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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综 述 

1.1 产品简介 

SLDS-C100、SLDS-C150、SLDS-C200、SLDS-C250 激光测距传感器

是上海协堡电子有限公司最新自主研发的测距设备，功能强大、坚固耐用，专

为工业测量市场设计，具有优异的精度和极高的稳定性，实现了精确、无接触

式和不间断地长距离时时测量。在隧道形变、桥梁位移、建筑测量、仓储物流、

电梯监控、行车定位、工业现场及过程、交通港口等场合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 

主要特点： 

 丰富的输出接口：TTL、RS232、RS485、4～20mA、CANBUS、ModBus、                                      

0～5V、0～10V； 

 大量程下精度不变、超宽的供电电压 6～36V DC； 

 运动物体的实时距离监测、位移控制，可配合生产过程中流量控制与

数据分析； 

 防护等级：IP67（防盐雾、防霉、防撞处理）；  

 内置过流自动恢复、防反接、防浪涌雷击保护； 

 非接触式测量技术，受工作环境影响小，易于安装布局与后台控制； 

 在户外环境下，仍能保持很高的测量精度和可靠性； 

 传感器可以加工成全密封，方便在恶劣环境下使用； 

 可用车载电源、工业直流电源供电； 

 功耗稳定，耗电量极小（在无电流报警时，功耗小于 1.5W）； 

 标准工业总线接口，配合操作软件实现全方位工业自动化控制； 

 土木工程、环保、石化、冶金、电力、交通、港口、水文、工业等行

业可广泛应用； 

 可加装蓝牙、GPRS、WIFI、可充锂电池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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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作原理 

2.1 原理简介 

SLDS-C100、SLDS-C150、SLDS-C200、SLDS-C250 型激光测距传感

器采用相位法激光测距技术，利用无线电波段的频率，对激光束进行幅度调制

并测定调制光往返测线一次所产生的相位延迟，再根据调制光的波长，换算此

相位延迟所代表的距离。即用间接方法测定出光经往返测线所需的时间，如下

图所示。 

 

 

 

 

 

 

注意事项： 

 被测物与激光的方向最好是垂直方向；被测物倾斜度β 最大可达到 75°； 

 被测物最好是浅色（白）反射率较高的颜色；反射率越高，传感器测量的距离越远；

黑色的物体，反射效果最差，测量距离最短； 

 工作环境光线越暗，效果越好（晚上最好）；光照强的情况下，会影响仪器的距离，

不会影响仪器的精度、稳定性等参数； 

 被测物移动速度比较快时，需要调整设备的频率为较高状态； 

 被测物的材质最好不要是木炭、轮胎等黑色吸光物体，最好加一些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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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尺寸结构 

3.1 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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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技术数据 

4.1 性能参数 

型号 

SLDS-C100 

SLDS-C150 

SLDS-C200 

SLDS-C250 

性能参数 

最近距离 0 

最远距离【室内】 

SLDS-C100：100m 

SLDS-C150：150m 

SLDS-C200：200m 

SLDS-C250：250m 

精度 ±1mm；单次测量精度优于 1mm 

分辨率 0.1mm 

输出频率 最高 25Hz 

光学参数 

激光 可见激光 

激光等级 II 类安全激光 

激光波长 635nm 

光斑直径 10m@10mm 

激光寿命 ＞50000h 

注释 
请不要凝视光束，避免和激光接触，根据 EN 

60825-1:2003-10 标准 

电气参数 

输入电压 DC 6~36V 

整机功耗 <1.5W 

数字量输出 RS485 、RS232、 TTL 、CANBUS、ModBus 

模拟量输出 4~20mA、0~5V、0~10V 

机械参数 

仪器尺寸 150mm*66mm*45mm 

外壳材料 铝黑色阳极氧化 

重量 300g 

防护等级 IP67 

工作温度 基本型：-15℃~+55℃；加强型：--30℃~+65℃ 

存储温度 -3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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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端口与通讯协议 

5.1 接线端口定义 

 

  输出接口 

 

线缆颜色 

RS485 RS232 TTL 4~20mA 
0~5V 

0~10V 
CAN 开关量 

红色 VCC VCC VCC VCC VCC VCC VCC 

黑色 GND GND GND GND GND GND GND 

蓝色 RS485A+ RX RX RS485A+ RS485A+ CANH+ NC 

黄色 RS485B- TX TX RS485B- RS485B- CANH- NC 

绿色 NC GND GND IO+ VO+ NC SO1 

棕色 NC NC NC IO- VO- NC SO1 

 

5.2 基本通讯协议   

 

