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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明操作步骤

DSL900 便携式 LED 频闪仪出厂时参数设置为内触发状态（F-0 方式）、频闪

频率为 900、频闪仪单次工作时间（见第 6页对“单次工作时间”的定义）0秒,

无停闪时间。（恢复出厂时参数设置方法见第 10页 5、恢复出厂参数设置）

1.打开频闪仪电源，频闪仪进入频闪工作状态；

2.如果是首次开机，则显示 900，INT和 rpm指示灯亮，频闪仪按 900 次/分钟
频率频闪（非首次开机，则保留上一次关机时的工作状态）;

3.调节飞梭编码器旋钮或按× 2键、÷ 2键、＋ 键、－ 键到所需频闪频率

频闪为止;

4. 如设定了停闪时间，到停闪时间频闪仪停闪，数码管显示屏显示“P……”
字样并闪动，按任意按键频闪仪又恢复频闪工作状态，循环往复。

二、 产品简介

频闪仪也叫频闪静像仪、频闪灯或转速计。

频闪仪本身可以发出短暂又频密的闪光。当我们调节频闪仪的闪动频率，

使其与被测物的转动或运动速度接近或同步时，被测物虽然在高速运动着，但

看上去却是缓慢运动或相对静止的，这种视觉暂留现象使人目测就能轻易观测

到高速运动物体的表面质量与运行状况，而频闪仪的闪速即为被检测物体（例

如：电机）之转速或运动振动频率，亦可以利用频闪仪分析观察物体振动情况、

高速移动物体的运动轨迹以及印刷在线观测监控等。

DSL900型便携式 LED频闪仪是我公司新研发生产的频闪系列产品之一。
该仪器用高密度集成大功率 LED半导体发光器件作为频闪元器件，采用高性能
高抗干扰单片微机为处理单元，专用显示芯片驱动数码管实时显示每分钟的闪

光次数或相关测试数据及工作状态，产品结构工艺先进,体积小，重量轻，配以

强大的数据处理软件及实时操作系统,使得仪器用户界面友好,操作简便;采用进
口飞梭编码器，调节频率快速方便；采用高密度集成大功率 LED半导体发光器
件，亮度高,节能功耗小，可靠性高，寿命长。

该仪器广泛适用于包装印刷行业：可检测高速印刷过程套色情况；油墨配

色、模切、打孔、折叠等；对材料进行整幅的在线监控，标签、表格、柔版、

凹版印刷中的标线符号检测；对荧光印刷质量检测进行紫外分量控制，切纸机

和卷纸机的最后质检，折叠机的动态分析；发动机和齿轮的同步控制等。用于

纺织业：对纺纱机和绕线机上纺织锭子、线轴的转速监测；机械编织机纬纱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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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织物离开绷架前检查是否有歪斜的纬线；监测缝纫机上纺线和其他零件的

运行状况；可检测锭子转速和织布机送纬纱等。用于机械制造业：非接触性转

速测量，检测振荡振幅和震动频率；对复杂运动过程用“慢放”功能显示，监测
生产中钻头和锉刀等工具的状况；测量离合器和传送带的滑动系数；检测齿轮

箱中齿轮啮合的齿隙情况；可进行各类转子、齿轮啮合、振动设备等诊断。还

可以用于飞机制造、汽车制造、电缆制造、采矿、包装、造船、钢铁、化工、

光学（高速摄影、图像处理）、医疗等行业。

本仪器具有以下主要特性：

●便携式, 体积小，重量轻,使用轻松自如；

●采用进口飞梭编码器旋钮，可准确快速调节频率，使用方便；

●移相功能：调节飞梭编码器内圈旋钮，可调整观察‘静止’图案的‘位置’

