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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力台和配件
用于运动技术诊断、步态分析，康复和人体工程学的
生物力学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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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关注未来世界  

奇石乐提供传感器、电子设备、
系统和服务等产品组合，致力
于可应对测量技术挑战的解决
方案的开发。我们推动减排、
质量控制、移动性和车辆安全
等领域的物理前沿：我们的产
品具有能满足未来世界标准的
最佳性能，是实现工业4.0的理
想基础。因此，我们既能服务
客户，也能与客户携手，迈向
创新和增长。

奇石乐：发动机监控、车辆安全和
车辆动力学进步的代名词。在开发
面向未来世界的高效车辆上，我们
的产品数据发挥着关键作用。

奇石乐的测量技术可保证在运动诊
断、交通数据采集、切削力分析和
许多其他即使在极端条件下也需要
实现绝对可靠测量的应用中发挥出
最佳性能。

奇石乐的系统可以助力网络化、数
字化生产的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
提高下一代智能工厂的流程效率和
成本效益。

2 www.kistler.com

Absolute Attention for  
tomorrow's world

Kistler develops solutions for challenges 
in measurement technology with a 
portfolio that comprises sensors, 
electronics, systems and services. We 
push the frontiers of physics in fields 
such as emission reduction, quality 
control, mobility and vehicle safety: 
our products deliver top performance 
to meet the standards of tomorrow's 
world, providing the ideal basis for 
Industry 4.0. This is how we pave the 
way for innovation and growth – for 
our customers, and with our customers.

Kistler: the byword for advances in engine 
monitoring, vehicle safety and vehicle 
dynamics. Our products deliver data that 
plays a key part in developing efficient 
vehicles for tomorrow's world.

Measurement technology from Kistler 
ensures top performance in sport 
diagnostics, traffic data acquisition, 
cutting force analysis and many other 
applications where absolutely reliable 
measurements are required despite 
extreme conditions.

By supporting all the stages in networked, 
digitalized production, Kistler's systems 
maximize process efficiency and cost-
effectiveness in the smart factorie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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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运动技术动作、预防损伤、提升表现

要想针对性地改进运动模式和训练计划，需要深入了解
运动的技术动作和相关的力量进展情况。在过去50年里，
奇石乐生产的压电传感器测力台不断得到改进，在运动、
康复、产品人体工程学和临床研究中成功应用。

奇石乐提供各种不同的测力台和系统，与其应用领域一
样多样化。我们的测量技术几乎可以用于所有奥林匹克
运动项目，无论是作为单一组件还是完整的成套系统，
使用范围遍布各大洲。

具有特殊用途的单个组件

 
完整系统

•  用于研究、运动和诊断的永久性安装或便携式测力台
•  适用于潮湿环境的坚固防水测力台
•  带透明盖板的测力台，适用于研究和工业用途中从下自
   上的视频录制
•  符合工作场所安全要求和人体工程学的上肢力测量系统
•  智能化撑杆跳测力穴斗

•  KiJump/Quattro Jump系统：用于多种运动学科以及力量
   和体能训练分析与研究
•  KiSprint系统：用于短跑起跑表现分析
•  KiSwim系统：用于游泳出发和转身技术表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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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石乐测力台的优势

奇石乐测力台和系统：良好的投资回报保证
奇石乐生产的每个测力台都采用高刚性压电石英晶体测量
元件。有了这些元件，测力台比应变计传感器多出以下优
势：较高的固有频率、对干扰变量敏感性较低以及最重要
地长达六十年的超宽测量范围。

•  由于具有较高的固有频率和良好的阻尼特性，它可以
   非常精确地测量高动态的力顺序
•  极宽的测量范围：即使单个测力台也能按一致的精度
   水平测量大大小小的力，并且以最大分辨率捕获最极
   端的峰值力。优势：同一个测力台可用于各种不同的
   用途
•  极具成本效益：即使经过数百万次装载和多次温度
   循环也不会出现疲劳问题
•  不会因过载而造成损坏

欢迎登录www.kistler.com/biomechanics或关注我们的
YouTube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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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wim – 通过更快的分析加快启动和转身速度
KiSwim利用测力出发台、测力转身板和高速视频来测量
游泳运动员训练时的关键表现参数。教练和运动员可以
以生物力学表现分析数据的形式立即获得关键反馈。他
们可以根据这些输入信息对下一次训练作出修正——然
后在下一次竞技体育赛事中获得至关重要的百分之一秒
的领先优势。详情参阅第16页。

KiSprint – 完美的开始、爆发性的加速和即时的分析
一场完美的赛跑始于一次完美的起跑。使用正确的技术
至关重要，这样运动员才能在最初几米内释放出最大的
能量。我们提供的短跑测力起跑器可以测量短跑起跑时
蹬力的变化过程；激光可以捕获速度；高速摄像机则可
以提供同步视频数据。短跑训练时自动计算得出的表现
参数是起跑和加速阶段的宝贵知识——因此每次跑步时，
运动员都更趋近于完美水平！ 详情参阅第17页。

