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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号 YE62YE62YE62YE6277777777

通 道 数 8、16、32/单机

A/DA/DA/DA/D位数 24位(∑-△)

数据传输方式 USB2.0

采样速率 ((((最大值。)))) 96kHz/Ch，同步并行

精 度 ±0.4%

滤 波 器 自带抗混滤波

触发方式 内/外触发

外形尺寸(mm)(mm)(mm)(mm) 235W×132.5H×320D

重 量 3.5 Kg

供电电源 AC：220V50Hz

支持的前置

信号调理器

IEPEIEPEIEPEIEPE调理器 YE3825A/B 单/双通道组合 IEPE调理器插件

应变调理器 YE3812A/B 单/双通道组合应变调理器插件

电荷调理器 YE5861A/B 单/双通道组合电荷调理器插件

位移调理器 YE5933A/B 单/双通道组合电涡流位移调理器插件

控制软件 YE7600通用控制与分析软件

YE3825/3812/5861/5931系列前置信号调理器作为数据采集器的前端放大器，可直接同时插入

YE6277/YE6278等动态数据采集器的机箱中，组成 8-32通道多功能动态数据采集系统；由采集系统自动识别

通道类型并完成参数的设置。同时也支持 CS-YD-系列,CS-CD-系列速度型传感器输出的电压调理器

YE3813A/B和 YE3824A/B(4-20mA)等多种调理器插件。

YE6277 多通道组合（USB2.0 接口）

� 基于 USB2.0 接口的 8-32 通道 24位 A/D 并行数据采集系统，

� 支持多台设备级联，适应测点多的应用场合

� 配接标准的电压/IEPE、电荷、应变等多种信号调理器输入

� 采用虚拟面板的形式对调理单元自动识别和设置

� 支持多种文件存储格式，并支持多种文件格式的转换

� 具有丰富的多种参数设置功能、多种采样方式、丰富的时域、频域分析处

理功能；

� 充分利用计算机海量存储硬盘,长时间、实时、无间断记录多通道信号

� 低价格，多功能，高集成

YE6277(USB2.0）

主要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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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系统配套前置调理器采集系统配套前置调理器采集系统配套前置调理器采集系统配套前置调理器

YE38YE38YE38YE3825A/B25A/B25A/B25A/B V/IEPE 信号调理器

特点：

� 1-1000 倍增益多档可选；

� 单/双通通道组合，完全兼容，自动识别；

� 电压、IEPE 工作模式选择；提供 IEPE 传感器工作电

源；

� 硬件双积分电路，可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测试速度，位

移；

� 插卡式，配套 YE6277/YE6278 动态数据采集系统

主要技术指标：

1. 通道数：YE3825A：1 通道组合；YE3825B：2 通道组合

2. 增益：1-1000 计多档可调

3. 下限频率：电压输入： DC；IEPE：0.3Hz

4. 低通：2.5Hz-100kHz 抗混（根据采样频率自动或手动

设置）

5. 精度：<±1%

6. 硬件双积分：1Hz、10Hz 可选，可测量加速度、速度、

位移,精度<±3%

7. IEPE 激励源：4mA/+24V

8. 输入/输出：±5V

9. 噪声：<10μV(RTI)

10. 环境：工作温度：0℃ - +40℃ 湿度：80%R.H.最大

11. 连接方式：输入方式：BNC；

YE38YE38YE38YE3812A/B12A/B12A/B12A/B 应变信号调理器

特点：

� 100-4000 倍增益多档可选；

� 单/双通通道组合，完全兼容，自动识别；

� 自带抗混滤波器；

� 动调零

� 长导线补偿

� 插卡式，配套 YE6277/YE6278 动态数据采集系统

主要技术指标：

1. 通道数：YE3830B：2CH 组合；YE3830C：4CH 组合

2. 增益：100 – 4000 多档可调

3. 平衡自动范围：±5000με（±1%桥路电阻不平衡）

4. 精度：<±0.3%

5. 桥路电阻：120 - 2000Ω（应变片灵敏系数 K=2.00）

6. 输入范围：0 - ±5000με（2VDC 桥压）

7. 输入阻抗:>100MΩ

8. 噪声：≤3μV（最大增益档折合至输入端）

9. 稳定度：

零点：±1μV/℃；±0.1%/F.S/2h（输入短路）

灵敏度：±0.01%F.S/℃、±0.1%/F.S/2h

10. 供桥电压：1、2、3、10VDC/30mA(最大)

11. 低通：2.5Hz-100kHz 抗混

12. 环境：工作温度：0℃ - +40℃ 湿度：80%R.H.最大

13. 输入方式：微型 7芯插座;

14. 配套：桥盒 YE29003A 每通道一只
YE586YE586YE586YE5861A/B1A/B1A/B1A/B 电荷/IEPE 信号调理器

特点：

� 1-1000 倍增益多档可选；

� 单/双通通道组合，完全兼容，自动识别；

� 自带硬件双积分电路，可直接测试加速度，速度，位移

信号

� 电荷/IEPE 输入可选

� 插卡式，配套 YE6277/YE6278 动态数据采集系统

主要技术指标：

1. 通道数：YE5861A：2CH 组合；YE5861B：4CH 组合

2. 增益 1-1000 多档可调

3. 下限频率：电荷/IEPE：0.3Hz

4. 低通：2.5Hz-100kHz 抗混（根据采样频率自动/手动设

置）

5. 精度：<±1%

6. 硬件双积分：1Hz、10Hz 可选，可测量加速度、速度、

位移,精度<±3%

7. IEPE 激励源：4mA/+24V

8. 噪声：<5μV(RTI)

9. 环境：工作温度：0℃ - +40℃ 湿度：80%R.H.最大

10. 输入方式： PE：L5 ；IEPE：BNC

YE5YE5YE5YE5933A/B933A/B933A/B933A/B 电涡流位移信号调理器

� 单/双通通道组合，完全兼容，自动识别；

� 软件自动调零

� 过载指示

� 配接 CWY-DO-500 系列电涡流位移传感器

� 插卡式，配套 YE6277/YE6278 动态数据采集系统

� 全屏蔽设计

主要技术指标：

1. 传感器电源：-24V±5%/15mA

2. 输入阻抗：>50kΩ

3. 精度：<±0.5%±1μm

4. 线性度：<±0.2%FS

5. 自动调零范围: ±24VDC

6. 频率范围: DC - 10kHz

7. 过载指示：大于±5VP，过载指示灯亮

8. 环境：工作温度：0℃ - +40℃ 湿度：80%R.H.最大

9. 输入方式：

四芯: 蓝-24V 输出；白: 地； 红: 信号输入；绿: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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