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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BLE INTELLIGENCE



di·a·mond  \’dī-(ə-)mənd\  
The hardest naturally occurring substance known; also the most popular 
gemstone. The durability, strength and versatility of the gemstone inspired 
us to name the instrument Leonova Diamond.

condition 
monitoring in a 
league of its own



无与伦比的状态监测效率

将复杂高新技术转化为简单的操作应用
无论是什么行业，使用何种设备，无论简单或复杂，

在生产过程中我们都需要应用专业技术和深刻的理

解对设备维护方法进行优化。   

SPM状态监测方法简单易学，易操作。先进的检测

技术经不断优化，特别容易掌握，能使设备维护部

门紧跟生产进度，使大宗设备常规检测的精细化管

理成为现实。

SPM HD®专利检测技术获得多项科技奖项，备受赞

誉，扩大了状态监测潜在使用领域，使其能前所未有

地、更广泛地适用于更多设备类型。通过在设备维护

领域多年来的积累经验，我们发现：有些设备故障使

用传统振动检测技术根本不可能做到“真正”有效

的监测。

便携高效
Leonova Diamond®是一款专用于恶劣工业环境中的

便携式状态检测仪器。耐用、技术成熟，为设备状

态监测方案带来了强有力的分析和故障排查能力。

如果您想开展状态监测工作，Leonova Diamond将

是您不二之选。该仪器将所有久经考验、针对不同

工况的检测方法、多年的经验积累集于一身，功能

超强。

Leonova Diamond是我们SPM对客户承诺的产物。作

为对全球SPM客户回馈的直接回应，我们研发了这

种能在最苛刻，最恶劣工况下仍具有超长使用寿命

的仪器，能在设备维护方面带来更多效益的一流状

态监测产品。

专用于危险区域和有害环境，也可以提供本安型。

headings



SPM HD®轴承检测
SPM HD 是状态检测科技中的一项新成就，是低转速设

备状态检测所遇到问题的开拓性解决方案。

该方法由冲击脉冲专利技术、可靠的True SPM®技术演变

而来，其被公认为检测旋转设备轴承状态最好的方法。

冲击脉冲方法专门为滚动轴承状态监测所研发，具有简

单易用、易懂、轴承机械和润滑状态信息可靠性高等特

点。仅需要少量输入数据，通过测量从滚动轴承上发出的

信号，对轴承状态进行评估，以最直观的颜色方式：绿-黄-

红来显示轴承健康状况。同时SPM HD技术也可以对齿轮

啮合信号进行高效监测，例如齿轮齿损坏产生的信号。 

在那些常用方法不能取得成功的地方，SPM HD则以令人印

象深刻的精确度和超长的提前预警时间对轴承的退化状

况和初期故障进行监测。SPM HD技术也可以用于所有安

装滚动轴承的机械设备，与传统振动分析成为绝佳搭配。

超低转速滚动轴承监测

众所周知，低转速设备上轴承的早期故障非常让人头

疼。此前，对低转速设备进行检测的相关特殊要求完

全超出常用检测技术的有效范围。

SPM HD在1-20转/分范围内的监测能力无与伦比。先进

的数字计算方法使技术变得更为灵活、动态，并能自动

区分噪声信号和所需检测信号。信号通过获取、加强，

生成清晰、完整的设备状态视图。

检测结果空前精细，轴承状况清晰可见。锋状频谱、时

域信号将故障根源分析带入到全新理解水平。根据检

测结果和扩展技术，轴承润滑状况也得到了充分优

化，使轴承使用寿命得到显著延长。

如果您想扩大设备预知维护范围，将低转速设备状态

监测纳入其中，那么SPM HD技术则是您真正需要的关

键技术。

您前所未见的最先进	
轴承检测方法

带彩色设备照片测点界面 

趋势图和历史数据 SPM HD频谱中频带报警

SPM HD检测结果 带 BPFO征兆的SPM HD频谱 