奇石乐的生物力学系统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内含： 

KiJump – 改善体能，降低受伤风险，提供即时反馈
定期的体能测试可以让教练和治疗师真实地评估运动员
或患者的个人表现能力。通过对跳跃力、速度、耐力和
稳定性等进行分析可以提供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客观数
据。我们提供两个1D或3D测力台测量两条腿的发力情况，
并进行左右比较。所配备的摄像机可以记录跳跃的测量
结果。 与视频集成的力矢量可以清晰显示出力的测量结
果，同时突出显示与之前跳跃时的差异。 详情参阅第15
页。

突出特色：针对特定运动的定制解决方案
无论哪项运动，要发挥出最佳表现都需要不断开发出量身
定制的训练方法。每个运动模式都与特定的力量进度或负
载息息相关。凭借多年来积累的应用专业知识，我们独创
出能根据特定运动要求精确定制的特殊包装。所配备的智
能软件具有多种高性能功能，可确保测试结果发挥出独一
无二的启发作用。

拆包 - 设置 - 测量

•  一个或多个测力台
•  高速摄像机
•  用于处理和分析测量数据并以图形格式显示专用软件
•  电缆等必要配件
•  有同步/触发功能的数据采集系统（D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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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惧任何挑战的测力台

型号 尺寸
mm

垂直方向的测量范围（kN） 重量
kg

轴数 垂直方向
的固有
频率（Hz）

IEC/EN
60529
规定的
保护级别

 
页码

9281EA

具有高测量精度高和高固有
频率的标准三维测力台

600x400x100 16 3 1 000 IP65 8

9287CA

具有高测量精度高和高固有
频率的大型三维测力台

900x600x100

900x900x100

1 200x600x100

25

30

28

3 520 

390 

520

IP65 9

9260AA

轻型便携式三维测力台

600×500×50

298.5×500×50

8.6

5.5

3 200 

300

IP52 10

9286BA

 

坚固便携式三维 测力台 

600×400×35 17.5 3 200 IP50 11

9285BA

带玻璃盖板的三维 测力台

600×400×150.4 

900×600×160

 

45

80

3 500 

200

IP65 12

9253B

防水三维 测力台

600x400x100
 

40 3 850 IP67 25

5 2015100–5–1
0

哪种测力台最适合您的情况？本页概述奇石乐产品系列中
的主要测力台型号——下页提供所有这些型号的完整技术
信息。

研究用途：  步态分析、运动分析、人体工程学

运动用途： 表现分析

诊断用途： 步态分析、康复和姿势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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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测力台：研究和运动用途

技术参数

型号 9281E...

W
L

H

z

x
y

尺寸

    L×W×H mm 600×400×100

测量范围

Fx, Fy kN –10 ... 10

Fz kN –10 ... 20

固有频率

fn(x,y) Hz ≈1000

fn(z) Hz ≈1 000

重量 kg 16

关键特征
多功能测力台：测量范围高达20 kN，尺寸为
600x400 mm，结构轻巧，可进行动态测量，具有
出色的测量精度和高固有频率。

用途
这款多功能测力台几乎适用于各种应用领域，包括研
究、步态分析和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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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型号 9287C... 9287CAQ01 9287CAQ02

W L

z

x
y

H 

尺寸

    L×W×H mm 900×600×100 1 200×600×100 900×900×100

测量范围

Fx, Fy kN –10 ... 10 –5 … 5 –5 … 5

Fz kN –10 ... 20 –10 … 18 –10 … 15

固有频率

fn(x,y) Hz ≈750 ≈700 ≈600

fn(z) Hz ≈520 ≈520 ≈390

重量 kg 25 28 30

关键特征
多功能测力台：测量范围高达20 kN，结构轻巧，可
进行动态测量，具有出色的测量精度和高固有频率。

用途
9287C型号是一种大型测力台，有各种尺寸可供选择，
特别适用于运动用途。

大型三维测力台：研究和运动用途

W L

z

x
y

H

W L

z

x
y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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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三维测力台

技术参数

型号 9260AA6 9260AA3

尺寸

L×W×H mm 600×500×50 298.5×500×50

测量范围

Fx, Fy kN –2.5 ... 2.5 –2.5 ... 2.5

Fz kN 0 ... 5 0 ... 5

固有频率

fn(x,y) Hz ≈400 ≈500

fn(z) Hz ≈200 ≈300

重量 kg 8.6 5.5

关键特征
性价比高的测力台精度出色，可用于步态和平衡分析
以及运动表现分析。安装简单，灵活，可移动使用。

用途
9260AA型号是可安装在现有平底座上的便携式测力台，
它也可永久地安装在平地地板上。 模块化系统可以采
用多种安装布局形式。该测力台型号有不同尺寸可供
选择，可根据需要进行组合。

W L

H
H

z

x
y

LW

z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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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型号 9286B...

