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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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滿足使用者簡易需求
無論你從事什麼產業或是操作何種設備，亦不管

是簡單還是複雜，為了更有效率的執行維護工

作，您對您的生產周遭狀況及製程需要有足夠知

識掌握。

狀態監診的震波法則策略是獨特且易於學習和執

行，我們以極先進的測量科技成為最佳利器，快速

又順暢的學習曲線，並加快維護部門的作業速度並

使大量的定期檢測能合理化管理，即時現場設備狀

態評量也是所有震波測量設備的特色。

具有專利及獲獎無數的高清震波量測法則開拓了狀

態監診的視野，較以往更為全面的設備監診範疇，

以維護提升生產力為目標發現潛在設備問題，是傳

統的振動量測技術所無法披靡。

可攜式生產力與效率
達文西鑽石級儀器®是可在惡劣的工業環境挑戰下

使用的手提式儀器，在狀態監診的程序中，這種超

高性能又精密的工具提供了強大的分析能力以及疑

難排解的優勢，無論在哪，當量測效能為最重要之

時，達文西鑽石級儀器就是個完美的選擇，此外，這

台儀器中也將會為設備各種異常提供強大又可行的

測量方法。

達文西鑽石級儀器是我們致力於發展高階監診設備

的最新證明。為回饋來自全球各地的震波儀器愛護

者，我們直接回饋是，開發一項新款監診儀器，此儀器

將提供長時間在最艱難也最嚴苛的工作環境下使用。

這款監診手提式儀器可以使用在危險區域和惡劣的

環境中，當然在防爆本質安全的環境下也可使用。

獨一無二的狀態監診效能



軸承監測之高清震波法則
高清震波是運用在低轉速設備上診斷的一項新突破

性成就，並提供了完整解決問題之方法。

震波法則的專利已為眾人皆知的可靠方法，也是公

認為測量轉動機械軸承狀態的最佳方法。原始的震

波法是專門為滾動軸承狀態監測而開發的一項新法

則，該方法的特點是易於操作，在設備上的軸承與其

潤滑狀態上呈現出容易了解且又可靠的信息，只需要

輸入少許數據，此測量訊號就會從滾動軸承即時觀

測到的綠、黃、紅燈的運轉狀態。其它例如齒輪損

壞，高清震波在檢測齒輪箱的信號上也是非常具有

功效。

高清震波可在一般傳統技術失效時，能以令人驚豔的

準確性和優異的早期預警能力發現到軸承的劣化狀

態。在振動分析上，高清震波是個完美的伙伴，它可以

成功的使用在所有的滾動軸承類型上。

超低速軸承監測
在低轉速設備中，軸承早期失效是個眾所皆知的大麻

煩，對於低轉速應用分析上與相關聯的特殊要求已經

超越了現有的監測技術–直到目前為止。

高清震波擁有無可比擬的功能，它能夠含蓋1-20.000 

轉速範圍，先進的數位演算法提供了非常高的動態功

能，能從背景噪音中析辨出所需的訊號，此訊號在擷

取與強化後，可準確又毫無障礙的觀察設備狀態。

測量結果是以往從未見過的詳細方式呈現，在軸承狀

況中並給予一種清晰透徹的畫面，有如刀刃般鋒利的

頻域和時域信號將損壞根源分析提升到一個新的境

界，基於數據與知識的累積，軸承的潤滑最佳化是很

容易改善的，亦有助於延長軸承的壽命。

預知維護的範疇延伸到低轉速的狀態監診，高清震波

是所有軸承監測方法中你不能或缺的。

你從來沒見識過的軸承監診方式

Measuring point window with photo  

Trend graph with historical data Band alarms in SPM HD spectrum

SPM HD - Measuring result BPFO symptom in SPM HD spectrum

Voice recording of comments



高清倍頻追蹤
達文西鑽石級儀器提供先進及創新的倍頻追蹤功能，感

謝鉅細靡遺的工程與數位科技的應用，功能強大的高清

