估测量结果

可自定义公司信息  
和标志的测量报告

手动输入数值模拟测量结果

通过自定义固定底脚优化对中

自定义容差

转换成千分表读数

存档
创建测量文件的备份

恢复保存在备份中的文件

无限层次的树状结构表中处理文件

任何类型的文档可以存储在树状结构表中

综合数据库搜索

导入和导出数据库的能力

测量文件和其他任何类型文件的处理 



快速简洁的完美对中

安装
通过紧凑型链型支架或磁性支架将传感器和激光发射器固

定在轴上。

机器的识别
一键操作RFID阅读器识别将要进行对中的机器 

测量
采集数百个点，并将数据传输到电脑

振动检测
振动值降低以确认对中状况良好

保存 
机器更新的数据和对中状况记录在RFID标签上

测量和对中

检验 

对中前准备工作



智能对中系统

快速简洁的完美对中

垂直和水平对中调整
在垂直和水平方向同时实时监控机器调整。

多种不同规格的 PERMABLOC® 垫片简化垂直方向的调整。

调整激光束
通过4个用于调节激光束的LED指示灯，使其操作就如孩童

玩耍般简单。

输入数据
快速输入必要的传感器和机器递交的尺寸。

测量和对中

完成 – 机器能再次流畅运转



三种配置: 标准 – 高级– 专家

ROTALIGN® Ultra iS 是一个基于三个层次的系统 基本精简
版拥有包括模拟调整和自定义容差等强大功能。 这个版本很
容易升级到包含智能功能和强大分析工具的高级版本。

标准
5.7英寸全彩、阳光下可读的TFT显示屏和背光字母数字键盘

连接PC和打印机的USB接口

可充电锂电池

工具包内预先安装好刚性的通用型支架和支撑杆

独家专利的单激光技术UniBeam，快速调整激光

内置电子倾角仪

对中水平、垂直和法兰安装的机器

可对中联轴器耦合或者未耦合的轴  
旋转轴或是不旋转轴的机器
对中万向轴和带中间轴的联轴器  
(万向轴需要一个特殊的支架)

机组对中多达6个机器

软脚测试、诊断和调整

用户自定义容差

TolChek® – 容差检查通过笑脸模式 

多种测量模式: 智能扫描模式、定点测量模式、多点测量模式和千
分表测量模式
InfiniRange® 测量范围扩展功能可扩大传感器测量范围，完全不
需要粗对中
同时监测设备水平和垂直方向的调整量 –  
实时调整

模拟调整

选择固定脚解决基础和螺栓孔限制问题

可选择指定机器图形

在机器中保存上千个测量文件

可将测量报告直接在U盘上打印为PDF文件

数据保护 - 自动保存和恢复测量数据

防护等级IP65

可在客户端通过PC进行演示和培训

几何尺寸测量模块如：  
直线度、平面度和孔对中测量

RFID 机器识别

高级
智能功能

振动验收无需额外的配件

同时监测水平和垂直方向的
调整量

软脚向导

多达14个机组  
的机组对中

经过测量模式

标准偏差

可编辑的椭圆

热膨胀量计算器

自由选择底脚

文件/机器模板

容差表

结果表

专家
通过磁性支架或永久性支架进
行“实时监测”

多种类型联轴器的测量

选配功能: 为不同应用程序锁配备的
垫片和附加支架



sensALIGN® 激光发射器
类型 InGaAlP半导体激光

光束发散度 0.3 mrad

防护等级 IP 65 (防水防尘), 防震

相对湿度 10% 到 90%

激光功率 < 1mW

波长 (典型) 635 nm (红色，高度可见)

安全等级 
和防范措施

2级, IEC 60825-1:2007 
不要直视激光束

工作温度 -10°C to 50°C

倾角仪精度 0.1°

测角仪误差 ± 0.25%满量程

二极管指示灯 2个 LED灯用于电池状态和激光传输

工作时间 持续使用70小时

电源 锂聚合物可充电电池  
3.7 V / 1.6 Ah / 6 Wh.

大小尺寸 大约为 103 x 84 x 60 mm

重量 大约为 330 g

ROTALIGN® Ultra iS 技术参数
CPU Intel XScale 处理器、520 MHz

内存 64 MB 内存, 64 MB 闪存, 
1024 MB 的闪存记忆

显示 类型: 背光  
TFT 彩色图形显示

分辨率: 全VGA, 640 x 480 pixels;  
屏幕尺寸: 145 毫米/ 5.7 英寸的对角线

输入键盘: 交叉的导航光标，清晰的菜单键盘； 输入尺寸、测量和
得出结果三个按键

LED指示灯 4个LEDs灯用于显示激光状态和对中状况

2个LEDs灯用于无线传输和电源状态

电源供应 工作时间: 25小时 (使用可充电锂电池) 12 小时 (使用一次性电池) 
系统设定(25%用于测量，25%用于计算结果和50%的“睡眠”模式)

