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A/GCD 系列精密测量头
量程范围从±０．０５０英寸至± ２．００英寸的弹簧回弹式
特点

❏ 符合 ＣＥ 标准（直流型号）
❏ 全焊接密封结构
❏ 可适应恶劣环境
❏ ＭＳ 型接插件
❏ 电子组件气密封

侧向负载增强型

❑ 每个测量头均随附有校准证
❑ 与所有Ｓｃｈａｅｖｉｔｚ 信号处理仪器相兼容
❑ 特殊接触端头

通用规格
交流型号
激励电压 ．．．．．．．．．．．．．．．．．．．．．．．．．．３ Ｖ ｒｍｓ （标称）
频率范围 ．．．．．．．．．．．．．．．．．．．．．．．．．．４００ 赫兹至 １０千赫
零点电压 ．．．．．．．．．．．．．．．．．．．．．．．．． 低于 ０．５％ Ｆ．Ｓ．Ｏ

应用

❏

ＰＬＣ或ＣＮＣ的控制器的闭环反馈信号在线测量

❏ 需用气密封变换器的环境
❏

高温 环境 （交流型可达３００°F )

ＧＣＡ／ＧＣＤ系列测量头为不锈钢结构，可以在含有湿气、灰尘和其
它杂质的环境中工作。电子组件采用了气密封，可以进一步抵
御恶劣的工作状况。它们是量程可达±２．０英寸（５０毫米）的长
行程侧向负载较重型传感器。最大弹力一般为８盅司（２２６．８克）
，具体取决于探针位置。工作端或探针具有可拆卸的镀鉻硬质工
具钢４－４８ ＵＮＦ－２Ａ 螺纹接触端头Ｓｃｈａｅｖｉｔｚ提供多种型号的备用接
触端头（请参见１００页）。这些端头还可以与ＡＧＤ 刻度盘指示器
端头互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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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伏 直流电 ±30毫安（最大）
０伏直流电
±0.25% Ｆ．Ｒ．Ｏ
０．００００２５英寸（０．０００６ 毫米）
32°F 至 160°F
(-0°C 至 70°C)
耐受冲击 ．．．．．．．．．．．．．．．．．．．．．．．．．．．．．．． ２５０ 个重力加速度（１１毫秒）

选型方法
指定相应的型号以及所需量程。例如：ＧＣＡ－１２１－０５０为ＡＣ 型，量
程（０．０５０英寸。提供特殊的探头，可单独订购（请参见第１００页）。

ＧＣＡ／ＧＣＤ系列测量头有交流和直流两种类型。 ＡＣ 型配合外
部信号处理仪器使用（请参件本产品目录的“检测仪器“）；
ＤＣ 型的外壳中封装了铁芯、ＬＶＤＴ 和所有必要的电子元件。
通过使用表面贴装单片电路缩减了传统 ＡＣ 型的激励电压
、放大和解调等电子元件所需的大部分体积、重量和成本。

初级

直流型号
激励电压 ．．．．．．．．．．．．．．．．．．．．．．．．．．．．．．．
零点电压 ．．．．．．．．．．．．．．．．．．．．．．．．．．．．．．．
线性度 ．．．．．．．．．．．．．．．．．．．．．．．．．．．．．．．．．．．
重复性 ．．．．．．．．．．．．．．．．．．．．．．．．．．．．．．．．．．．
工作温度 ．．．．．．．．．．．．．．．．．．．．．．．．．．．．．．．．

容许振动 ．．．．．．．．．．．．．．．．．．．．．．．．．．．．．．．． １０ 个重力加速度２千赫
壳体材料 ．．．．．．．．．．．．．．．．．．．．．．．．．．．．．．．． ＡＩＳＩ ４００ 系列不锈钢
引线结构 ．．．．．．．．．．．．．．．．．．．．．．．．．．．．．．．．． ６针接插件

