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钢薄膜传感器元件和自行开发的 ASIC 的最佳组合中产生了耐用的压力变送器 NAH 8254， 
用于测量高动态压力变化。 

在许多应用中，主要是在测试和检验环境中，人们希望
记录高动态压力变化，例如分析阀门的开关性能、跟踪
爆炸和爆炸式压力传播的压力变化或研究液压系统中
的瞬时峰值压力。市场上提供的工业应用标准变送器通
常无法充分记录这种高频信号；可能是因为内部电子设
备性能不够强大或者因为信号被有意抑制，以便处理控
制系统不会因为不必要的信息而过载。因此在市场上提
供了明确为高速应用而开发的专用压力测量值变化器。
这些变送器的设计极限频率（见方框内）为 5 到 50 kHz，
并且经常
会因为所使用的传感技术而具有某些优点和缺点。

压电传感技术一直是测量高动态压力变化的最常用方
法。仅在动态压力变化期间提供一个信号，但具有极好
信噪距和高频的物理测量原理原则上最

适合。有依赖于原理的高结构刚性也同样是一个优点，
该结构允许有非常高的固有频率。一方面，该技术的缺
点是由于生产非常困难和苛刻、信号处理复杂（充电放
大器）导致费用高和容易产生零点漂移，但在缺乏更加
适合的替代品的时候，仍然常被许多用户接受。 

一个非常便宜的替代品是压阻测量原理，它在动力学方
面，主要在刚性方面由于信噪距极好和传感器结构的加
油装置而使放大器电子装置相对简单，但仍然遵守压电
原理。然而，压阻技术的主要缺点是容易产生零点漂移，
特别是在高温情况下。

替代型钢薄膜技术
钢薄膜技术在漂移性能方面无疑是最佳的，虽然也允
许高频率，但与其他两个相比，信噪比极低。特别是当
涉及到高动态信号处理时，这就对变送器中的电子处
理装置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以至于大多数高速压力测
量值变送器的制造商都采用另外两种传感器技术中
的一种。Trafag 在开发和完善钢薄膜技术方面拥有约 
35 年经验的先驱之一，正走上另一条道路：自行开发

不同制造商的极限频率为 1-10 kHz 的变送器与频率为 50 kHz 的参考变送器的
动态对比测量（灰线）。蓝线指极限频率为 10kHz 的 Trafag 样机的测量。

Trafag 钢薄膜技术具有极低的漂移现象。低信噪比将由匹配的 ASIC TX 加以补
偿。因此，该传感技术在耐用性和长期稳定性方面表现出色。

Trafag 为测量高动态压力变化带来了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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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SIC（application-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应用
型专用集成电路）具有特定放大器和滤波功能，正好满
足 Trafag 传感器技术的要求，可以消除低信噪距的缺
点，在耐用和长期稳定性方面都有优势的传感技术可以
被应用到即使其他制造商都到达其极限的任何地方。因
此，Trafag 可以通过钢薄膜传感器元件和 ASIC 这两个
核心技术的相互协调进行开发，将高速压力测量值变送
器的响应性能与适用于最恶劣环境的压力变送器的耐
用性综合起来。

在生产过程中，每个压力变送器都分别通过高精度标准
压力来校准。同时将线性度、零点与差值修正值的修正
参数保存在变送器中的芯片中，在这种情况下直接保存
在 Trafag-ASIC 中。传感器元件的每个输入信号都将根
据保存在 ASIC 中的参数进行相应校正，特别是在线性
度、零点和差值以及温度补

偿方面高于或低于25°C。在该传感器元件上根据压力和
由此产生的变形而更改喷涂的薄膜电阻。

不受限制的快速压力变送器
Trafag ASIC TX 在大小只有 2x2 mm 的表面上集成了
超过 100 000 个的晶体管，它包括两个核心部件：一个
性能非常强大的模拟放大器部件和一个与此理想匹配
的数字部件。传感器元件的输入信号将由模拟放大器修
正为 98-99%，直接和实时地输送给信号电子装置。数字
部件只需用于剩下 1-2% 的校正值，该校正值然后被混
合到模拟放大器的信号中。该方案的优势是信号处理速
度非常快 (除了数字部件的校正)，完全独立于模拟数字

