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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TA8008 数字磁通计是一种精确的、智能的磁通计，它可利用不同的测试线圈测量交

流和直流磁通。它采用最新微处理器和优异的运算放大器，结合先进的模拟电子技术精心

设计而成。其主要部分为微处理器控制的模拟积分器。模拟积分器灵敏度高，系能优异，

在不同的磁场条件下，均良好运行。嵌入式微处理器不但完善了积分器的功能，而且又新

增了多种非常实用的功能。TA8008 数字磁通计反应快速，简单易用，有自动操作模式和

手动两种模式，优异的一键式零漂自动调节功能使 TA8008 磁通计成为一款极佳的磁性测

量仪器。 
手动 

快速的刷新率和明亮的数字显示使 TA8008 型很适合于手动磁通测试。漂移抑制功能

使仪器可以多次读数而几乎不需要调整。自动报警功能可在设定的条件下发出报警声或输

出一个继电器开通或断开信号。 
自动 

TA8008 自动磁通测试功能可使你充分体验到时间就是金钱。它具有多种提高测试能

力的特性。快速的刷新率使它能迅速从读数复位而开始另一个读数。TA8008 外部接口可

以与计算机相连，大多数操作可以在计算机上进行。继电器和模拟输出使 TA8008 可以和

其他 PLC 控制的生产线对接。 
磁化 * 

TA8008 数字磁通计具备峰值锁定功能，使之与最快的磁化脉冲同步。无论是正峰还

是负峰，均可在同一个脉冲中同时锁定。 
材料分析 

磁通计用于分析测量中时，高分辨率和低漂移是对他一个关键要求指标。TA8008 磁

通计不仅具有高分辨率，而且噪音极低。自动和手动漂移调整方式完善了积分器的低漂移

特性。RS485 接口可以与计算机相连，数据可以自动录入计算机 
交流磁场 

TA8008 数字磁通计独特设计的交流方式使它可以测量交流场。使用时磁场体积被限

制在和线圈体积一样大的范围中，但有时也可以比线圈体积大一些。这是一种廉价的、低

漂移的测量交流磁场的方法。 
漂移调整 

     模拟积分器的漂移调整一般耗时较长， TA8008 具有的一键漂移自动调节功能能迅速

准确的调节好漂移。其内部有一个快速修正系统，在仪器不使用或者线圈信号时可以持续

调整漂移。这一系统对磁通积分无影响。当然，也可以采用手动方式调整积分器漂移，使

得漂移的影响降到可接受范围之类。 
漂移抑制 
     零点漂移是模拟积分器无法避免的，漂移的不确定性使得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去进行

调整。但 TA8008 数字磁通计具备了所有同类仪器不具备的功能—漂移跟踪抑制，该功能

是通过嵌入式微处理器动态分析，智能补偿环境噪声和漂移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环境噪

声和漂移的影响降到极低，从而提高测量准确度。 
线圈与探头 

TA8008数字磁通计允许用户同时存储多达5个线圈和探头的参数，并且可以在它们之

间轻松快速地切换。使用的线圈及探头也不限于本厂生产的，其他制造商，甚至用户自己

绕制的线圈和探头也可以在TA8008数字磁通计上方便的使用。 



2. 产品特色 

1. 薄膜开关键盘，具备复用功能 

2. 交直流磁通测试 

3. 嵌入式微机控制，24 位高精度运放 

4. 3.2 寸 256*128 带背光功能的 LCD 显示器 

5. 具备优异智能漂移调节和抑制功能，抗噪性高。 

6. 多种单位选择：Gs,Tesla,Wb,Vs,wb*cm2 

7. 可存储 7 组测量线圈的参数 

8. RS-485，继电器开关量输出接口（适合 PLC 等） 

9. 可以通过计算机远程控制 

10. 具备模拟信号输出功能 

11. 硬件峰值锁定 

12. 高低门限报警功能，支持本地和远程 

13. 灵活的量程扩展。 

3. 技术规格 

3.1. 测量 

输入信号数：1 
输入类型：两位端子, 以地为参考 
输入电阻：1K，10K，100K 和 1MΩ  
显示刷新更新速率：6Hz 

3.2. 直流 

显示分辨率：LCM256128 3.2寸LCD屏 

积分电容: 1 µF   

输入电阻 1 K 10 K 100 K 1 M 

量程 2mVs 20mVs 200 mVs 2000mVs 

分辨率 0.0001 mVs 0.001 mVs 0.01 mVs 0.1 mVs 

 