测量头的内部构造可以防止铁芯和传动轴在纵向移动时出现旋
转。测量头有各种端接连接器，当电缆受损时，更换简便。外
部车有安装螺纹便于安装和调整；并提供了锁紧螺母。

布线－－－－－－－交流型号

线性度 ．．．．．．．．．．．．．．．．．．．．．．．．．．．．． ±0.25% Ｆ．Ｓ．Ｏ
重复性 ．．．．．．．．．．．．．．．．．．．．．．．．．．．．．． ０．００００２５英寸 （０．０００６ 毫米）
工作温度 ．．．．．．．．．．．．．．．．．．．．．．．． -65°F 至 300°F
(-55°C至 150°C)
耐受冲击 ．．．．．．．．．．．．．．．．．．．．．． １０００个重力加速度（１１毫秒）
容许振动 ．．．．．．．．．．．．．．．．．．．．． ２０ 个重力加速度２千赫
壳体材料．．．．．．．．．．．．．．．．．．．．．．．．． ＡＩＳＩ ４００ 系列不锈钢
信号接头结构 ．．．．．．．．．．．．．．． ６针接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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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说明
±0.050英寸（１．２７ 毫米）
±0.125英寸（３．１７ 毫米）
±0.250英寸（ ６．３５毫米）
±0.50英寸 （ １２．７毫米）
±1.00英寸 （ ２５．４毫米）
±2.00英寸 （ ５０．８毫米）

GCA/GCD 系列
精密测量
量程： ±０．０５０英寸至±２．００英寸
电流或交流

ＧＣＤ 系列型号通过 ＣＥ 认证，如安装正确，符合 ＥＭＣ 指令８９／３３６／ＥＥＣ。

尺寸

英寸 （毫米）
0.218英寸 (5.54)
所有型号

单片集成电路
（ 仅限于直流型号）

六角螺母

0.75英寸
(19.05)
所有型号
1/2-20 螺纹
所有型号

A
F

B

E

C

型号 ＧＣＡ 和 ＧＣＤ
ＭＳ接插件
与ＰＴ０６Ａ－１０－６５连接头配套

D

0.437英寸
(11.09)
型号
ＧＣＡ 和 ＧＣＤ

A
外壳长度

C
外壳和螺纹长度
B
探针完全伸展

ＧＣＡ Ｓ系列规格 ２．５ ｋＨｚ－ＡＣ－－－－－－交流型号
型号
量 程

ＧＣＡ－１２１－０５０
±0.050英寸
(±1.27毫米 )
＋６
０．００１英寸） ４．２

ＧＣＡ－１２１－１２５
±0.125英寸
(±3.17毫米 )
＋５
２．４

相 移
灵敏度（毫伏／伏／
阻抗（欧姆）
初级线圈
４３０
１７１０
次级线圈
９５０
１８２０
预置量程
0.26英 寸(6.6毫米 )
0.30英寸 (7.6毫米 ）
过量程
０．１５英寸（３．８毫米）
０．１５英寸 （３．８毫米）
弹簧回弹力
３．５ 至 ５．８ 盅司
３．５ 至 ５．８ 盅司
量程
（９９至 １６４克）
（９９ 至 １６４克）
尺寸
A (±0.01"/0.25毫米 )
1.90＂ (48.3毫米 ) 2.75" (69.9毫米 )
B (±0.03"/0.76毫米 )
4.33" (110.0毫米 ) 5.14" (130.6毫米 )
3.27" (8.1毫米 ) 4.12" (104.6毫米 )
C (±0.02"/0.50毫米 )
重量
２．２ ｏｚ （６４克）
２．９ ｏｚ． （８２克）