W L

H z

x
y

尺寸

L×W×H mm 600×400×35

测量范围

Fx, Fy kN –2.5 ... 2.5

Fz kN 0 ... 10

固有频率

fn(x,y) Hz ≈350

fn(z) Hz ≈200

重量 kg 17.5

关键特征
坚固测力台，大小为600x400 mm，具有极佳的压力
中心（COP）精度。 测量范围极宽，安装简单，灵活，
非常适合移动使用。

用途
本测力台高度仅35 mm，非常平坦 ——但其测量范围宽
达10 kN。这些特色使该型号成为步态分析的最佳选择
——它同时也十分适用于运动用途，特别是在地面安装
不可行时。

便携式三维测力台，测量范围10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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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型号 9285BA Z20565

W L

H

z

x
y

W L

H

z

x
y

尺寸

L×W×H mm 600×400×150.4 900×600×160

测量范围

Fx, Fy kN –2.5 ... 2.5 –5 … 5

Fz kN 0 ... 10 0 … 10

固有频率

fn(x,y) Hz ≈300 ≈220

fn(z) Hz ≈500 ≈200

重量 kg 45 80

关键特征
本测力台配备玻璃盖板，力度测量范围可达10 kN，
可用于测量生物力学中的地面反作用力、力矩和压
力中心（COP）。

用途
奇石乐的这款测力台配有玻璃盖板，通过超大型观察窗
可从下方进行摄影和摄像，能执行高精度的力测量。

带玻璃盖板的三维测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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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型号 Z20903

W L

H
z

x
y

尺寸

L×W×H mm 1 080×600×351

测量范围

Fx kN –2.5 … 2.5

Fy kN –5 … 5

Fz kN –10 … 10

固有频率

fn(x,y) Hz ≈400

fn(z) Hz ≈400

重量 kg 120

关键特征
测力台采用智能化撑杆跳插斗设计，可执行力测量，
测量范围最高可达5 kN。

用途
由于插斗具有较高的固有频率和坚固的结构设计，
撑杆一安装好即可进行精确的力测量。本产品的
几何形态和功能均与标准插斗匹配。

技术参数

型号 9809A

W
L

H
z

x
y

尺寸

L×W×H mm 112×50×190

测量范围

Fx, Fy kN ±1

Fz kN ±0.5

重量 kg 1.32

手柄轴和安装面间的距离
mm 80

手柄凹槽宽度 mm 130

安装余量 

两个螺纹孔 M8

孔距
mm 150

关键特征
多分量压电上肢力测量系统，配备评估软件，可测量任
何作用力的三个正交分量和力矩。 

用途
本产品有多种安装选项，可在实际条件下和现场试验期间
轻松进行力测量。配套完整的测量链，用户通过USB接口
或数据记录器随心方便地在个人电脑上记录数据。

三维智能化撑杆跳测力穴斗

符合职业安全和人体工程学的三维上肢力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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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ttro Jump: 垂直跳跃移动体能分析系统

成套便携式运动表现分析系统Quattro Jump可根据垂直
力的测量结果确定与下肢相关的多个体能参数。教练和
治疗师可以通过这个直观的用户友好型系统，对大量运
动员进行高效广泛的体能测试——保证高精度和可重复
性。

高速摄像机可与力测量同步记录运动的执行情况。MARS
软件可处理数据并生成清晰的图形显示，相关参数和体
能发展情况一目了然。可以根据运动员的健康状态测试
作出结论；这样可以控制好训练和再生阶段，使运动员
能够更快地实现个人体能目标。

Quattro Jump系统部件
 配备压电一维传感器的测力台
 两个带三脚架的高速摄像机
 MARS Quattro Jump/KiJump 

-

技术参数    

型号   9290DD...