声音注释记录



高清转频追踪技术

LeonovaDiamond能提供先进、开创性转频追踪功能。这

些都归功于严谨的工程设计和对数字技术的完美应用，强

大的高清倍频追踪能更精确的对设备进行检测，能得到前

所未有的精细频谱。

就变速设备上冲击脉冲技术和振动分析而言，先进、专利

性转频追踪算法能精确地对数据采集期间的转速变化进

行追踪。能根据当前转速对抽样率进行自动、持续调节，

生成清晰频谱，无任何拖尾现象。即使在最复杂的工业应

用中，也完全可能实现准确、细致的轴承和振动分析结果。

检测转速时，转速计、频闪仪、NPN、PNP或键向信号都能用

于该系统，也能利用本仪器输出信号对频闪仪进行控制。

您前所未见的最先进	
轴承检测方法

SPM HD 时域分析

转速测量



高性能振动分析
Leonova Diamond 可提供高精细振动检测。即使是在信

号弱、能含量低的情况下，Leonova Diamond 也能提供

清晰的锋状频谱。增益调节功能业已设计完善，能提供

良好的信噪比。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则是在那些微

弱信号与较强信号混杂出现的情况下（如齿轮箱中），仍

能保持其高可靠性。

振动烈度检测能对设备整体状况进行诊断。在0-40KHz频

率范围内，Leonova Diamond可根据ISO 10816标准对振动

速率、加速度、以及位移进行检测。除了RMS（均方根）读

数，仪器也能同时显示快速傅里叶变换频谱，能非常容易

判断设备不平衡、不对中、结构弱化等征兆。也可以选择

包含带通过滤和高通过滤功能的包络技术进行检测。

EVAM® 检测技术能提供预设时域和频域参数评估模

型。FFT分析功能能实现25600线数频谱。检测数据处

理、设备故障征兆运算以及趋势应用都在仪器中一次

性完成。

先进实用的功能	
即使当设备变速运转时，检测过程中转速变化很大

时，HD转频追踪振动分析功能也能提供可靠数据和清

晰的检测结果。

宽阔的频率范围，从0-40KHz，能完全适应对绝对位置

要求较高的检测需要，一般即为轴中心线相关检测。对

安装径向轴承的设备，Leonova Diamond 能可靠检测

设备机轴的动态、与轴心运动。

三通道同步测量功能使我们能灵活地使用三个轴向传

感器以及多轴向振动检测对设备进行精确检测和故障

分析，同时能缩短检测路径，省时省力。

负电压水平处理功能也能对其他监测系统产生的输

入信号进行直接测量，不需要任何额外设备或仪

器。  

提供最大使用价值、性能和管理手段，Leonova 

Diamond是高端振动分析人员最理想的工具。

超一流的振动分析技术

带征兆齿轮振动频谱 

齿轮征兆频谱

轴心轨迹分析 单面、双面动平衡

三轴向振动检测 EVAM 趋势评估



改进设备维护技术
消除故障根源问题才是真正的预防性维护。对中和平衡

状况较差的设备不仅耗能多，而且设备自身磨 快。 

Leonova Diamond能针对这样的问题提供专业细致的工

具来分析故障根源、改进维护方法。 

结构共振：启停机检测以及锤击试验能检测并显示设备

框架振动特征、共振频率和临界速度下的反应情况。

轴对中： 在进行水平、立式设备激光对中检时，Leonova 

Diamond仅需通过一根线缆连接至LineLazer激光探头

上，就能通过图形界面用户引导用户完成对中步骤，达

到完美效果。

动平衡: 单、双平面现场转子平衡快速可靠，完全遵从

ISO 1940-1标准。初始振动检能清楚显示不平衡的状况

和程度。一步一步，Leonova引导用户完成平衡步骤，并

提供一些矫正不平衡的可用方法。平衡恢复计算和结果

可进行打印、存档或者其他后续用途。

激光对中 

启停机测试



工业环境仪器接口强劲电池组件- 可更换RFID测点辨识

量身打造

4.3寸 TFT 
自动背光薄膜液晶显

示屏

可编程功能键

左手或右手单手操作

可连接IEPE 标准振动传感器

IP65碳纤维强固外壳

可更换电池，最短使用时间16小时

RF 自由测点辨识收发器， 
CondID®存储标签读写功能

IEC 60079-0   1米坠落试验

