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功能强大、界面直观的轴对中系统

SKF 轴对中仪 TKSA 51

对中应用

TKSA 51 使用专用应用程序进行水平

和垂直轴的对中以及软脚的检查校

正。这些应用程序都有相应的图标，

界面简洁易于使用。所有应用程序都

是免费的，并具有全功能的演示模

式，允许在购买仪器之前体验对中过

程。

TKSA 51 轴对中仪具有高操作灵活性和高性能，适合从入门到专家级的

对中工作。该对中仪与装有 SKF 轴对中应用程序的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一起使用，直观、易于使用，不需要专门的培训。 

标配的附件使得 TKSA 51 能够满足广泛的垂

直和水平应用，比如电机、风机、泵、齿轮

箱等。其应用包括展示使用者如何进行操

作，精确测量的视频。

• 测量灵活性 - 众所周知的三点测量具有更

大的灵活性，测量可以从任何位置开

始，所需的最小旋转角度为 40 度。这使

得用户可以在受限的空间进行对中。 

• 自动生成报告 - 自动生成对中报告，并可

以加入定制化的注释、机器图片和通过

触屏写入的签名。报告可以以 PDF 格式

的文件导出，并与其它移动应用共享。 

• 通用性和紧凑性 - 一系列标配的组件，如

磁性安装支架、延长杆和链条，提升了 

TKSA 51 的通用性，同时保持了系统的紧

凑性、轻便性和易于携带。

• 3-D 实时视图- 该功能可以直观的定位头

部，实现快速对中测量，并可实时显示水

平和垂直对中。该应用显示电机与实际机

器位置一致的 3-D 旋转视图。 

• 跳动补偿 - 经更长时间的测量值平均，以

提高在有外部干扰情况下的测量精确性。 轴对中

垂直轴对中

软脚



订货号 TKSA 51

传感器和通信 20 mm (0.8 in.) PSD, 线激光 2 类倾角仪 
±0.1°；蓝牙 4.0 LE

系统测量距离 0,07 至 5 m (0.23 至 16.4 ft)

测量误差 <1% ±10 µm

壳体材料 前部阳极氧化铝, 后盖PC/ABS塑料

运行时间 使用时间长达8小时，可充电锂离子电池，
快速充电：充电 10 分钟使用 1 小时

尺寸 52 × 64 × 50 mm (2.1 × 2.5 × 2 in.)

重量 190 g (0.4 lb)

操作设备 推荐  Samsung Galaxy Tab Active 2 和 iPad 
Mini 
iPad、iPod Touch、iPhone SE、Galaxy S6 或
更高版本产品（不仅限于此）

软件/App升级 在 Apple App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上

操作系统要求 Apple iOS 9 或安卓 OS 4.4.2（以及更高）

对中方式 水平和垂直轴对中 
3点测量 9-12-3 
自由测量 (最小 40°旋转)、软脚

动态对中纠正 立式和卧式测量

额外特性 机器库、二维码读取、目标值、干扰补
偿、3D机器自由视图、平板电脑上的屏幕
旋转、自动 pdf 报告

固定装置 2× V型支架, 带链条 
宽度 15 mm (0.6 in.)

轴径 20至150 mm (0.8 至 5.9 in.) 
450 mm (17.7 in.) , 带加长链条 (标配)

最大联轴器高度1) 使用标准杆最大可达 45 mm (1.8 in.) ，使用
延长杆最大可达 120 mm (4.7 in.) 

电源适配器 通过Micro USB端口 (5V) 充电， 
提供Micro USB到USB的分离式充电电缆， 
与5V USB充电器兼容 (非标配)

工作温度 0 至 45 °C (32 至 113 °F)

防护等级 IP 54

仪器箱尺寸 355 × 250 × 110 mm (14 × 9.8 × 4.3 in.)

总重量（包括仪器箱） 2,9 kg (6.4 lb)

标定证书 随设备提供, 2 年有效

包括组件 2 个测量单元（M＆S）；带链条 480 
mm（18.9 in.）的 2 个轴支架，螺纹杆 80 
mm（3.2 in.）和磁铁；4 根螺纹延长杆 
120 mm（4.7 in.）；2 个延伸链 980 
mm（38.6 in.）；micro USB 转 USB 充电
线；卷尺；校准和一致性申明证书；快速
入门指南（英语）；2XA5纸，每张纸上有
6个二维码粘贴标签（共12个粘贴标签）粘
贴标签

技术参数

1) 根据联轴器情况，可以将支架安装在联轴器上，减少联轴器的高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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