测力台 压电一维测力台

力尺寸的数量 1

尺寸 mm 920x920x125

测量范围 Fz kN 0 ... 10

固有频率 Hz ≈150

重量 kg 21.6

系统

测力台的数量 1

高速摄像机的数量 1-2

是否要求数据采集系统 No

采集率  
    测力台
    摄像机

Hz
fps

500
100

分辨率 14位数

出发方法
    测力台
    摄像机

硬件同步

电源
    测力台
    摄像机

通过USB
通过供电装置

电脑接口 1 x USB 
1 x以太网

软件 MARS Quattro Jump/Ki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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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Jump: 适用于所有领域的移动式运动表现分析系统，
含一维和三维版本
KiJump是一个完整的成套测试系统，它基于跳跃力、速
度、耐力、平衡和稳定性等参数测量执行各类运动表现
分析。该系统精度和可重复性高，可供教练和治疗师执
行简单测试。

高速摄像机可与力测量同步记录运动的执行情况。MARS
软件可处理数据并生成清晰的图形显示，相关参数和运
动表现发展情况一目了然。可以根据评估结果得出关于
运动员或患者健康状态的结论，为制定防伤害措施和训
练计划奠定基础。

选择符合自身要求的系统
标准系统包括两个可对双腿执行独立力分析以及左右腿
比较便携式测力台。摄像机可以对试跳的测量结果进行
定性评估，使力的测量结果可视化。力矢量直接与视频
图像集成，分别显示每个测力台所测得的力的大小和方
向。

技术参数       D1 pmuJiK        D3 pmuJiK

型号 根据要求 9229A...

测力台 9260AA6, 9260AA3, 
9286BA

压电一维测力台

力尺寸的数量 3 1

尺寸 mm 600x500x50
298.5x500x50

600x500x65 

测量范围 Fx, Fy  

                                              Fz

kN –2.5 ... 2.5
0 ... 5

0 ... 5

重量            kg 8.6

5.5
8

系统

测力台的数量 1-2

高速摄像机的数量 1-2

是否要求数据采集系统 Yes No

采集率
    测力台
    摄像机

Hz
fps

1 000
100

500
100

分辨率 16位数 14位数

触发方法
    测力台
    摄像机

硬件同步

电源
    测力台
    摄像机

通过D-Sub25
通过数据
采集系统

通过USB
通过供电装置

电脑接口 1 x USB
1 x 以太网

软件 MARS全面、
力量和强度，
平衡和稳定性

MARS Quattro 
Jump/KiJump

KiJump系统组件
 一个或两个带一维或三维传感器的测力台
 两个带三脚架的高速摄像机
 数据收集系统：DAQ 5691A或5695B （仅适用于
 3D版本）
 MARS全面、力量、平衡、Quattro Jump/KiJump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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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wim是一套完整的便携式系统，适用于各种游泳运动
表现分析。它可以对游泳时的出发和转身动作进行分析
并作出针对性的优化。该系统将力测量和速度测量、高
速视频采集和软件结合在一起，分析和比较多次试出发
结果或不同运动员的表现。

KiSwim软件可以记录数据并立即计算相关参数以及多个
动力学和运动学关键值，这些都是教练和运动员可以直
接利用的训练反馈。优势：教练和运动员可以根据之前
尝试的分析结果来识别出发和转身技术中的潜在弱点
——这是针对性地改善运动表现的基础。

KiSwim: 通过训练反馈优化出发和转身动作

KiSwim系统部件
 带压电三维传感器的出发台
 带压电三维传感器的转板
 防水高压摄像机
 DAQ 5695B数据采集系统和KiSwim软件

技术参数

...A1969 型号

出发台

  双脚独立测力台
（前脚和后脚）

 数量 2

测量出发台上的抓力和用于仰泳
出发的仪器化抓杆

数量 1

力维度的数量 2

前侧高度 mm 400

尺寸 mm 782x520

测量范围 Fz, Fx kN –5 … 5

重量 kg 79

转板

用于仰泳出发和转身力测量的仪器化转板 1

力维度的数量 2

尺寸 mm 948.5x600

测量范围 Fz, Fx kN 0 … 5 

–2.5 … 2.5

重量 kg 29

 

系统

高速摄像机的数量 5

采集率
    测力台
    摄像机

 
Hz
fps

500
100

分辨率 位数 16

触发方法
    测力台
    摄像机

硬件同步

出发信号触发器 Infinity出发系统

电源
    测力台
    摄像机

Via D-Sub25
Via DAQ

电脑接口 1 x USB
5 x  以太网

软件 KiSwim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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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print: 提供直接反馈优化短跑起跑

KiSprint是一套完整的便携式解决方案，可执行广泛的短
跑起跑表现分析。该系统含力测量和速度测量，配备精
确的高速视频记录和软件，分析和比较多次试出发结果
或不同运动员的表现。

该软件可记录数据，计算相关参数，并提供给运动学家、
教练和运动员。系统能立即提供清晰易懂的数据显示
——这是教练分析和纠正运动员短跑技术的基础。

KiSprint系统组件
 可测量短跑起跑的带有压电三维力传感器的起跑器
可在整个加速阶段测量速度的激光距离测量装置
 带三脚架的高速摄像机
 DAQ5695B数据采集系统和KiSprint软件
可选：用于冲刺分析的测力台