ＧＣＤ

ＧＣＡ－１２１－５００
±0.500英寸
(±12.7毫米 )
＋２
１．１

８００
９４０
0．０６英寸 (1.5毫米）
０．１５英寸 （３．８毫米）
３．５ 至 ５．８盅司
（９９至 １６４克）

９００
１１５０
０．１８英 寸（４．５毫米
｝）
０．２０英寸 （５．１毫米）
３．２ 至 ８．０盅司
（９１ 至 ２２７克）

９００
２１００
0.01英寸 (0.3毫米）
０．１０英寸（２．５毫米）
３．２ 至８．０ 盅司
（９１ 至 ２２７克）

５２５
５３５
０．１英寸
０
３．２ 至８．０盅司
（９１ 至 ２２７克）

5.29" (134.4毫米 )
10.75" (273.1毫米 )
8.27" (210.1毫米 )
５．０ ｏｚ． （１４２克）

7.55" (191.8毫米 )
13.01" (330.5毫米 )
10.53" (267.5毫米 )
７．５ ｏｚ． （２１３克）

10.89" (276.6毫米)
20.94" (531.9毫米)
16.37" (415.8毫米)
１３ ｏｚ． （３６９克）

3.61" (91.7毫米 )
6.10" (154.9毫米 )
4.99" (126.7毫米 )
３．１７ ｏｚ． （９０克）

ＧＣＡ－１２１－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英寸
(±25.4毫米 )
＋１
０．８４

ＧＣＡ－１２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英寸
(±50.8毫米 )
－１
０．３４

系列规格－－－－－－直流型号

ＧＣＤ－１２１－０５０
ＧＣＤ－１２１－１２５
±0.050英寸
±0.125英寸
(１．２７毫米 ）
（３．１７毫米 ）
灵敏度（Ｖ／英寸） ２００
８０
预置量程
０．３０英寸 （７．６２毫米）
０．３５英寸（８．８毫米）
过量程
０．３９英寸 （９．４毫米）
０．１４英寸 （３．５毫米）
弹簧回弹力
３．５至５．８ 盅司
３．５ 至 ５．８盅司
量程
（９９ 至 １６４克）
（９９ 至 １６４克）
尺寸
A (±0.01"/0.25毫米 )
2.66" (67.6毫米 )
3.50" (88.9毫米 )
B (±0.03"/0.76毫米 )
5.08" (129.0毫米 )
5.90" (149.9毫米 )
C (±0.02"/0.50毫米 )
4.02" (102.1毫米 )
4.87" (123.7毫米 )
重量
２．５ ｏｚ． （７１克）
３．２ ｏｚ． （９３克）
型号
量程

ＧＣＡ－１２１－２５０
±0.250英寸
(±6.35毫米 )
＋５
１．６

ＧＣＤ－１２１－２５０
±0.250英寸
（６．３５毫米 ）
４０
０．１８英寸 （４．５毫米）
０．０３英寸 （０．７６毫米）
３．５ 至 ５．８ 盅司
（９９ 至 １６４克）
4.37" (111.0毫米 )
6.77" (172.0毫米 )
5.74" (145.8毫米 )
３．５ ｏｚ． （１００克）

２

ＧＣＤ－１２１－５００
ＧＣＤ－１２１－１０００
ＧＣＤ－１２１－２０００
±0.500英寸
±1.000英寸
±2.000英寸
（１２．７毫米 ）
（ ２５．４毫米 ）
（ ５０．８毫米 ）
２０
１０
５
０．２０英寸（５．０８毫米）
０．０１英寸 （．２５毫米）
０．１英寸
１．００英寸 （２５．４毫米）
０．１０英寸 （２．５毫米）
０
３．２ 至８．０盅司
３．２ 至 ８．０ 盅司
３．２至８．０盅司
（９１ 至 ２２７克）
（９１ 至 ２２７克）
（９１至 ２２７ｇ克）
6.06" (153.9毫米 )
11.53" (292.9毫米 )
9.05" (229.9毫米 )
５．５ ｏｚ． （１５６克）

8.31" (211.1毫米 ) １１．４８＂ （２９１．６毫米
13.76" (349.5毫米 ) ２１．５２＂ （５４６．６毫米
11.29" (286.8毫米 ) １６．９６＂ （４３０．８毫米
８．０ ｏｚ． （２２７克）
１４ ｏｚ． （３９７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