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ORTABLE EFFICIENCY



condition 
monitoring in a 
league of its own

em·er·ald  \’em(ə)rəld\

Member of the beryll family of minerals and the most famous and valu-
able green gemstone. The name Leonova Emerald is inspired by the 
gem’s reputation as the stone of foresight and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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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翠Leonova Emerald是一款工业级便携式设备状态

检测仪器，可使用在各种复杂环境中，是现场维护人

员或技术人员进行设备健康普查的最佳工具。翡翠

Leonova可以记录海量的测量路径和测量数据，并

可以进行现场路径巡检和故障分析，这款多功能、

高性能的数据采集器充分提高你的设备状态检测效

率。

翡翠Leonova Emerald提供关键设备的可靠和真实 

的状态信息，便于你制定最佳的维修或保养策略。

工业级设计，确保仪器可以使用于各种复杂的工业

环境中。

无与伦比的状态监测效率



快速和高效完成大量测量路径 EVAM 技术振动频谱SPM HD时域信号 带通SPM HD频谱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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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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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翠Leonova提供先进的和创新的阶比分析（区别于通

用的阶比分析技术）技术，用于变速设备的冲击脉冲和

振动分析技术中，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将采集时的实际转

速和采集数据关联起来，确保测量数据更准确，频谱更

精细，对于复杂工况设备的轴承和振动分析更可靠。

满足各种状态检测技术要求



转速测量和高精度阶比分析技术 根据ISO 1940-1标准进行单面平衡

高性能振动分析
翡翠Leonova提供传统的振动测试技术，提供精确的频谱，保证频

谱图中各种成分能量组分的精确性，无论是弱的低能量信号，还

是强的高能量的信号，精确性一致。仪器大幅提高信噪比，保证强

弱信号有序，如在齿轮箱上进行检测时，强的齿轮冲击信号和弱的

轴承的信号清晰展现。

通过振动技术评估设备的健康状态，在0-20 kHz范围内，翡翠

Leonova根据ISO10816标准测量振动速度、加速度和位移。除了测

量振动RMS均方根值外，还可以测量振动频谱，如不平衡、不对

中、松动等故障很容易进行诊断。振动包络技术也可以使用，可以

选择带通或高通滤波方式进行振动包络分析。

翡翠Leonova使用EVAM®技术，提供预设的振动时域和频域评估

模型直接评估设备状态和故障原因。仪器内置FFT分析，提供带细

化12800线频谱，测量数据处理，设备故障征兆计算和征兆趋势。

可选现场动平衡功能，根据ISO 1940-1标准快速和可靠进行现场

动平衡工作。通过操作向导，指导你一步一步完成平衡过程，自动

给出不平衡修正建议。



工业环境仪器接口强劲电池组件- 可更换RFID测点辨识

可提供防爆型号

进行测量
最好的状态监测技术
翡翠Leonova测量点可以装载实际需要使用功能

或者默认功能，允许使用者灵活配置测量技术，

大幅提高现场测试效率。

单个测量点中可以加载多种不同测量技术或同

一种测量技术不同设定参数配置，一次完成所

有测量过程，使得现场测试工作高效有序。大存

储量，能存储数千测量数据，并能进行趋势分析

和频谱分析工作。

Leonova Emera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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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ova Emera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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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TFT-LCD彩色显示 

屏，带背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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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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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g



频率范围DC to 20 kHz 

动态范围120 dB, 24 bit AD

直至12800线FFT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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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era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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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仅提供宽范围的测

量技术，也提供各种不同诊断和分析能力。

Leonova Emera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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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动一个键

就能完成多种测量任务，仪器立即给出绿黄红三色评

估，产生报警提示，历史数据和趋势---所有这些都保

存在仪器的测量点中。

简单易用的设计 
Leonova Emera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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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er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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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精度的TFT-LCD彩色显示屏，即使在户外，白天强

阳光下，屏幕依然清晰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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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era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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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久耐用的包装箱保证仪器安全运输和存储，可充电电

池套件（100-240V 或 12V），可拆卸电池进行充电或备用

电池进行充电替换，方便使用。

若检测路径中产生的数据数量较大，则可以扩充内存。

翡翠Leonova可以接各种类型传感器、变送器和安装附

件。提供防爆型使用于防爆环境。冲击脉冲和振动功能

可以根据需求进行选配，更有CondID®电子标签识别功

能，用于设备巡检和管理工作。 



 

图形预览 彩色频谱预览

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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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设备故障分析和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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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都可自适应于设备的实际运行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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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era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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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erald的缺省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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