 更详细的通讯协议，请咨询本公司技术人员；

波特率：9600bps，起始位：1，数据位：8，停止位：1，校验位：无； 

功能 命令代码（HEX） 返回代码 备注 

单次测量 5A 01 01 5C 
5A 01 01“3X 3X 3X 2E 3X 3X”CS 返回正确 

5A 01 01“E’ R’ R ’O’R’ -’ -’”CS 返回错误 

连续测量 5A 02 01 5D 
5A 02 01“3X 3X 3X 2E 3X 3X”CS 返回正确 

5A 02 01“E’ R’ R ’O’R’ -’ -’”CS 返回错误 

关机 5A 00 01 5B 5A 00 01 5B  

命令说明 

单次测量：发送一次命令返回一次数据； 

连续测量：发送一次命令，持续返回； 

关机：退出测量，参数设置必须在关机状态下进行； 

注：CS 表示效验字节，是前面所以字节的求和； 

距离值引号部分为 ASCII 码，如单次测量返回“5A 01 01 30 31 32 2E 33 34 35 B9”表示距离值

为 12.34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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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使用方法及步骤 

6.1 使用方法及步骤 

1. 传感器接通电源。220V 交流电源通过开关电源、适配器等变压到传感器适合的电压。  

2. 串口与设备连接。并安装合适驱动程序，来驱动串口。 

3. 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传感器的测试。 

右击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端口选择上一步查到的端口号。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有无

奇偶校验等按照通讯协议里选择并打开串口。在发送区输入通讯协议里的通讯命令，点

HEX 显示，再点击手动发送即可实现传感器的通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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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应用市场 

7.1 案例场景 

 

 

 

 

 

 

 

 

 

 

 

 

 

 

 

 

工业自动化、行车定位 

港口集装箱防撞、位置监测 



 

 

第 9 页 共 12 页 

第八章 应用注意事项  

8.1 应用注意事项 

 

SLDS-C100、SLDS-C150、SLDS-C200、SLDS-C250 型激光测距传感器

是一种光学仪器，它的操作会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因此，应用时可达到的测程

有所不同。而测距精度则不会受这类因素的影响。下列条件可能对测程造成影响： 

 

要素 加长测程的因素 缩短测程的因素 

目标表面 明亮反射良好的物表，如反射板 暗淡无光泽物表面，绿色、蓝色物表面 

空气微粒 清洁的空气 灰尘、雾、暴雨、暴风雪 

日光强度 黑暗环境 目标受到明亮的照射 

 

 

 

 

 

 

 

 

 

 

 

 

 

 

  

在对粗糙表面（如灰泥墙面）进行测量时，对准发亮的区域中心。 

为避免测量到灰泥接缝深处，请使用目标板或普通木板。 

请不要对着透明物体的表面进行测量，如无色的液体（比如水）

或玻璃（无尘）。 

在目标面积大得足够容纳激光斑点时，才可以进行测量。 



 

 

第 10 页 共 12 页 

第九章 警告与售后 

9.1 注意与警告 

  未遵指导而使用仪器; 

  破坏安全系统，去掉说明和危险标志; 

  用工具（如螺丝刀）打开设备; 

  改装升级仪器; 

  操作失败后操作; 

  在未安全设施的测量工地; 

 本产品虽然经过严格测试符合相关 EMC 要求，但仍不排除会受到来自其

他设备的电磁干扰或者干扰其他设备的可能性，使用前请仔细测试并确

认; 

 本产品符合国家激光安全等级规范，使用中应避免长时间照射眼睛。 

 

9.2 售后服务 

 为客户免费提供产品安装指导； 

 保证产品在 1 年内计量精度达到要求;建立客户档案，定期进行产品质量

跟踪服务； 

 解决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中遇到技术难题或其他问题时的后顾之忧； 

 24 小时响应客户需求； 

 接到客户故障投诉电话后 24小时内为客户服务； 

 保修期外，本公司提供终生有偿维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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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系统拓展与开发 

10.1 说明 

1. 我司提供距离有 50cm、1m、10m、40m、80m、100m、200m、500m、1km、

5km 等不同量程的激光测距传感器； 

2. 传感器的精度有 μm、0.1mm、1mm、1cm、5cm、1m 等； 

3. 传感器的输出有 UART(TTL)、RS232、RS485、RS422、CAN、4-20mA、

0-5V、ModBus； 

4. 我司可为您提供数据无线功能。无线电台、GPRS、WIFI 等模式； 

5. 我司可根据您的要求进行特殊行业特殊性能定制开发； 

6. 我司可为您提供数据的实时远距离显示设备； 

7. 我司可为您提供系统的集成以及完善的项目需求解决方案。 

10.2 联系我们 

上海协堡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21-50933055 

传真：021-51686291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新骏环路 115号寰启商务大厦 1幢 906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