 可选：用于手力测量的测力台
 可选：麦捷科技生产的Optojump Next

技术参数

...A3969 型号

出发台

  双脚独立测力台
（前脚和后脚）

 数量 2

力维度的数量 3

  踏板尺寸
（与经认证的竞赛出发台适应）

 mm 273x150

测量范围                 Fz, Fx

                                Fz

kN
–1.25 … 1.25

–2.5 ... 2.5

重量 kg 29.2 

系统

高速摄像机的数量 1

采集率
    测力台
    激光
    摄像机

 
Hz
Hz
fps

1 000
1 000

100

分辨率 位数 16

触发方法
    摄像机、测力台、激光

硬件同步

出发信号触发器 电子发令枪

电源
    测力台
    摄像机

通过D-Sub25
通过数据采集

系统

电脑接口 1 x USB
5 x 以太网

总重量
    手推车 1 kg
    手推车 2 kg

36
20

软件                                                                                      KiSprint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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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石乐的MARS软件可以快速准确地评估数据——因此测量结果实用性强，信息量大

MARS是奇石乐推出的一款测量、分析和报告软件，是为
运动和康复表现分析而设计的一个多功能解决方案。奇石
乐的这款测力台采用独特的分析软件可快速对标准化运动
技术动作进行针对性的评估，帮助您根据个人表现水平继
续推动并优化运动员的发展。MARS的设计可在短时间内
重复多次表现测试，为教练和理疗师提供客观信息，指出
每种用途中最重要的表现参数。

用户友好型评估
MARS软件可以分析测力台信号，计算所有相关的性能参
数，并采用图形方式显示测量数据。分析结果和参数计算
结果几乎可以立即查看——因为软件内含25个预定义的
测试模块，可执行包括强度、力量和平衡在内的标准化运
动技术动作测试。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可进行比较和生
成报告。

奇石乐MARS软件的运动表现分析

MARS软件的功能范围：
• 提供明确指南，引导用户完成计划的
• 不断改进分析算法，确保精确的数据质量  

• 直接在屏幕上显示力矢量，更快地识别出不正确
的姿势

• 导出参数和原始数据
• 在比较模式下灵活叠加力曲线

MARS软件的优势
• 快速比较专用表现参数
• 高效的报告生成
• 25种不同的评估模块
• 单边和双边分析
• 可以灵活配置的仪表板视图
• 可在比较模式下比较不同运动员或不同测试结果

 
• 通过同步视频录制和力矢量叠加提供视觉反馈

 

带同步视频和力矢量
叠加的视觉反馈

单边和双边分析

每个测试模块可以根据
用户需求最多过滤80个
计算参数

以下力曲线分析：
• 合力
• 每条腿的力
• 和（或）每次发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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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复杂的运动技术动作
奇石乐MARS软件可对人体典型的运动技术动作进行详细
分析：静态和动态平衡、步态分析和快速交替运动进展
以及体能和力量（与所有垂直跳跃相关的）。

兼容的数据采集系统
MARS软件与以下奇石乐数据采集系统兼容：5691A、
5695B、KiJump 9229A和Quattro Jump 9290。

MARS体能和力量测量软件
该版本包括垂直跳跃和等长测试等测试模块，可测量下
肢的爆发性、反应性和最大强度。教练将能够更有效地
继续开发出运动员的最佳表现；运动员则可以预防受伤，
发现因肌肉不平衡、受伤或慢性疼痛造成的短板。

MARS平衡和稳定性测量软件
该软件是针对康复和研究进行平衡分析的理想选择。该版
本可立即提供检测压力中心（COP）的移动/位移、优化
运动技术动作和加速康复进程所需的所有表现参数。

分析/报告

Quattro Jump/ 
KiJump 1D
• 垂直跳跃
• 快速交替运动

14个分析运动
力量和体能的

模块
 

跳远

对称性

跳深

11个模块，可分析康复
和研究时的平衡

和稳定性  

11个力量和体能
分析模块

 

1D

完整版本

力量/体能
• 垂直跳跃
• 侧身跳跃
• 快速交替运动

平衡/稳定性
• 动态和静态平衡 
• 运动和身体移动

3D

3D



www.kistler.com20

奇石乐测力台配备了小型刚性压电力传感器 ，均采用的是
动态力测量方面的领先技术。它们在垂直和剪切方向上具
有极高的固有频率。此外，它们具有优异的动态脉冲响应
能力、极宽的测量范围和高分辨率。

为何测力台的脉冲响应如此重要？
测力台对力的突然变化作出的反应是影响测量精度的关键
因素。 当涉及到力的突然变化（生物力学中的常见现象）
时，高阻尼起着关键作用。优异的脉冲响应是奇石乐测力
台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意味着在记录动作结束后紧跟着发
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例如把脚放在地面上，冲刺时
再抬起）时，它比基于应变式的测力台更准确。