倍頻追蹤可以比以往更精確的量測及取得更多精確的頻

譜分析。

在變轉速設備中震波與振動分析，它技術領先以及專利

的倍頻追蹤演算法，非常詳細的追蹤轉速在數據採樣的

過程中所發生的變化，採樣的速率是自動化且連續性調

整為當下的轉速，產出的頻譜具有驚人的清晰度而且完全

無任何模糊問題，詳細觀察軸承及振動分析亦是可行的，

即使是運用在最複雜的工業生產設備上。

倍頻追蹤適用的轉速的範圍十分廣泛，從每分鐘僅一轉到

數千的轉速，即便轉速變化快速，它仍擁有獨特的倍頻追

蹤演算法和精湛的準確性。

對於轉速的測量法，轉速計，閃頻儀，NPN，PNP或輸入項位

分析®皆可使用閃頻儀也可以經由儀器輸出信號所控制。                 

SPM HD - Time domain analysis

Speed measurement



高性能振動分析
達文西鑽石級儀器提供了高度純熟的振動測量，即使

在信號微弱和訊號能量低的地方，儀器也能以極出

色的噪訊比並設計出增益(Gain)可調整的性能需求，

提供利刃般鋒利的頻譜分析；振動量測的明確優勢

是在背景強訊號中展現更清晰的微弱信號，例如在

齒輪箱。

振動程度可監測診斷一般機器的使用狀態，在0-40 kHz

範圍內，達文西鑽石級儀器測量振動的速度，加速度和

位移值是根據最新的ISO 10816標準而制定。除此總量

振動讀值外儀器也會顯示傅利葉轉換的頻譜，可輕易

的辨認出不平衡，不對心和結構鬆動的問題，也可以選

擇包絡低通和高通濾波的頻帶範圍。

EVAM®測量方法為時域和頻域參數提供了預設評估模

式，FFT傅利葉分析出實際聚焦而產生的25.600切線，

測量資訊處理，設備故障徵兆計算和趨勢分析都是在

此測量儀器完成處理。

先進與實用功能
在變轉速設備的運作，即使轉速的測量過程中變化劇

烈，振動分析與高清倍頻追蹤仍提供了可靠的數據和清

晰透明的測量結果。

寬頻涵蓋範圍是由 DC 至 40 kHz，特別在轉軸心線

的軌跡圖，量測的絕對位置是很重要的，在平軸承方

面，達文西鑽石級儀器的動態測量和軸心位移是很可

靠的。

在三軸向上同時測量，將使三軸向感應器的使用和多軸

振動監測在原先定期的測量路徑降低到最短的時間。

達文西鑽石級儀器在先進的振動分析上是一項完美的

設計，提供了最佳化的性價比與管控。

最高階振動分析

Gear box spectrum with sidebands 

Spectrum with gear symptom

Orbit analysis Dynamic balancing, single and dual plane

Tri-axial vibration measurements EVAM - trend evaluation 



故障維護技術
真正的預知性維護是消除根本的問題，不對心和不平

衡的設備浪費大量的能源也會磨損機器本體，達文西

鑽石級儀器為根本的問題分析及故障維護提供了精密

的工具。

結構共振：，啟停機與衝擊測試可顯示出設備結構的振動

特性，特別在臨界轉速的設備上產生共振。

軸對移：針對於雷射對心形式包含臥式和立式設備，線

性雷射對心套件連接僅用一條纜線的達文西鑽石級儀

器以及圖形介面將引導使用者透過對心程序得到完美

的結果。

動平衡：根據ISO1940-1的標準，轉軸的平衡採單面

平衡和雙面平衡為快速可靠的方法，初始振動分析暨

有不平衡的狀況，達文西鑽石級儀器以一步一步地方

式引導使用者完成線上平衡校正，平衡重新校正計算

完成後可將報告存放在列印文件檔中做為往後追蹤

使用。

Laser shaft alignment 

Run up - coast down measurements  



Interfaces for industrial environmentsPowerful battery pack - exchangeableRFID measuring point identification