仅重800g可提供防爆型号

嵌入式外壳设计，坚固耐用
Leonova Diamond专为应对恶劣环境状况打造。

如石油炼化、化工、萃取工业以及近海工业等具

有环境挑战性的重工业。Leonova Diamond的耐

磨损设计，使其能完美应用于各行业和其他高要

求工业环境。 

Leonova Diamond由内到外都为耐用设计，其耐

久、坚固都源自精心的优质构件筛选。高强度、专

利金属粘接外壳能很好地保护系统内部连接，并

牢固、可靠地保证内部电子元件能紧密衔接，能

承受震动和冲击，以及过度振动、高温、电磁场

干扰，并能在一米范围内强效抵抗摔震。

然而，其坚固耐用的设计并不局限于此。该仪器

为IP65等级，可在直接接触灰尘、水、湿气、盐

碱，或强化学物质，挑战仪器使用寿命的环境下

使用。为了保证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能持续使

用，并保证最好性能、耐久性和可靠性，我们将

Leonova设计得非常坚实。



三通道同步振动监测

频率范围直到40 kHz 

动态范围>100 dB, 24 bit AD

FFT（快速傅立叶变换）频谱线数高达25600

频谱分析早期故障征兆。

瀑布图，相位谱以及实时频谱

同步记录时间可达50小时

包络、细化、时间同步检测

频闪仪检测转速，可输入/输出

电压，电流信号输入，0 –20 mA / 0 –10 V

电机电流分析

转速测试1– 120 000 转

可加载数千个测点

听诊器功能，耳机

自动传感器线性检测

声音记录功能

语言选择



基业常青,	追求卓越

高性能设计
Leonova Diamond是一款可靠、强大效率的分析工具，

能满足您所有状态监测需求。能提供全面、宽范围的

精密检测技术以及其他诊断支持功能和排障功能。

Leonova Diamond能高效、可靠地处理不同设备特征

和可变运行状况。高端的数字技术和悉心的软件设计

能保证高质量的数据获取和处理工作。 

开机快;仪器能随时随地根据您的需要进行检测。条件

式检测、持续转频追踪以及动态报警极限这些功能能

提供清晰、可靠地结果和恰当的报警值。能自动运算

通用和自定义故障征兆、评估、并进行趋势化。所有数

据处理和状态评估实时完成。多个检测作业，只需一

键操作；且同时可检测多达5种不同参数，绿黄红即时

状态评估、生成报警、历史数据以及趋势。

	

简单易用的设计
Leonova Diamond物超所值，是功能、轻便度与高超性

能的完美结合。专为重工业设计，其外观和手感都能

反映其用途。

简单、易用使得这款仪器别具一格，Leonova Diamond

设计轻便紧凑，符合人体工程学要求。键盘布局设计

独具匠心，操作人员在带手套时也能自如操作。

直观的用户界面与Condmaster®Ruby软件界面类似，

用户可根据自己爱好使用可编程软件功能键进行导航

设置。

超大、高清TFT液晶彩色显示屏无论是在黑暗中、强烈

日光下或户外环境中，都能提供优质视觉能见度。该

仪器支持分区屏幕，能以最佳方式利用屏幕空间，同

时显示查看多个图形。

所有输入和输出接口都位于离显示屏和按键较远的位

置，便于使用，并为仪器操作提供更大空间。



附件和辅助设备
不管从任何方面来讲, Leonova Diamond都是一款多用

途、多功能仪器。可根据完整的可用选件来实现其更多

潜在功能。

为了安全运输和存库，我们会随机提供安装有固定泡沫

的硬质仪器箱。此外，可充电电池包、充电器和适配器为

仪器的电能使用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

若检测路径中产生的数据数量较大，则可以扩充内存。

仪器附件中也包含一个安装有红外测温传感器的激光

转速表，也可以使用随机配置的耳机来记录检测路径声

音注释。 

多种传感器、变送器以及安装附件能充分满足各种应用

的检测需求，包括恶劣环境以及存在潜在爆炸的环境

中。仪器配置多种多样，每种需求都有与之配套的冲击

脉冲和振动传感器。先进的LineLazer对中套件和 

CondID®测点辨识标签都是非常强大实用的补充工具。



 