压电测量技术
 
为何压电测量技术在测量动态力上优于应变技术？

BioWare软件

2873A型号
数据服务器编程接口[dataserver.dll]是微软组件对象模型的
同进程服务器。微软组件对象模型（COM）是一个软件体
系结构，可以从二进制软件组件中开发出应用程序。

COM提供组件开发二进制标准，确保组件在多种软件编程
语言（C ++、Visual Basic、Java等）中实现互操作。

DataServer接口库通过5691A型号和5695B型号数据采集系
统为第三方系统集成商提供一个简单通用的接口，采集奇
石乐测力台的数据。 DataServer COM组件可以控制和管理
测力台和附加设备；它们还可以基于测力台计算出典型数据
流。其目的是为外部系统集成商提供简单的XML配置文件，
以便内部数据采集和计算结果可以与任何所需的COM兼容
语言一起使用。

2812A型号
BioWare是一款用于数据采集和信号调节的高性能软件，
与测力台和其他类似设备配合使用：具有显示、分析、
统计、过滤和输出等功能。该软件专门设计为与奇石乐
生物力学测力台配合使用；它可以同步采集数据和充分
利用测力台的容量。 BioWare可计算力、力矩或压力中
心（COP）等特定参数，实现全方位的数字信号调节，
它配备了可自由定义的数字滤波器、重采样、频率分析
或FFT等功能。

所支持的数据采集系统
• 5691A型号——适用于两块测力台的数据采集系统
• 5695B型号——适用于八块测力台的数据采集系统，

带同步I/O

测力台BioWare数据采集软件 BioWare DataServer API (dataserver.dll)

可以从www.kistler.com上免费下载BioWare dataserver.dll。Microsoft是微软公司
的注册商标。

力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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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高固有频率如此重要？
在生物力学测试中，力的增加速率一般相当高。因此，为
了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必须使用具有高固有频率的测力
台。高固有频率意味着最大测量频率较高——这是精确测
量高动态运动技术动作的基本要求。由于固有频率较高，
因此压电测力台可以测量更加动态的运动技术动作，提供
比应变式测力台更可靠的测量值（例如峰值力、力的发展
速度等）。

高固有频率对低频体育活动的测量也能产生非常有益的影
响。固有频率较高时，测力台的固有频率与运动的频率成
分之间会存在较大差异，这样会减小测量频率的过量，因
此误差也会较少。

测力台的固有频率应该在哪个范围内？
我们建议测力台的固有频率应至少比信号的最大频率大
5-10倍。高于该值时，固有频率夸大会导致出现伪力幅，
造成信号误差。标准步态分析需要高达50 Hz的频率——
跳跃或短跑分析等较动态的测试可能需要100 Hz甚至更高
的频率。因此，固有频率必须尽可能高，才能以最高精度
记录有用频率。奇石乐测力台在水平和剪切方向上的固有
频率高达1000 Hz。

测力台固有频率较低时会出现什么结果？
测力台的固有频率越低，它越接近运动的频率。结果：固
有频率低时，获得的数据是夸大的，因此不准确。

为何压电测力台更灵活？
压电测力台在较宽的测量范围内依然保持着非常高的灵敏
度。对压电传感器来说，灵敏度和分辨率是独立于传感器
本身、测量范围和传感器大小的。这意味着灵敏度越高，
整个测量范围内的分辨率更好。

使用基于应变式传感器的测力台用户必须选择适合特定测
量范围的特定测力台。超过该范围通常会导致应变式传感
器结构被损坏。一旦受到较大的作用力，基于应变式传感
器的测力台将无法产生质量完善的信号。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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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一览表
• 测力台具有优异的动态响应能力，是一项可以测量
  快速变化的力和峰值力的尖端技术
• 高固有频率使得测力台可以精确测量冲力和峰值力
• 采用压电技术，分辨率高，动态测量范围极宽
• 单个测力台即可广泛用于不同用途
• 传感器有出色的过载保护，几乎可无限期地
  使用（且灵敏度始终未受影响）

力幅

1

1.5

0.5

2

-0

应变式技术

600 Hz 1000 Hz 固有频率

奇石乐

 频率为
100 Hz的
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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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石乐的电荷放大器可以将压电传感器产生的电荷转换成
相应比例的电压。该电压可以用作分析系统和下游信号的
输入变量。

高性能信号调节

数字数据采集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
技术参数 型号 5691A... 5695B…