准确度:  ±0.3% 读数 ±0.05%量程 

最大输入电压:10V （2mVs量程） ， 100V（其他量程） 

积分漂移: ±1µVs/minute 

硬件正负峰值保持功能：有 



3.3. 交流 

显示分辨率：LCM256128 3.2寸LCD屏 

积分电容: 1 µF   

输入电阻 1 K 10 K 100 K 

量程 2mVs 20mVs 200 mVs 

分辨率 0.0001 mVs 0.001 mVs 0.01 mVs 

 

频率响应范围: 2 Hz to 50 kHz  

准确度： ±1%读数±0.1%量程(10Hz-10kHz)， 

   ±5%读数±0.1%量程(2Hz-10Hz: 10kHz-50kHz) 

积分漂移: N/A 

3.4. 前面板 

显示介质: 带背光功能的LCD显示器 

显示分辨率 4¾ 位 

显示刷新更新速率: 6Hz 

显示单位: Vs, Wb ,  Gs , T ,Wb×cm，Vs×cm， A  

单位数量级: µ, m, k, M 自动切换 

按键: 8按键，具备复用功能 

3.5. 接口 

DB9串口； 

DB9 端口序

号 
信号名称 功能 

1 COM_IN 外部触发公共端 

2 DRIFT 漂移调节 

3 RESET 待机清零 

4 DA_OUT 模拟信号输出 

5 DA_GND 模拟信号地 

6 COM_OUT 输出公共端 

7 HIGH 输出上限报警 

8 MID 输出合格 

9 LOW 输出下限报警 

探头接口：同选配件 

串行接口: 标准RS-485（Modbus-RTU协议）； 

          波特率：4800，9600，19200，38400； 

 



3.5.1.报警 

数量: 3 

设置: 高低报警值、区间内/区间外、原值/绝对值、报警开关； 

输出: 蜂鸣器响, 高、中、低报警信号输出； 

类型：光耦隔离输出，最大负载电流10mA 

3.5.2.模拟输出 

输出电压范围：-5V ～+5V； 

最大负载：1 K   

 

 

 

3.6. 常规 

环境温度: -15 ~ 55°C .  

电源需求: 220VAC, 50 或 60 Hz； 

外形尺寸: 240 mm W ×250 mm L ×110 mm H  

重量: 约2公斤  

 

 

 

 

4. 菜单说明 

4.1. 测量数据及显示 

4.2. 界面正常测试模式 

 



 

4.3. 说明 

测试过程中，主界面如图所示。 

中间大字体数据主要为测量值： 

<DC>：当前测试为直流模式，可通过菜单选择 AC 模式。 

<2mWb>：当前测试量程。量程可在 2-20-200-2000mWb 切换。 

<COM> ：通讯功能指示。显示状态表示通讯功能打开。 

<ALARM> ：报警功能指示。显示状态表示功能开启。 

<2:Ch> ：线圈指示。当前功能表示使用 2 号 Helmholtz 线圈。 

<+0.0012 > ：测量实时数据。 

<mWb> ：量数值单位，该单位在单位选择界选定。 

<PH：+0.0014>：当前测试状态下的波峰值； 

<PL：+0.0002>：当前测试状态下的波谷值； 

<26℃  >：仪表 CPU 实时温度； 

 

4.4. 交流直流测量切换 

在测试模式下，按 FUNC 键，在菜单界面的“TEST MODE”下切换直流或交流

测量模式。 

 

DC 模式下，显示的数值为积分电路输出值。 

AC 模式下，显示的数值为 RMS 电路输出的值。 

 

 



4.5. 单位选择 

l 通过按键盘上的 UNIT 按键，界面单位循环切换： 

   mWb  ->mVs ->mT -> kGs ->uWb*cm ->uVs*cm  

 

l 说明：在单位选择过程中，各单位量会自动选择(m µ,k, M,等单位的倍数)。同

时，测量单位是否能切换和线圈的类型参数有关，一般分为三种线圈：

Coil_Helmholtz、C_Potent、C_Field、C_User； 

 

l 各单位换算关系如表格： 

测量目标 单位 计算公式 

积分器输出 Vs 

   mVs 

 µVs 

积分器输出 WbN 1Wb=1Vs 

 mWbN 1Wb=1000mWb=1000000µWb 

 µWbN  

积分器输出 MxN 
  

 kMxN 

单位线圈磁通量(Φ) VsΦ 

VsΦ=Vs/N  N:为线圈匝数  mVsΦ 

 µVsΦ 

单位线圈磁通量(Φ) Mx 

 

 kMx 

单位线圈磁通量(Φ) Wb 

 mWb 

 µWb 

磁通密度(B) Gs 
  

磁通密度(B) T 

磁场强度(H) Oe 
1 Oe=1Gs  B/µ0   µ0   
=4π*x 

磁势 A P=K*Φ 

磁矩 Wb*cm M=K*Φ 

百分比 %   

 