設計用於測量

4.3” TFT彩色顯示器帶

自動背光

可編程功能鍵

單手操作，可向右或向左

接受IEPE標準動感應器

碳纖維增強的外殼，IP65

可更換鋰離子電池組最低限度可正常使用16小時

RF卡以無接觸式的識別測量點，讀取和寫入

Cond ID®記憶體標籤的功能

一米的掉落試驗是根據IEC 60079-0

重量約800克

Ex version available

嵌入式智慧和堅固設計
達文西鑽石級儀器是特別為能承受惡劣環境而

設計的一種儀器，煉油廠，化工廠，探勘採礦和

海上工業等重工業皆為具有挑戰性的環境，達文

西鑽石級儀器的抗磨損設計使得它非常適合在

苛刻的工業環境下使用。

從裡到外，達文西鑽石級儀器是終極的設計，

其耐久性和堅固性來自於選擇高品質組件，以

堅固外殼設計，外殼連接器以橡膠保護，可靠

的電子元件和牢固的接合，達文西鑽石級儀器

能承受衝擊和碰撞，強烈的振動、溫度、電磁場

及一米的落地測試。

儀器堅固外殼設計之外更加強了防護性，並擁

有耐環境之IP 65 等級，即使接觸粉塵，水，溼

度，鹽或會影響儀器壽命的腐蝕性的化學物質

下皆可安全使用。

為了確保在惡劣的工業環境下能持續操作並能

提供最高性能，耐久性和可靠性，我們製造的達

文西鑽石級儀器就跟環境一樣堅韌。



三頻道同時振動監測

頻率範圍 DC40 kHz

動態範圍>100分貝，24位元 AD

高達25600線FFT傅利葉頻譜

預設故障徵兆頻譜分析

瀑布波型圖，相位和即時頻譜

長達50個小時同步記錄

包絡，正確聚焦和時間同步測量

頻閃儀的輸入/輸出轉速測量

電流和電壓輸入，0~20 mA /0~10V

馬達電流分析

速度測量範圍  1-120,000轉速

下載上萬個的測量點

聽診器功能，耳機

感應器及線品質自動測試

防干擾語音註解記錄

語言選擇



創新永恆，執行

工藝精湛
達文西鑽石級儀器是可靠，高效率的分析工具，處

理所有您所需要的狀態監測方法，它提供了全面性

的精密測量技術以及所有輔助診斷和故障排除的

功能

達文西鑽石級儀器高效率又可靠的處理不同的設備特

性和操作狀態的變化，先進的數位技術和精緻的軟體

設計能萃取精華的數據和高階運算。

當您準備好測量，該儀器便能立即啟動，如設備狀態

量測，連續倍頻追蹤和動態警報設置等特點會提供

清晰，可靠的讀值和詳細的異常警報，一般使用者定

義的故障徵兆會隨時間自動計算，評估和觀察趨勢

變化，所有的資料處理和狀態評估是現場即時進行

的，按下一個按鈕，即可進行多個測量任務，最多五

個不同的參數可以同時測量，以綠-黃-紅燈顯示即時

狀態評估，警報，歷史數據和趨勢也將會傳輸在測量

儀器上。

為容易使用而設計
它的功能不僅僅只是一種工具。達文西鑽石級儀器具有

設計感並結合精巧便利的功能性，此儀器是為了重型工

業而設計，它的外觀和觸感反映了它的用途。

此儀器承襲北歐極簡和親合性的特點，達文西鑽石級

儀器具有精巧的設計，符合人體工學的單手握把，完美

的鍵盤配置讓使用者戴上手套也能操作。

直覺式的使用者介面主要是對應紅寶石級狀態專家軟

體，可編程軟體的功能鍵使它能夠依使用者的喜好自訂

畫面。

在黑暗中、日光下以及室外使用，大屏幕及高解析度

的TFT-LCD彩色螢幕提供了極佳的可見度，該儀器支

援畫面分割，利用最佳的螢幕空間允許同時顯示多個

視圖。

所有的輸入和輸出連接器皆安置在遠離顯示器和鍵盤

位置上方符合人體工學和儀器操作的最佳主控權。



配件及輔助設備
一言以蔽之，達文西鑽石級儀器是一個多用途的儀器，

釋放出整座工廠生產力潛能，有種類齊全的配件可供

選擇。

對於安全運輸和儲存，提供了抗振包裝的耐用手提箱，

另外，可抽換之充電的電池，電源配接器和電池充電器

(100-240V或12V)提供可長期使用的功能，如果測量路線

產生大量的資料，則此儀器可外接記憶卡。 

儀器配件的範圍還包括雷射和紅外線溫度感應器的

轉速計。麥克風耳機可用於語音記錄測量路線的異常

註記。

範圍廣泛的感應器，發射器和安裝配件滿足各種應用的

需求，包括嚴苛和最高防爆等級的環境中或狹窄的空間

裡，每一項需求皆有震波或振動感應器可用於多種選項

中。先進的LineLazer軸對心套件和測量點識別測點的

智慧卡CondID®是有用的備件。



 