（即相位调节），极大的方便印刷图案的观测；

●有内触发（F-0）、外触发 1（F-1）、外触发 2（F-2）三种工作方式可选择；

●外触发 1和外触发 2工作方式时，能够实现图案的自动跟踪。特别是外触发

2（F-2）方式能够对无固定色标的印刷表面进行自动跟踪即用于在自动跟踪

光标获取困难情况下实现在线自动跟踪并观测“静止”图案；

●两倍频，加倍当前工作频率，用于粗调整；

●半倍频，减半当前工作频率，用于粗调整；

●自动停闪保护功能，可延长 LED 的使用寿命；

三、主要技术指标

1、电 源：交流 220V±10%，2A，50HZ

2、功 率：最大功率低于 30W

3、内触发频率范围：50次/分钟～64000 次/分钟

建议触发频率为：600 次/分钟～8000 次/分钟

4、外触发频率范围：50次/分钟～14400 次/分钟

5、单次工作时间：由功能键任意设定(默认值为 0秒,无停闪时间)

6、环境光照度：低于 10000 勒克斯

7、外部触发信号范围： 5V～12V 脉冲信号

8、外形尺寸（长×宽×高）：240mm×118mm×15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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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触发指示灯

外触发 1指示灯

外触发 2指示灯

显示屏

触发滞后时间

触发滞后角度

闪光次数(次/分)

设置键 确 认 键

盘

内触发频率倍频

键

内触发频率减半键

数据加

外部信号输入 电源开关

电源输入

四、使用功能说明

（一）使用操作界面

DSL900 便携式 LED频闪仪使用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主要由数码管显示

窗、指示灯、功能按键及外触发接口、电源线和电源开关等组成。

数据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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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键功能及使用功能说明

1、设置 键：内触发/外触发 1/外触发 2 方式切换键。此键每按一次，切换触

发方式，相应的显示面板上 INT（内触发）与 EXT1（外触发 1）EXT2（外触

发 2）指示灯也跟着相互切换。

●内触发（显示提示符 F-0）工作方式：由机内提供固定频率触发信号，此

时数据加、减键可以加快或减慢触发频率，×2 键对触发频率加倍，÷2 键

对触发频率减半；

●外触发（有两种方式，显示提示符 F-1 或 F-2）工作方式：由外部机器（如

印刷机等）提供频率触发信号。若此时无外同步信号接入，则显示“ 0”

字样。外部触发信号一般是用光电开关通过跟踪印刷色标来提供，此方式可

实现自动跟踪频闪。

2、确认键：用于按设置键选择工作方式后，对所选工作方式的确认工作，或

参数数值调整后的确认工作。设置键与确认键相互配合使用完成功能设置

（触发方式 F-0、F-1、F-2 选择），期间，与× 2键、÷ 2键、＋ 键、－

键及飞梭编码器旋钮配合使用完成参数设置和确认工作。

3、× 2 键：内部触发频率倍频键。当按一次此键时，当前触发频率加倍；只

有内触发方式时有效。

4、÷ 2 键：内部触发频率减半键。当按一次此键时，当前触发频率减半；只

有内触发方式时有效。

5、 ＋ 键：内部触发（F-0）状态下，按此键一次则相应的数据值增加 1，此

键被连续按下时，数据连续加 1；外触发状态 2（F-2）下，用于参数设置

数据增加。

6、 － 键：内部触发（F-0）状态下，按此键一次则相应的数据值减 1，此键

被连续按下时，数据连续减 1；外触发 2状态（F-2）下，用于参数设置数

据减少。

7、飞梭编码器旋钮：外圈，快速调节触发频率（调节速度与旋钮转动角度有关，
转动角度越大，调节速度越快，反之越慢且呈非线性变化状态）及参数数值

修改，顺时针加速调节，逆时针减速调节；内圈：在内触发状态下顺时针旋

转移动相位（移动图像），外触发时，顺、逆时针旋转，上下或左右移动相

位（移动图像）。

8、电源开关（红色带锁按钮）：频闪仪的电源开关。

9、INT：内触发指示灯。此灯亮时，表示此时频闪灯工作在内触发状态。
10、EX1：外触发指示灯。此灯亮时，表示此时频闪灯工作在外触发 1状态。
11、EX2：外触发指示灯。此灯亮时，表示此时频闪灯工作在外触发 2状态。
12、rpm指示灯：工作时，显示频闪灯闪光频率。单位：（次/分）；
13、deg指示灯：内、外触发时，显示调整内、外触发同步滞后或提前的角度，