 



操作方式： 

（1） 按键 FUNC 进入单位设置菜单，通过上下键选择 COIL SETTING 后，再选择

所要设置的线圈序号； 

（2） 确认后系统会自动判断当前设置应输入的常数值； 

（3） 通过 RANGE 键选择移位，上下键修改数据。 

（4） 设置完成按 ENTER 键后 ESC 键退出至主界面。 

 

4.6. 线圈设置及线圈参数保存 

l 通过键盘按键 FUNC 进入菜单住界面，选择“COIL SETTING”操作： 

界面 

 

 

l 选择好相应线圈，直接 ENTER 进入数据设置，如下图： 

 

说明：TYPT 为线圈类型，有 Cu（用户线圈），Ch（Helmholtz 线圈)，Cf（场强线

圈）以及 Cp（磁势线圈）。不同线圈对应不同输入参数。 

 

 

 

 

 

 



4.7. 量程选择 

l 通过按键 Range，进入量程选择界面 

l 说明： 

尽管该功能具备量程切换功能，当测量时，由于被测磁场的大小可能会超过设置

的量程，在超量程状态下，仪表显示为当前量程最大值；在不同量程切换后，由于积

分电路的改变，该测量值不再有效，请在该量程下再次测量。 

操作方式： 

（1） 按键 Range 直接选择合适量程； 

（2） 量程为 2-20-200-2000mWb 循环操作； 

4.8. 报警 

l 通过按键 FUNC 按键进入设置主界面，选择报警功能设置界面 ALARM 

SETTING，按 OK 键进入设置界面。界面如下： 

 

 

l 进入该界面后，通过上下键选择不同项，再按 ENTER 键进入参数设置。 

l 其中 High 和 Low 两项，确认后首先进入正负符号设置，需要使用正负设置键；

然后用 RANGE 键来移动光标以便修改参数数值，可使用上下键修改数据。  

l 参数设置完成后，需要按 ENTER 键存储当次设置数据。按 Esc 退出当前状态，

返回主界面。各参数及用途如下表： 

报警参数 描述 默认值 

ALARM SWITCH 报警开关（蜂鸣器开关） 关闭 

COMPARE MODE 判断数值模式（绝对值／相对值） 绝对值判断 

ALARM MODE 报警模式（区间外／区间内） MIDDLE 

ALARM HIGH 判断高值 100 

ALARM LOW 判断低值 -100 



4.9. 漂移调整 

l 通过键盘上 DRIFT 键进入该功能。界面如下： 

 

l 该界面主要用来选择不同的漂移功能设置，调整时请不要在测量仪器周围 2 米范

围内（视线圈灵敏度而定）移动磁性物体，否则会导致调整失败或效果不佳。 

 

l 注意：在漂移调节完成后会直接返回主测试界面。此时根据线圈灵敏度不同，表

头会有几个字的现实。根据测试样品选择好合适量程后按一下 RESET 键即可清

零。 

4.9.1.模拟输出 

l 默认模式：该模式默认选择最大量程；满量程范围对应输出电压值为+5V~-5V. 

5. 操作指导 

5.1. 键盘定义 

按键 描述 

RANGE 测试模式用于量程切换；设定模式为移位键 

上翻键 菜单向上或者数值增加一个字 

下翻键 菜单向上或者数值增加一个字 

UNIT 单位切换键 

FUNC/ESC 设置键／设定退出键 

OK 确认键 

DRIFT 漂移调节按键 

RESET 清零键 



5.2. 测量操作 

1.将线圈，电源线连接上。 

2.打开电源开关，等待测量界面出现。 

3.等待 5 分钟，使仪器充分预热； 

4.用 AC/DC 键来切换测量的磁场的类别，如为直流磁场，请选择 DC。 

5.点击 Drift 键进入漂移调整，自动漂移调整完成后进入测试状态。 

6.按 Range 键选择相应的量程范围。 

7.选择自己需要的单位。 

8.按 Reading Reset 按键，清除读数，开始测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