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g612 Three-Axis Magnetic Field Sensor Mag612U 分体式三维磁通门探头

Mag612U是一款分体式三维磁通门探头，具有窄噪声特性和卓越的
正交性；它由一个紧凑、重量轻的磁通门传感器和未封装的电子(电
路)设备组成，磁通门传感器与电子(电路)设备之间通过一条3米长的
电缆相连。
希望自行设计自己电子(电路)设备的用户，可以单独采购这个磁通门
传感器，如Mag612。这具有更广泛的规格，包括在1Hz下的
<20pTrms /Hz的噪声规格。 也可以购买包装或未包装的示意图和样
品室温驱动电子(电路)设备，以协助设计。 This has broader specifications
that include a noise specification of <20pTrms/√Hz at 1Hz. A schematic and sample room 
temperature drive electronics, packaged or unpackaged, can also be purchased to assist 
with the design.

√

特点
• 测量量程 ±90µT (含电子(电路)设备的探头)

• 窄噪声规格： 10 to ≤20pTrms/√Hz at 1Hz at 25°C (含
电子(电路)设备的探头)

• 频率范围： DC 至 3kHz

• 探头尺寸小： 20 x 20 x 20mm

• 分体式结构(两部分构成)

产品命名规则

产品名称 代码 说明 噪声等级 量程
Mag612 U 传感器+未封装的电

子(电路)设备
10 to ≤20pTrms/√Hz at 1Hz ±90µT

无代码 只有传感器 ≤20pTrms/√Hz at 1Hz 取决于电子(电路)设备

-RTUDE 室温未封装驱动电子(电
路)设备Room temperature 
unpackaged drive electronics

≤20pTrms/√Hz at 1Hz ±100µT

-RTPDE 室温已封装驱动电子(电路)设备
Room temperature packaged drive 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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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

电子(电路)设备

传感器(感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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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612U 技术参数

性能参数

轴数 3 (右手 XYZ坐标系统)

测量量程 ±90µT from DC to 3kHz

测量噪声本底 10 to ≤20pTrms/√Hz at 1Hz at 25oC
缩放因子 90µT/8V

缩放温度系数 <100ppm/oC
启动/稳定时间 99% of final value in 0.5s

零场偏移 ±300nT max. at 25°C

偏移温度系数 <±1nT/oC
缩放校准误差 ±0.5% at 25°C

轴间正交性误差 <0.5°

线性误差 0.0015% (最小二乘法拟合)

频率响应 <5% 振幅误差 DC to 1kHz

磁化迟滞 <0.1% 量程(未通电时，暴露于10倍量程的磁场环境)

带宽(-3dB) DC to 3kHz 

与基准面对齐 <0.5°

环境要求

工作温度范围 -40ºC 至 +65ºC

存储温度范围 -40ºC 至 +85ºC 

湿度 (电子(电路)设备) 不受保护：PCB组件（保形涂层）

机械规格 (仅电子(电路)设备)

30 x 90mm (3mm )

12g Ñ1.5g

 (P2) Molex 53047-1210 (plus 8 solder pads for direct wiring)

 (P1) Molex 53047-1010 (plus 8 solder pads for direct w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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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612 Three-Axis Magnetic Field Sensor

电气规格

正电源电压（范围）
  电流消耗Current drawn (max. mA) 
  过压保护
  反极性保护   
  电流限制
  电源噪声抑制比

+11.0 to +15.5V
47mA max (46mA 在零磁场)
无
无
外部限制
波纹高达50mV，性能没有任何降级

负电源电压（范围）
  电流消耗Current drawn (max. mA) 
  过压保护
  反极性保护   
  电流限制
  电源噪声抑制比

-11.0 to -15.5V
11.0mA max (10mA 在零磁场)
无
无
外部限制
波纹高达50mV，性能没有任何降级

输出信号 X, Y 和 Z 轴
  输出类型
  输出范围
  输出阻抗
  最大负载电容 (CLOAD)   
  过压保护
  反极性保护
突破Breakthrough

不平衡单端输出Unbalanced single output
±8V 在全量程
10Ω 标称值
>1000pF 无振荡
无
无
<50mV pk-pk at 16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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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612 探头参数

性能参数

轴数 3 (右手XYZ 坐标系统)

测量噪声本底 <20pTrms/√Hz at 1Hz at 25°C

缩放因子* 104μT/mA，通常情况下

缩放温度系数 <100ppm/oC
启动/稳定时间 99% of final value in 0.5s

零场偏移 <±300nT max. at 25°C

偏移温度系数 <±1nT/oC
轴间正交性误差 <3°

频率响应 <5% 振幅误差 DC 至 1kHz

磁化迟滞 <0.1% 量程(未通电时，暴露于10倍量程的磁场环境)

带宽(-3dB) DC to 3kHz

与基准面对齐 <3°
* 数值取决于电子驱动和感应电路.

环境要求

工作温度范围 -40ºC 至 +65ºC

存储温度范围 -40ºC 至 +85ºC

IP 等级 (不包括连接头) IP67 (1m)

机械规格

尺寸(不包括电缆) 20 x 20 x 20mm (±0.1mm)

重量 70g ±7.5g (包括电缆)

连接头 & 电缆
  电缆

  传感器连接头
  Mag612-RTPDE 的连接头    
Mag612-RTUDE 的连接头

3 metre tail (8 off 28AWG PVC wires + polyolefin insulation 
sleeve) Molex 51021-1000
Hirose RM15-TPD-10P(71)
无连接器（电缆飞线）

可用安装点 4 off mounting holes M2.5 Ø2.7 thru’ CSK to Ø5

电气规格

初级线圈电阻Primary resistance 7.5Ω ±20%

初级线圈电感Primary inductance 650µH ±20% 

次级线圈电阻Secondary resistance 44.5Ω ±20%

次级线圈电感Secondary inductance 5.1mH ±20% 

推荐励磁频率Recommended excitation frequency 16kHz 标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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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612 Three-Axis Magnetic Field Sensor

Mag612-RTUDE / -RTPDE 驱动电子(电路)设备的技术参数
性能参数

测量量程 ±100µT from DC to 3kHz

测量噪声本底 ≤20pTrms/√Hz at 1Hz at 25oC

环境要求

工作温度范围 -40ºC 至 +70ºC

存储温度范围 -40ºC 至 +85ºC 

IP 等级
  RTUDE
  RTPDE

保形涂层Conformal coating
IP64

机械规格

RTUDE RTPDE

尺寸 73 x 19.3mm + 电缆 114 x Ø26mm + 电缆

重量(不含传感器) 100g 195g

输出连接头 + 电缆 Hirose RM15-TPD-10S(71) + 1米电缆

输入连接头 (to/from probe) Solder pads Hirose RM15-TRD-10S(71)

EMC许可 无 无

电气规格

+12.5V to +15.5V
38mA max (36.5mA 在零磁场)
无
肖特基二极管
外部限制
波纹高达50mV，性能没有任何降级

-12.5V to -15.5V
12mA max (10mA 在零磁场)
无
肖特基二极管
外部限制
波纹高达50mV，性能没有任何降级

±10V at full scale
100Ω 标称值
>1000pF 无振荡
<50mV pk-pk at 16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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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电源电压（范围）
  电流消耗Current drawn (max. mA)   
  过压保护
  反极性保护   
  电流限制
  电源噪声抑制比

负电源电压（范围）
  电流消耗Current drawn (max. mA)    
  过压保护
  反极性保护   
  电流限制
  电源噪声抑制比

输出信号 X, Y 和 Z 轴
 输出范围    
 输出阻抗

  最大负载电容 (CLOAD)     
突破Breakthrou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