W L

H

W L

H

模数转换

信道数量 16 64

分辨率（各信道） bits 16 16

最大采样率（所有信道） S/s 9 500 10 000

输入电压范围  
（可通过软件选择）

V ±1/ ±2/ ±5/ ±10 ± 0.1/ ± 0.2/ ±0.5/  
±1/ ±2/ ±5/ ±10

控制I/O 外触发器 触发器输入/输出，同步输入/
输出，采样时钟输出，
备用输出

控制I/O连接 BNC内连接 D-Sub 9内连接

测力台 1 … 2 1 … 8

测力台连接 D-Sub 37, 外连接 D-Sub 25, 内连接

各测力台的电源 VDC 12 12

电源电流 mA 50 50

模拟输出 – 适用于所有信号

连接 USB 2.0 USB 2.0

USB输入（上行链路，与PC连接） USB 型号 B，内连接 USB型号B，内连接

USB输出（下行链路，自由连接） USB 型号 A，内连接

电源

电源供给 VDC 11 … 15 18 … 36

功耗 VA 6 <10

工作温度范围 °C 0 … 50 0 … 50

重量 kg 2.05 2.3

尺寸

L×W×H mm 250×208×65 265×208×70

关键特征
USB数据采集系统，可在奇石乐测力台或其他模拟信
号的基础上执行高性能的数据采集和信号调节。提供
多种触发和同步选项。

用途
可选择将多功能高性能的数据采集系统与BioWare数据采
集软件或奇石乐MARS表现分析软件结合使用。它也与许
多第三方供应商的软件产品兼容。

数字数据采集系统调节。可以根据大多数电荷放大器
灵活调整灵敏度和测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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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
技术参数 型号 1681B... 1685B... 1686A... 1757A...

连接方式 Fischer 9-pin male – 
Fischer 9-pin male

Fischer 9-pin male – 
Fischer 9-pin male

Fischer angle connector, 
9-pin male – Fischer 9-pin 
male

Fischer angle connector, 
19-pin male – MIL 19 
male

长度 m 5/10/20 5/10/sp （最大20） 5/10/sp（最大20） 10/sp （最大30）

直径 mm 12.3 5.6 5.6 5.6

EN 60529规定的保护级别 IP65 IP65 IP65 IP63

技术参数 型号 1758A... 1759A... 1760A... 1700A105A...

连接方式 Fischer 19-pin male – 
D-Sub 37 female

Fischer angle connector, 
19-pin male – D-Sub 37 
female

Fischer 19-pin male – MIL 
19 male

Fischer 19-pin male – 
D-Sub 25-pin male

长度 m 10/sp（最大30） 10/sp （最大30） 10/sp（最大30） 10/sp （最大30）

直径 mm 8 8 8 8

EN 60529规定的保护级别 IP63 IP63 IP63 IP63

技术参数 型号 1700A105B... 1700A107A... 1700A109A... 1791A...

连接方式 Fischer 19-pin male – 
D-Sub 25-pin male

D-Sub 25-pin male – 
D-Sub 25-pin male

D-Sub 37-pin male – 
D-Sub 25-pin male

D-Sub 25-pin male – 
D-Sub 37-pin female

长度 m 10/sp 10/sp 2/sp 10/sp

直径 mm 8 8 8 8

EN 60529规定的保护级别 IP63 IP50 IP50 IP50

Technical data Type 1793A... 1769A... 1779A... 5767

连接方式 D-Sub 25-pin male – 
MIL 19 male

D-Sub 9-pin female – 
D-Sub 37-pin female

D-Sub 15-pin female – 
D-Sub 37-pin female

D-Sub 9-pin female – 
D-Sub 25-pin male

D-Sub 15-pin female – 
D-Sub 25-pin male

D-Sub 9 male – BNC 
female

长度 m 10/sp 1/sp 2 0.4

直径 mm 8 6.2/4.9 8 4.9

EN 60529规定的保护级别 IP50 IP50 IP50 I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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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石乐提供完整测量链中的所有部件——全都只有一个
来源。它将可靠、安全、久经考验的组件结合在一起，
提供高度可靠和兼容的测量系统，满足各种需求。

测量链

配件/ 型号 9285BA 9260AA… 9286B…

配备集成电荷放大器

 5691A

1758A 1791A 1758A

 5695B

1700A105B 1700A107A 1700A105B

 5233A2

1760A 1793A 1760A

MARS软件
2875A

• • •

 

BioWare 
软件

2812A

• • •

带电荷输出

 9865E

1685B

 5691A

1685B 
9865E 
1769A

 5695B

1685B 
9865E 
1779A

 

BioWare 
软件

2812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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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1E… 9287C… 9253B 5233A2

1759A 1759A 1500B2

1700A105A 1700A105A 1700A109A

1757A 1757A

• • •

• • •

1686A 1686A 1677AQ02

1686B 
9865E 
1769A

1686B 
9865E 
1769A

1677AQ02 
9865E 
1769A

1686B 
9865E 
1779A

1686B 
9865E 
1779A

1677AQ02 
9865E 
1779A

• • •

测量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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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配件
奇石乐提供广泛的配件组合，确保其力测量系统可以灵
活安装且符合各用户的要求。它们可以安装在任何必要
位置，并配备额外的设备或覆盖物——同时不会影响其
零点或精度。