高端设备故障分析和管理软件

图形预览 彩色频谱预览

征兆匹配

Condmaster® Ruby

Condmaster®Ruby软件是SPM状态检测方案的强大核

心，包含大量评估设备状态的专业信息。Condmaster 

Ruby 收集并储存所有从SPM便携式和在线测量设备获

取的测量结果，用以评估和显示。此软件为模块化设

计，客户可根据具体需求设置系统功能。

该软件不可或缺的部分分别为完整的轴承库、润滑数

据、轴承寿命计算、SPM状态评估规则、ISO极限值，以

及频谱分析和故障征兆监测数学模型，等等。

Condmaster Ruby 可胜任所有设备维护工作的管理，例

如维护日程时间表、检测径路和工作指令，并可通过

CondmasterWEB实现远程监控。

还有些可选模块能为各种测量技术和其他附加功能提
供更强大的支持，例如：

用户可通过彩色频谱查看功能对长期储存的上千个

频谱数据进行历史性回顾。 

Condition Manager可对报警进行灵活设置，所有报

警极都可自适应于任何设备运行时间内的设备状态。

设备组件和测点水平警报可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方

式发送给操作人员。

用户可对图形化预览方式中的设备和测点文件夹进

行个性化设置。整个工厂和单个设备组件图形都可

以直接加载到Leonova Diamond中进行即时已测设

备辨识。

趋势管理选项能帮助我们更容易地观察设备运行状

态的变化，其检测结果经过平均处理将用于简化后

续的分析，也可以通过多种不同办法对各测点的频谱

进行对比，如频带报警。征兆值趋势可提供已评估状

况图形，能明显降低分析频谱和时域信号的必要

性。

用户可以将个性化设置作为Leonova Diamond的缺

省设置。



 

趋势图

频谱

Plant PeRFoRmeR™
用户可以使用Condmaster Ruby中的Plant Performer功能

将系统中所有统计数据调出使用，以便以更清晰的视界了

解设备运行状态、更效率地制定决策。通过Plant 

Performer，用户可对设备维护的经济效益进行战略性分

析，将状态监测计划进行全范围可视化，提供所有已监测

设备统计数据查看功能。所有信息将以简单易读的圆形分

割统计图或条形统计图呈现在客户面前。

统计任务可由用户自行定义，包括设备数据库或设备状

态统计以及关键性能的工艺指标，例如：

同一车间或同类设备的总体振动

由于停机导致的绩效损失 

所有电机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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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和模块化功能

以性能为本
状态监测是一项积极应对高竞争工业经济的管理战

略。随着时间的推移，状态监测将显著降低设备维护

费用，并对生产力产生重要影响。但要实施状态监测

需购买仪器、培训以及人力。有了Leonova Diamond

这款可自由配置的高端仪器，您可以自由决定合适的

仪器功能和想要购买的仪器硬件。

功能及使用
该平台是能与CondmasterRuby软件进行通讯、并能接

收手动数据输入的数据。软件为模块化设计，使成套

购买各个功能、或逐次购买成为现实。仪器升级简单，

仅需加载升级文件到仪器中就能完成。

用户可以选择 “信贷”方式购买，而不用担心因开放使

用把所有的投资都花费在运营成本中。平台功能为无偿

使用，但每完成一次设备状态检测都会消耗一定“信贷”

点数，因技术类型而异。LeonovaDiamond  会一直进行计

数，在“信贷”点数过低之前给于两次提示警告。

状态监测专业技术持有者
SPM公司已致力于打造各行各业设备可靠性解决方案四

十余年。作为整体性解决方法提供者，SPM为广大客户提

供了完整的全线测量技术和高性能的工业设备状态监测

产品。无论是轴承检测，润滑油分析还是尖端振动分

析，SPM无一遗漏。通过全球网络资源的有效利用，SPM

可在所有产品使用周期内提供大量技术支持，包括所有

基本服务和当地经销商配合提供的设备校准服务。

除了高端的设备检测技术，强大的SPM产品线更是涵盖

广泛。提供传感器、变送器到多种便携式仪器以及由功

能强大的Condmaster所管理的各种在线监测系统。

实现设备维护目标的关键在对技术人员的培训。正确

地测量、评估以及决策的能力最为重要。SPM技术培

训机构可为从事设备状态监测的各个不同水平的人员

提供标准化课程和定制培训课程。

欢迎您随时垂询。我们将使您在设备维护中遇到的

问题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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