单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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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Sec: 内、外触发时，显示调整内、外触发同步滞后或提前的时间，单
位：毫秒。

五、单次工作时间的设定

单次工作时间是指频闪仪在无任何键被按下时，开始频闪到自动停止频闪

的连续工作时间。停止闪光时，LED 显示屏显示“P…..”字样并闪动，此时按
任意键，又重新进入下一个频闪工作时间频闪状态。

此功能是为了节约电能（避免在不使用时或在忘记关机时频闪仪仍然处于

频闪状态），延长 LED 的使用寿命而设置的。如果不需要此功能时，只需将单次

工作时间设置成 0即可。

修改单次工作时间的具体方法如下：

1、 关闭电源总开关；

2、按住设置键不放，然后打开电源总开关；

3、显示屏会显示上次单次工作时间设定的具体数值，单位为秒（出厂设定为 0
秒，无停闪时间）；

4、按＋ 键、－ 键、× 2键、÷ 2键或飞梭编码器旋钮修改到新的时间值；

5、修改完成后，按确认键存入数据，同时频闪仪开始工作。
温馨提示：单次工作时间设置应从满足工作需求出发，避免无谓的加长单次工

作时间。

六、使用操作方法

单次工作时间设置完成后，打开电源开关，根据实际需要，通过设置键及

确认键选择内触发工作方式（显示 F-0）或外触发工作方式（显示 F-1 或 F-2）。

注意：如果不选择工作方式，开机时频闪仪按照上一次关机时的工作状态

进行工作；如果此次工作状态与上次关机时的工作状态相同，可不用每次开机

都选择工作方式。

1、内触发工作方式
1） 用于印刷图案动态观测时，频闪频率的调整方法如下：

●先估测运动图案的频率：

频率 N = (1000÷L)×V

N：频闪灯内触发频率，单位：次/分钟；

L：每幅图案的长度，单位：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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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运动速度，单位：米/分钟；

例如：车速 V=100 米/分钟，图案间距 L=50 毫米；则此时：

内触发频率=1000÷50 ×100=2000，即当频闪内触发频率调整在 2000 左右

（按数据加、减键调整频闪灯的闪光频率，直到运动的图案能够相对静止为止），

通过频闪仪频闪观测到的动态印刷图案会静止。

●观测过程当中，若频闪仪进入停闪状态（显示“P…..”字样并闪动），此时
若要继续观测，可按任意键进入频闪工作状态；若已观测完毕，关闭电源开

关即可。

2）用于转速测量，方法如下：

在内触发状态下，在被测量的转盘上贴一个光标标记（也可选择被测物

旋转体上某一个特征标志），被测物旋转时，调节频闪仪频率，直到出现一

个清晰“静止”的光标标记图像为止，此时频闪仪显示的数值，就是转体的

转速。（如果转速超过 3600 转，则可以预估转速值，然后调节频闪仪频率到

此值，再正反调节频率，直到出现一个清晰“静止”的光标标记图像为止，

此时的频闪仪显示的数值，就是转体的转速）

频闪仪作为测速计以确定物体真正的转速，是由物体运动时视觉上的停滞

和在LED显示器上读数而完成的。对于所有的频闪仪来说核实停滞图像是不是物

体实际转速的谐频图像是十分重要的。提示:

●预先知道物体的大致速率对您确定一个开始点有用。

●如果物体有一个均匀形状,如多叶风扇或电机轴 ,您必须给它一个识别标

志(用涂料或反射带或等效物)以区分它的方向。

●单一图像总是在物体真正的转速的一半时出现！

举例说明（无标记情况）

这个实例说明如物体有适当形状的话，一个物体的实际速度可以不通过使

用定位标志确定：假如只知道凸轮的速度低于7000转/分,因为它有独特的形

状 ,所以不需使用识别标志。当频闪频率低于7000时, 出现下列谐频图像:

图象号: 1 2 3 4

频闪频率: 6000 4000 3000 1500

谐频图象在 6000和4000 转/分时静止图象不是单个的,而是双的和四重的.