（A/D）和数字模拟（D/A）转换器的采样率；仅受电子装
置模拟部件的微弱限制。因此，Trafag 压力变送器一般
非常快速，它通常会被电子衰减，使其适用于相应的应
用和抗干扰（如 EMV）。

在对于信号速度没有特殊要求的正常工业应用中，在耐
用性和足够快的响应性能之间寻求最佳的折衷办法，以
做出所需的测量结果。不管所选的传感器原理如何，信
号速度快通常都需要更高的布线成本，因为必须使用特
殊的屏蔽电缆。原则上必须非常仔细地做好屏蔽，例如，
避免由于供电电压波动而影响测量值变送器和处理单
元的反馈。

反之，在希望信号衰减程度高于通常在正常工业压力测
量值变送器上信号衰减程度的情况下也有应用；例如，
为了在变送器中就着手平滑机械流体泵的高频信号波
动，而不是在控制器中才平滑。

恶劣应用环境中的压力变送器
在已被证明有效的、对边宽度为 19 的微型工业变送
器 NAH 8254 的基础之上，Trafag 提供可以从不同挡
位中选择所需极限频率的专门款式，从针对高动态压
力测量的超过 20 kHz（这对应于 18 µs 的 90% 上升时
间，10…90% 公称压力）至用于最大平滑信号的 11 Hz。
在恶劣的建筑和林业机械环境中，钢薄膜传感器元件和
变送器的基本结构在极端条件下 (振动、冲击、温度变
化、高压峰值等) 已经经受了考验并保证在测量和检验
环境中拥有无与伦比的耐用性和可靠性。  <

数据页: www.trafag.com/H72304

Trafag ASIC TX 具有并联混合信号的结构（左）。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芯片的精
密结构（右）。

ASIC TX 结构示意图：
全数字信号处理的常规结构（上图）受到 A/D 或 
D/A 变化器的速度限制。Trafag 的结构（下图）由
二个信号组件组成，其中带放大和校正零点和差值
的主路径（约信号的 98%）是纯模拟式，因此非常
快速。仅校正信号（温度和非线性）相对较慢。因为
温度变化也有分钟级的时间常数，所以这部分中时
间不是关键。在这部分中重要的只是对非线性的校
正，在 Trafag 传感器的情况下只有信号的 1% 左
右。因此只有信号的 1% 取决于变送器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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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放大和补偿路径的 Trafag 混合信号 ASIC 结构

 页码 2 Trafag AG sensors & controls     H70350a 04/2018

Whitepaper



信息

极限频率 对于放大器，极限频率是源信号的放大值比最大放大值小 3dB 的频率。频率高于极限频率的信
号虽然仍被跟踪，但动态和准确率明显较低。

采样率 数字信号处理单元扫描和处理连续的模拟信号的频率。如果采样率不再是两倍于源信号中发
生的最高频率，则可能会产生频谱混叠效应，从而导致信号失真（Nyquist-Shannon sampling 
theorem，奈奎斯特-香农-阿贝斯定理）。

上升时间 经过一个理想的矩形输入信号电平变化后，直到输出信号电平达到预定义值（例如有效值的 
90%）的时间。 
上升时间（tr = rise time）换算为极限频率（fg）：
 fg = 1 / (2π∙ tr/2.2)

带宽 在频率下限和上限之间的频谱，在压力变送器中通常在 0 Hz 和最大极限频率之间 。

Trafag AG sensors & controls 
Trafag 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压力、温度、气体密度
传感器和监控设备供应商。除了一系列标准化、可
配置的产品之外，Trafag 还为 OEM 客户开发了量
身定制的解决方案。Trafag 成立于 1942 年，总部
设在瑞士，其销售和服务网络遍布全球 40 余个国
家。借助这一网络，可以为客户提供独立、专业的咨
询服务并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服务质量。高效的研
发和生产部门保证 Trafag 产品具备极佳的质量和
精度且交付快速、可靠，能够用最快的速度实现客
户的需求。

压力变送器 NAH 20 kHz 的响应性能与标准变送器进行比较 。

极限频率为 20 kHz 的压力变送器 NAH 8254 用于测量高动态压力变化：它将
移动式液压变送器的耐用结构与精巧、极快的电子系统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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