可充电锂电池: 7.2 V / 6.0 Ah

一次性电池: 6 x 1.5 V IEC LR14 (“C“) [选配]

外部接口  2个USB输出接口，可连接打印机、键盘，或PC

1个USB输入接口，可连接打印机、键盘或PC

RS232 (串口) 接收机

数据插座接收机

以太网

蓝牙无线通信 Class 1,  
传输功率 100mW

AC 适配器/充电器插座

防护等级 IP 65 (防尘防水), 防震

相对湿度10% 到90%

工作温度 范围: 0°C 到 45°C [32°F 到113°F]

储存温度: -20°C到60°C [-4°F到140°F]

大小尺寸 约为. 243 x 172 x 61 mm [9 9/16” x 6 3/4” x 2 3/8”]

重量 1 kg (不带电池)

CE 标准 符合EC标准(2004/108 EEC)

ROTALIGN® Ultra iS 手提箱

具体配置取决于实际订

购要求

sensALIGN® 传感器
CPU 和内存 ARM Cortex™ M3 和 2GB 闪存

防护等级 IP 65 (防尘防水), 防震

相对湿度 10% 到90%

环境光线保护 光学和主动电子数字补偿

工作温度 -10°C 到50°C

测量范围 无线范围，动态可扩展 (U.S. Pat. 6,040,903)

测量精度 1 µm

误差测量 < 1.0%

振动测量 mm/s, RMS, 10 Hz to 1 kHz,  
0 mm/s – 5000/f • mm/s² (f in Hertz [1/s])

倾角分辨率 0.1°

I测斜仪误差 ± 0.25% 满量程

外部接口 集成蓝牙Bluetooth® Class 1 无线传输, RS232, RS485, 
I-Data

LED 指示灯 4 个 LED 灯用于激光调整, 2 个LED灯用于蓝牙传输和
电源状态

工作时间 12 小时持续使用

电源 锂聚合物可充电电池  
3.7 V / 1.6 Ah / 6 Wh.

尺寸 大约. 103 x 84 x 60 mm

重量 大约. 310 g

技术参数

智能激光对中系统

三种配置: 标准 – 高级– 专家



优质服务
PRÜFTECHNIK 的高科技实验室使我们发展的核心。 每一天，传感器、激光和
新的测量系统都以最高品质标准进行研发、测试和生产。
我们关心我们的产品质量和客户需求，因此我们已经建立了全球化的服务中
心，以确保客户在任何时候能得到及时的服务。 

定制产品培训
我们将提供详细的培训课程和研讨会，以确保高水平和高效率的使用我们的
系统以及其他应用。

机械服务
PRÜFTECHNIK不仅提供尖端的对中产品，也提供一系列的高端对中服务。 我
们的专家协助你在大修中解决大型复杂机器的对中问题，包括新汽轮机的建
造和安装这种大型对中项目。 我们的服务包括转轴对中、位移监测、几何测
量和汽轮机对中。

ROTALIGN®, sensALIGN®, iSWEEP®, intelliSWEEP®, TolChek® 和 InfiniRange® 是普卢福公司 （PRÜFTECHNIK Dieter Busch AG） 的注册商标。 在没有获得普卢福公司
（PRÜFTECHNIK Dieter Busch AG）明确书面允许情况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和使用。 由于本公司政策以及产品的不断发展，这份彩页上的信息如果更改将不会提前通知。 普卢
福 （PRÜFTECHNIK） 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受已注册或者正在申请的专利保护 ISO 9001:2008 认证 ©Copyright 2014 by PRÜFTECHNIK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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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一同见证新的对中系统

服务和客户支持

P R O V E N   Q U A L I T Y

Made in Germany

Global Presence

Qualified Support

Quality Service

PRÜFTECHNIK
Alignment Systems GmbH
Freisinger Str. 34
85737 Ismaning
Germany
Tel.: +49 89 99616-0
Fax: +49 89 99616-100
info@pruftechnik.com
www.pruftechnik.com

A member of the PRÜFTECHNIK group

LASER RADIATION

AVOID EXPOSURE - Laser radiation 
is emitted from this aperture

C A U T I O N
DO NOT STARE INTO BEAM

CLASS II LASER PRODUCT

PRÜFTECHNIK德国普卢福集团全资
普卢福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 西江湾路388号
凯德龙之梦写字楼A栋21楼03,04室
200120
Tel.: +86 21 65075118
Fax: +86 21 65075115
office@pruftechnik.com.cn
www.pruftechnik.com.cn

德国普卢福（PRÜFTECHNIK）集团成员

激光对中系统 状态监测 无损检测 服务&技术支持

PRÜFTECHNIK 包括以下业务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