单个的图象在3000和1500转/分时出现.1500是3000的一半.因此,物体的实际转

速是3000转/分。

2、外触发工作方式

外触发工作方式有两种：外触发方式 1和外触发方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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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触发方式 1：由光电眼直接跟踪印刷图案的色标，过去一个色标，产生一

个光电信号，闪光一次；

1） 安装固定好光电眼，调整光电眼灵敏度，使得每来一个图案（每个图案一

个色标）频闪仪闪一次；

2） 此时，可以随意变动机速，被观测的图形绐终处于相对静止状态。

3） 频闪仪若进入停闪状态时（出现“P….. ”字样并闪动）的处理方法与内
触发方式一样；

4） 外触发输入信号即光电开光或其它 5V-12V 脉冲信号，必须安装稳固，正

确调整焦距及其灵敏度；

5) 一般而言，为了使得光电信号较平稳，光电眼应对在传动轴上。因为这

里的料不会有大的振动。

●外触发方式 2：

1）按设置键后，选择触发工作方式，当出现显示“F-2”时，按确认键，进入

外触发 2工作状态参数设置步骤，此时显示“C XXXX”，为进入 F2相关参数的

设置；此时若不修改参数，则再按确认键两次，进入外触发 2工作状态；若需

要查看或设置相关参数，在显示“C XXXX”时，用＋ 键、－ 键、× 2键、

÷ 2键或飞梭编码器旋钮修改参数 C的数值，修改后按确认键，此时显示“d

XXXX”，同上修改参数 d，修改完后按确认键，显示“n XXXX”，亦同上修改参

数 n，修改完毕后按确认键，进入外触发 2工作状态；

有关参数 C、d、n介绍如下：

C——表示周长，即光电眼所跟踪中间从动辊之周长，单位为“0.1mm”。如

设置为 C 5678 表示周长为 567.8mm,最大设置周长为 999.9mm。

d——表示印刷图案的间距即连续两个印刷图案之间的距离，单位为“mm”。

如设置为 d 0018 表示间距为 18mm,最大设置间距为 9999mm。

n——表示每次计算频闪仪频闪频率所需的光电信号的数值，出厂默认数值

为 10，即频闪仪收到 10 个脉冲信号后进行计算一次；当频闪仪频闪频率工作

在 8500 次/分以上时，可加大 n值，对跟踪的稳定性有益，但 n值加大后，频

闪仪的跟踪响应速度相应变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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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触发 2工作方式的安装及调试方法