深入分析的強大軟體組合

Graphical overview Coloured Spectrum Overview

Symptom match

紅寶石級狀態專家軟體
震波狀態監診解決方案的核心是功能強大的紅寶石級

狀態專家軟體，其中包含專業的知識累積評估設備運作

的狀態，紅寶石級狀態專家軟體從所有的手持式儀器

和線上監診系統中，收集並儲存測量結果來評估與分

析設備，此軟體具有模組化和系統功能，可以針對特定

的客戶需求進行量身訂製。

該軟體的組成部分，是由一個完整的軸承產品目錄，潤

滑劑資料，軸承壽命計算，震波狀態監診規則，ISO警戒

值，頻譜分析的精準模式和故障徵兆檢測等，紅寶石級

狀態專家軟體容納管理所有維護活動，如時間表，測量

路線和工單。通過狀態專家 WEB啟用了遠端監控。

可選模組提供並支援所有的量測技術以及額外的特殊

功能，如：

彩色頻譜綜覽圖可提供一段長時間下，數以萬計頻

譜的歷史記錄快速瀏覽。

彈性設計警報配置狀態管理員，設備在任何的時

間狀態下警報設定特定操作條件自動觸發。

透過電子郵件或簡訊發送給相關人員在設備或測點

上的異常警報。

圖型化總覽，可依照設備和測量點資料夾的偏好編

排，該設備或是特有機組件的照片都可連接或下載

到達文西鑽石級讓現場即時辨識的監控手提式儀

器。

趨勢選項，可以容易地觀察到不斷變化的操作狀

態，平均讀數能進一步的簡化分析並從各個測量

點的頻譜上可以用各種方式來對照，例如頻帶警

報，趨勢徵兆值會顯示評估狀態圖並減少研讀頻

譜和時間信號的必要性。

達文西鑽石級儀器的個人化使用的系統預設。



 

Trend graph

Spectrum

工廠績效評鑑TM　決策支援
為了您工廠管理上更透明及更有效的決策，可以從紅寶石

級狀態專家軟體的工廠績效評鑑模組擷取統計資料。

工廠績效評鑑可展現維護對生產影響的經濟效益分析，

它顯示狀態監測程式的範圍，提供監控設備的統計概

況。這些資料呈現在容易理解的統計圖中。

使用者定義的統計方式可包括資料庫或設備狀態統計和

關鍵技術性能指標，例如：

• 單一部門或一類機型的整體振動

• 由於生產停工期的貢獻虧損

• 所有關鍵性馬達的運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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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機動性和模組化功能

功能付費制
狀態監診是為了因應高度競爭的工業效益而產生的

管理策略，隨著時間改變，狀態監診將大大的減少維

修成本並且在生產力上有著重要的影響，狀態監診費

用支出主要在軟硬體，人員培訓與人力上。達文西鑽

石級儀器具有可選擇購買的方式，你可以隨意選擇適

合的功用以及用途。

功能與使用
該平台是儀器與軟體溝通和接受人工資料輸入的管

道，紅寶石級狀態專家監診軟體的模組化設計能使儲

值裝置的組合功能或個別的通過下載更新文件到儀器

上，輕鬆的執行升級。

量測儲值的測量費用將取代儀器軟硬體購置成本，

基本功能全部免費 ，但每一個狀態測量將依照不同

的技術收取些許費用，達文西鑽石級儲值功能，在儲

值不足前會發出兩次警告，然後轉換到保留區。

狀態監診的專家
震波儀器已經使用了四十多年為可靠協助設備建康

管理方法，做為一個完整解決方案的華貿公司，提供

了全套的檢測方案和高性能狀態監診產品的服務，

震波含蓋了軸承潤滑和劣化分析與振動分析，通過

全世界的網路資源，華貿提供完整的產品生命週期

支援包括基本服務和調校服務，貼近您的服務點。

除了先進的測量技術，經由我們自己研發強大的軟

體平台，紅寶石級狀態專家監診軟體 ，震波產品的

完整陣容含蓋一切由傳感器，傳送器和電纜線到各

類手提式儀器和線上監診系統。

實現維護終極目標的關鍵在人員訓練，正確量測，評

估和做出決定的能力是成功維護的重要條件，華貿

震波/振動訓練中心的培訓設施提供了標準化的課

程和客置化培訓各級人員參與狀態監診。

先詢問華貿公司，我們將會為您在維護上的所遇見

的挑戰轉變成可改善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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