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料

Fluke ii900 工业声学成像仪

压缩空气、气体和真空系统中存在的泄漏会影响正常生产时间
和运营利润。

虽然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但找出漏气点一直都是非常耗时和令
人乏味的工作——现在，这种情况已彻底改变。借助 Fluke ii900 工业
声学成像仪，您的维护团队可以快速确定压缩空气和真空泄漏点的位
置。只需极少的培训，维护技术人员就可以在他们的典型维护例行程
序中开始检查漏气情况，即使在操作高峰期间也是如此。
该成像仪提供了一种利用声音找出问题所在位置的新方法。这是一种
直观、易用的工具，它可以辨识泄漏或真空的声频，即使是在极其嘈杂
的生产环境中也如此。利用声音通过麦克风阵列时出现的时间延迟来
辨别产生声音的方向，从而确定泄漏位置。SoundMap™ 在可见光图像
上以彩色显示，便于视觉定位。借助全阵列麦克风，可以轻松地扫描较
大范围的区域，甚至可以从远处捕获泄漏点。
终于找到一种更佳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快速而简单地确定压缩空气、
气体和真空泄漏点的位置。
• 增加空气压缩机的使用价值 – 将安装额外压缩机的资本支出延后
• 确保气动设备获得适当的气压
• 降低能源成本

• 缩短泄漏检测时间

• 提升生产线的可靠性

SOUNDSIGHT™ 技术

声波成像
实时 SoundMap™ 与可见光图像的混合图像
灵敏度
在最远 32.8 英尺处可检测到 100PSI 下的
0.005 CFM 泄漏量*
频率范围
2 kHz - 52 kHz

最大工作距离
达 164 英尺（50 米）*

显示屏
7 英寸 1280 x 800 LCD，配备电容式触摸屏

SoundSight™ 是一种将声波转换为可见光图像的福禄克技术。

*具体取决于环境条件

• 使泄漏检测成为平常例行维护的一部分
• 几分钟之内便可完成团队培训
• 现场验证维修是否有效

技术指标

Fluke ii900 工业声学成像仪

传感器

麦克风数量

64 个 MEMS 数字麦克风

声压灵敏度

在最远 32.8 英尺（可在最远 10 米处检测到 7 bar 压力下 2.5 cm3/s 的泄漏量）处
可检测到 100PSI 下的 0.005 CFM 泄漏量*

频带

2 kHz 至 52 kHz

工作距离范围

微机电系统或 (MEMS) 是指小型化的机械和机电元件

0.5 至 > 50 米（1.6 至 > 164 英尺）

视场角

65 ° ± 5 °

最小帧频

内置数字相机（可见光）
视场角 (FOV)
对焦

12.5 FPS

每秒帧数 (FPS) 是指屏幕上的图像每秒钟刷新的次数

65 ° ± 5 °
定焦镜头

7" LCD，带背光，阳光下清晰可读

显示屏
分辨率

1280 x 800（1,024,000 像素）

触摸屏

电容式

声像图

是，SoundMap™ 图像

图像存储
存储容量

非常精确且响应迅速

SoundMap™ 是使用声阵的可视化噪音源图。

内存可容纳 999 个图片文件或 20 个视频文件

图像格式

可见光图像与 SoundMap™.JPG 或 .PNG 的混合图像

视频格式

可见光视频与 SoundMap™.MP4 的混合视频

视频时长

30 秒

数字导出

通过 USB-C 接口进行数据传输

测量范围

2 kHz 频率下为 29.7 dB 至 120 dB SPL
19 kHz 频率下为 16 dB 至 106.3 dB SPL (± 1 dB)
52 kHz 频率下为 21.4 dB 至 117 dB SPL (± 1 dB)

声学测量

最大/最小 (dB) 自动增益

自动或手动，用户可选

频带选择

用户可选（通过用户预设或手动输入）

易于使用

直观的用户界面

软件

趋势图

频标和 dB 刻度

点标记

图像中心点的噪音级 (dB) 读数

电池（可现场更换、可充电）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Fluke BP291

电池

电池续航时间
电池充电时间

6 小时（产品含备用电池）
3 小时

电池充电系统

外部双槽充电器，EDBC 290

一般技术指标
标准调色板

3： 灰阶、铁红色、蓝红色

工作温度

0 °C - 35 °C ( 32 °F - 95 °F)

存放温度

-20 °C - 70 °C ( -4 °F - 158 °F)

相对湿度

10 % 至 95 % 无冷凝

尺寸（高 x 宽 x 长）

186 mm x 322 mm x 68 mm

主机额定防护等级

IP40 防护等级，可防止粒径大于等于 1mm 的微粒及水滴进入

重量（含电池）

1.7 kg (3.75 lbs)

传感头额定防护等级
保修年限

自诊断通知

IP51
2年

阵列运行状况检测，用于确定何时需对麦克风阵列进行维护

荷兰语、英语、芬兰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波兰语、葡萄牙语、俄语、简体
中文、西班牙语、瑞典语、繁体中文

支持的语言

符合 RoHS 指令

是

安全性

一般安全

IEC 61010-1

电磁兼容性 (EMC)
国际

IEC 61326-1：便携式电磁环境 IEC 61326-2-2
CISPR 11：第 1 组，A 类

韩国 (KCC)

A 类设备（工业广播和通信）

美国 (FCC)

47 CFR 15 B 子部分。
按照第 15.103 条规定，本产品被视为免税设备

*具体取决于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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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Fluke ii900 工业声学成像仪

声压级 (dB SPL) 或声压是指与环境的局部
压力差 - 分贝和声压级

订购信息

FLK-ii900 Sonic Industrial Imager

随机附件
成像仪、交流电源和电池组充电器（包括通用交流电源适
配器）、两个耐用的锂离子智能电池组、USB 线缆、坚固的
硬质携带包、两个橡胶阵列盖、可调节腕带和可调节颈带。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福禄克当地网站或者联系当地
的福禄克销售人员。

使用 ii900 工业声学成像仪 在工业环境中拍摄的图像。

Fluke 让您的工作畅通无阻。
福禄克测试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400-810-3435
北京福禄克世禄仪器维修和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400-615-1563
福禄克测试仪器（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维修中心
电话：021-54402301, 021-54401908 分机 269
福禄克测试仪器（上海）有限公司深圳第一特约维修点
电话：0755-8633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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