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規格

防護等級 IP 65 (MEMA-4)

環境溫度

探頭：–20°C ... 120°C (2W LT)

           –20°C ... 180°C (2W LTH)

           –20°C ... 125°C (2W 2M)

電路路：–20°C ... 75°C1)

儲存溫度 –40 °C ... 85 °C (探頭及電路路)

相對濕度 10 – 95 %, 無凝結

震動 IEC 68-2-6: 3 G, 11 – 200 Hz, 任意⽅方向

衝擊 IEC 68-2-27: 50 G, 11 ms, 任意⽅方向

重量量 42 g

電氣規格

模擬輸出(可調節) 4–20mA

迴路路最⼤大負載 1000Ω  (與供電電壓相關)

報警輸出 0-30 V/ 500 mA (常開) 

數位輸出
單/雙向通道，9.6 kBaud，0/3 V digital 
level / USB 選擇

信號輸入 (0-10V)
可編輯信號輸入調節發射率設置和環境溫度
調節，觸發信保持功能或USB通訊

LED功能 報警提⽰示、⾃自動瞄準、⾃自我診斷、溫度提⽰示

電纜長度
探頭⾄至電⼦子盒 0.5m (標準), 3 m, 6 m


電⼦子盒⾄至末端 0.5m (標準), 3 m

電源 5–30 VDC 

測量量參參數

溫度範圍

(可⽤用設置鍵或軟體調節) 

–40°C ... 1030°C (2W LT / LTH) 
250°C ... 800°C (2W 2ML) 
385°C … 1600°C (2W 2MH)

光譜範圍 8 – 14 µm (2W LT/LTH) ，1.6 µm (2W 2M)

光學解析度（90％能量量）
15:1 (2W LT/LTH)，22:1 (2W LTH) 
40:1 (2W 2ML)，75:1 (2W 2MH)

CF透鏡（可選）：
0.8 mm @ 10 mm (15:1)  
0.6 mm @ 10 mm (22:1)  
0.4 mm @ 11 mm (40:1)  
0.2 mm @ 11 mm (75:1) 

系統精度
2W LT / LTH：±1% or ±1°C 1)2)   
2W 2M：±0.3 % 讀數 +2°C⽬目標溫度>450 °C 2)  

重複精度
2W LT / LTH：±0.5 % or ±0.5 °C 1)2)   

2W 2M：±0.1 % or +1 °C ⽬目標溫度>450 °C  2)

溫度係數 ±0.05 K/K or ±0.05 % / K 3)

NETD 0.1°C

反應時間（90％） 30ms(2W LT)，150ms(2W LTH)，10ms(2W 2M)

發射率/透射率 0.100 – 1.100 (通過軟體調整)

信號處理理
峰值/⾕谷值保持、平均值，延長保持閾值
和滯後功能(透過軟體調整)

電⼦子部件尺⼨寸 長 35mm，直徑 12mm

軟體 optris® Compact Connect 

1) ⽬目標溫度 >0 °C ; 取較⼤大值
2) 環境溫度 23±5 °C，發射率=1，反應時間為1s
3) 環境溫度<18°C 或 >28°C，取⼤大值

・4-20mA 輸出和報警輸出


・綠⾊色LED光環報警提⽰示，智能電⼦子瞄準功能


・無需冷卻可耐環境溫度180°C


・短路路保護和極性接反保護


・溫度測量量範圍：-30 ~ 1600°C


・電源 5-30 VDC

optris® CSmicro 2W LT / LTH / 2M  
紅外線測溫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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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源電壓5-12V，在電源電壓> 12VDC時最⼤大。
    電⼦子盒的環境溫度是6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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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路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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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 LT/LTH

2W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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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友順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02-2579-6013    E-mail：service@usoon.com .tw      www.usoon.com.tw CSMICRO2WLTLTH2M1807

尺⼨寸/配件(選配)

CF鏡頭 固定架 空氣吹掃器

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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