（1）、安装

①.如图所示，为外触发工作方式 2的安装示意简图；

光电眼或接近开关信号接至频闪仪

②．在设备上选取一个与被观察卷材线速度相同的过渡从动辊，在过渡从动辊

表面上粘贴与从动辊表面有明显色差的色标一个，使从动辊每转一圈光电眼能

获取一个光电信号即光电眼指示灯亮灭交替一次；（例如从动辊底色为白色，则

宜选用黑色色标；如从动辊底色为黑色，则宜选用白色色标）；

③．按照上图所示固定好光电眼，调整好光电眼的对光焦距（即灵敏度调整），

使从动辊每转一圈光电眼获取一个光电信号即光电眼指示灯亮灭交替一次。

（2）、参数设置

①.打开频闪仪电源开关，反复按设置键，循环显示“F-0”、“F-1”、 “F-2”，

至显示“F-2”止；

②.此时，按确认键，显示“C XXXX”字样，此时，按＋ 键、－ 键、× 2键、

÷ 2键或飞梭编码器旋钮输入需要的周长值（单位为 0.1mm）；

③.按确认键，显示“d XXXX”字样，此时，按＋ 键、－ 键、× 2键、÷ 2

键或飞梭编码器旋钮输入实际的印刷图案间距数值；

④.按确认键，显示“n XXXX”字样，此时，按＋ 键、－ 键、× 2键、÷ 2

键或飞梭编码器旋钮输入所取的 n值（n 默认取 10，一般情况下，n值不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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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再按确认键，进入外触发方式 2工作状态。

（3）调试方法说明

①.在完成上述操作后，使设备车速处于高速并稳定，例如某一设备较高运转从

动辊速度为 150m/min，那么调试时就将车速调到此速并稳定，若印刷图案间距

为 25mm，则此时频闪仪频闪频率应为 6000 左右，让频闪仪在此频率下闪，观

察一会儿（约一分钟左右），此时若出现图案不稳定，则按如下步骤进行调整；

②.按设置键，循环显示“F-0”、“F-1”、 “F-2”，至显示“F-2”止，再按确

认键，显示“C XXXX”字样；

③.图案若是向卷材前进方向漂移（向前漂移），则按＋ 键或顺时针旋转飞梭编

码器旋钮加大周长 C值（比如增大 10个数值），然后按确认键三次，回到外触

发 2频闪状态，此时由于计算的原因，观测可能不稳定，过几秒钟后，频闪仪

就可处于一个稳定的频闪状态。此时若图案还是向前漂移，则重复上述操作，

直至图案稳定；

④.图案若是向卷材前进的反方向漂移（向后漂移），则按－键或逆时针旋转飞

梭编码器旋钮减小周长 C值（比如减小 10个数值），然后按确认键三次，回到

外触发 2频闪状态，此时由于计算的原因，观测可能不稳定，过几秒钟后，频

闪仪就可处于一个稳定的频闪状态。此时若图案还是向前漂移，则重复上述操

作，直至图案稳定；

⑤.用上述方法，能观察到“静止”图案的话，改变机器速度，仍然能观察到“静

止”图案，频闪仪可以实现自动跟踪了。

4、相位调节

用于图像静止观测时，在图像‘静止’时，在内触发状态下顺时针旋转编

码器旋钮内圈，可移动图像（移动相位）；外触发时，顺、逆时针旋转，上下或

左右移动图像（移动相位）。

5、恢复出厂参数设置

先关闭频闪仪电源，然后按住确认键不放，打开频闪仪电源，放开确认键，

频闪仪频闪仪按 800 次频闪，恢复出厂时参数：“内触发状态（F-0 方式）、频

闪频率为 800、频闪仪单次工作时间为 0秒，不停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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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外部接线

●信号线接法：（如右图）

1脚——光电眼电源 12V 正，

2脚——光电眼电源地,

3脚——外部输入信号。

电源线出厂时已接好，用户使用时应仔细核对电源插头接法。

注 意！

●电源线出厂标准长度为 3米。用户使用时，严禁用力拉电源线。因为用力拉

线，会使接头焊接处断开，这样产生的后果第一是频闪仪不能够正常工作，第

二有可能造成车间电源短路或操作人员触电等事故！

●严禁在频闪仪使用或通电状态时打开频闪仪前后端盖，以免发生操作人员触

电等事故！

●高密度集成大功率 LED 发光器件系半导体器件，安装结构复杂精密，请勿随

意拆卸，以免损坏频闪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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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注意事项及故障处理