多功能性是奇石乐测力台的一大标志：根据其最大承载
能力和固有频率，它们可以灵活地用于各种用途。移动
测力台的灵活性最大，而固定安装型产品则是高动态测
量的理想选择。

具有最大灵活性的移动用途
有多功能移动需求的客户最好选择无需安装在框架上的
测力台；这些型号可以在任何平面上轻松操作——因此
可以降低成本。可组装多个移动测力台（即使尺寸不同
亦可），创建出一条通道。奇石乐可提供配套的模块化
配件。奇石乐9286BA是一款极其平坦的测力台，厚度

 

奇石乐可以针对各种安装要求提供解决方案。 以下
是各种安装选择及其优势的具体示例。

框架安装
框架安装是永久安装型测力台的绝佳选择。框架采用基础浇铸，
采用的是无收缩环氧树脂材料。测力台通过螺纹连接器固定在
框架上。

      

多框架安装
 奇石乐提供多个测力台安装框架。这些框架有不同的安装位置，

因此可以根据用户个人需求调整布局。当需要安装多个测力台
时，采用多框架安装法可以减少安装费用。

 

锚点安装
 如果没有框架安装所需的大凹槽，则适合采用锚点安装。 只需

要在基础上钻出几个小孔放置锚点即可。 该方法也适用于测力
台的垂直安装。

      

钢板安装
安装测力台时，钢板安装的灵活性最大。通过螺纹孔网格可以
将测力台安装在理想位置。该方法特别适合需要在不同配置中
使用多个测力台的情况。

      

安装选择

仅为35mm，测量范围高达10kN。这款产品也适用于运动
用途。

动态应用下的固定安装
对于高动态应用，我们的测力台可使用安装框架，该框架
可永久性地固定在基础上，确保充分发挥出板材的潜力。 
轻质铝夹层盖板可将平台本身的重量降到最低。因此，奇
石乐测力台的安装和运输将更加简单，也适用于各种安装
位置 ——以及不同的测量场地。

可实现最佳数据质量的连接技术
奇石乐的连接技术经过优化，可用于生物力学和运动用途。
采用优质电缆以及相配套的坚固连接器，还提供完全密封
的带插头和插座的连接器，以防止受溅水破坏。优势：多
款奇石乐测力台在户外也能安全使用。



www.kistler.com 27

一站式定制解决方案
无论您需要建议还是安装或校准支持——我们经验丰富的
生物力学团队随时准备着为您提供建议和帮助。

全方位的服务
除了提供高质量的传感器和系统外，奇石乐还提供一系列
服务 ——从专业建议和安装支持到快速的全球备件交付。
我们的服务概述见：www.kistler.com/service

奇石乐服务一览表

奇石乐校准服务
传感器和测量仪器必须定期校准，因为在使用过程中，由
于老化和环境因素，它们会随时间而变化。奇石乐的校准
仪器遵守可追溯的国家标准，受统一的国际质量控制。校
准证书中会记录测量的校准值和条件。

校准过程
传感器（测试对象）的校准方法是将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与
来自参照传感器的信号进行比较。参照传感器的精确灵敏
度是已知的，并且在校准层次上符合国家标准。奇石乐采
用连续方法校准压电传感器。这种方法会在规定时间内使
负载持续增加到目标值，然后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再次减少
到零。由此得到的特性不完全是线性的，而是近似于穿过
原点的“最佳直线”。这条直线的梯度与校准测量范围中的
传感器灵敏度对应。

EOL校准
在产品交付之前的最终验收测试期间，奇石乐生产中心
会对每个传感器执行EOL（线路末端）校准，这是一种标
准校准。校准过程中会存储每个传感器的校准结果。大多
数传感器在交付时会附上校准证书。

重新校准
为了保证奇石乐传感器和设备在整个使用寿命期间保持
良好的测量精度，并满足最高质量保证标准，建议对其
定期重新校准。重新校准是一种基于EOL校准的标准校
准过程。

•  咨询支持
•  安装
•  调试支持
•  定期校准
•  培训课程/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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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奇石乐集团
Eulachstrasse 22
8408 Winterthur Switzerland 
电话： +41 52 224 11 11 

奇石乐集团产品受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如需了解相关信息，
则请访问网站：www.kistler.com。
奇石乐集团包括Kistler Holding AG及其所有在欧洲、亚洲、
美洲及大洋洲的分部。

上海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588弄15号楼
邮编：201107
电话：021-2351 6000
邮箱：marketing.cn@kistler.com
www.kistler.com

请扫描关注奇石乐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新闻推送及资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