(一)、注意事项

为使频闪仪不被电流冲击而造成永久性损坏，请确保每次开与关之间的时

间间隔在 5秒钟以上。电源插头处接触良好。

(二)、当频闪仪工作不正常时，请检查以下事项处理故障

现 象 故 障 排 除 方 法

开机不工作且无显示

1、检查 AC220V电源是否正常

2、电源开关是否损坏

3、若内部烧坏，与本公司联系

开机不工作但有显示

1、是否显示 P…..，自动停闪状态，按任意键

即可

2、是否显示“ 0”，为外触发状态，按设置

键及确认键转换至内触发状态即可

开机工作但不显示 1、显示电路出问题，与本公司联系

外触发不能闪光 1、外触发光电眼工作是否正常

外触发时不能显示频率

1、检查 rpm及 EX1或 EX2指示灯是否亮，否

则按设置键及确认键直到 rpm 和 EX1 或

EX2指示灯为亮。

能闪光但有漏闪或变暗
1、频率是否在建议使用范围内；

2、LED是否光衰，若是，请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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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套一览

序号 名 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DSL900便携式 LED频闪仪 台 1

2 三芯标准电源线 根 1
3米（或 2米）
长,与频闪仪
已固定联接

3 四芯光电开关接头 只 1 外触发用

4 产品使用说明书 份 1

5 产品合格证 份 1

附录： DSL900便携式 LED频闪仪外形尺寸图

240mm 118mm

15
5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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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L 系列频闪仪使用补充说明
在外触发工作方式 2工作时，为了方便参数调整，在原操作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在

工作时一边工作，一边调整参数 C（周长），具体操作如下：
★开启机器，当选择的工作方式 2并在工作时，让车速处于某个高速稳定值，如：若

机械通常工作的较高速度为 100m/min，则请将车速调到这一稳定值（若图案间距为 25 mm，
则此时频闪的频率应在 4000左右），然后用频闪灯观察一分钟左右，此时可能会出现图案不
完全稳定，请继续下面的操作进行修正；

★转动旋钮显示变为 C××××（原来设置 C参数的值），此时旋转旋钮或按+ 、 - 键

改变 C参数值（用旋钮顺时针增大 C值，逆时针 C值）；
★改变 C参数后，按确认键，将所改 C参数输入方式 2并工作；
★改变 C参数后，如果不按确认键，则所修改 C参数无效，5秒钟后返回原方式 2工作

状态并不改变原参数。

外触发工作方式 2（F2）的安装及调试方法如下：
（一）、安装说明：

1、安装示意图如右图：

2、找到与卷材（如水松纸）线速度相同的对应从

动辊。如没有安装从动辊，请想办法安装。

3、在从动辊上粘贴与从动辊有色差的色标一个，

以便从动辊转一圈光电开关能取到一个信号即光

电开关指示灯亮灭交替一次。（如从动辊底色为黑

色，则选择白色色标；底色为白色，则选择黑色色

标。）目前一圈只设置一个色标信号。

4、按上图将光电开关固定，同时要把光电开关聚

焦点调节好，使得从动辊转一圈光电开关能取到一个信号即光电开关指示灯亮灭交替一次即

可。

（二）、设置说明

1、打开频闪仪电源开关，使传感器光源投在色标与底色的交界处，即一半光源投在光标上，

另一半投在从动辊底色上，调节传感器灵敏度旋钮，使指示灯刚好由暗变亮。手动转动从动

辊一圈，光电开关指示灯亮暗一次即可。

2、按设置键，切换到外触发工作方式 2（F2），显示屏显示 F2 字样;

此时按确认键显示屏显示 C××××字样，此时，按 + 、 - 、×2、÷2 键或旋转旋钮输

入实际的周长值（单位为 0.1mm）;

3、按确认键，显示屏显示 d××××字样，此时，按 + 、 - 、×2、÷2 键或旋转旋钮

输入实际的图案间距值（单位为 mm）

4、按确认键，显示屏显示 n××××字样，此时， 按 + 、 - 、×2、÷2 键或旋转旋钮

输入 n的数值，一般此值为 10，此时再按确认键，进入工作方式 2（F2）状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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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L900便携式 LED频闪仪

长寿 高效 节能

专业解决方案

您的超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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