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立足于内在价值

测量技术 // 精密电阻和功率电阻 // 电阻合金和热电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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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BELLENHüTTE HEUSLEr 有限责任及两合公司

我们的企业是最重要的电阻材料、温度检测热电材料和被动元器件生产商之一，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电气和电子
工业领域。在轿车、卡车、混合动力车、电动汽车以及工业电力生产系统和可再生电力生产系统中，我们的精密测
量技术树立电流、电压和温度测量的标准。

作为国际公认的专家和技术领导者，我们以我们的创新产品一再定义技术水准，并强调突出 Isabellenhütte 的技术与
创新资质。我们成功的关键是持续不断地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生产流程以及极高的加工深度。其涵盖的内容广
泛，从合金生产、成型技术、蚀刻技术和装配技术，直到终检中的复杂的自动检测机和自动包装机。

出自传统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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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历程记录 // 04

Isabellenhütte // 的历史与基地 // 我们会什么，我们要什么，是什么在驱动着我们。

研究与开发 // 15

开路先锋与技术领导者 – 对产品、技术和流程的不断开发，是我们日
常工作的 – 个关键任务。

我们的团队 // 16

创新、质量、资质 – 我们的员工是我们成功的基础。

精密电阻和功率电阻

得到广泛应用 – ISA-PLAN® 和  ISA-WELD® 
// 以其独特性能，我们的电阻作为电流传
感器而被应用于汽车领域和工业领域。

// 08

测量技术

最高的精密度 – ISAscale® 和 ISA-ASIc // 
凭借创新产品和创新技术，我们跻身于全
球主导型供应商之列，为电流、电压和温
度领域提供最先进的测量技术应用。 

// 06

电阻合金和热电合金 

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 I电阻和热电合金 // 
我们以最高质量并也根据客户的个体需
求进行生产。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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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背后作后盾的不只是经验

我们非常重视传统。因为 Isabellenhütte 拥有悠久和感人的历史。企业的前身为 Kupferhütte auf der 
Nanzenbach, 并早在 1482 年就已有记录。从 1728 年改名 Isabellenhütte 以来，企业一直沿用此名至
今，并从 1827 年起一直属于 Heusler 家族所有。

不寻常的历史使 Isabellenhütte 成为黑森州最早同时也是最现代化的工业企业之一。500多年前从
冶炼铜开始的一切，已在岁月进程中发展成了一位国际化的高科技供应商。今天，Isabellenhütte
是热电和电阻合金以及低欧姆精密和功率电阻的全球主导型供应商之一。在测量技术领
域，Isabellenhütte 同样为业界树立高标准。

德国制造。作为全球技术领导者, Isabellenhütte 还是同样忠实地立足于其在德国的 Dillenburg 基
地。这并非仅是出于传统的原因。对我们这样一家具有并且必须具有强大产品和深加工技术诀
窍的企业而言，德国是极具吸引力的基地。在我们的公司总部，存在着或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增值链。采用铸造车间、轧钢车间、拔丝车间以及全套元件和测量模块的生产，这里集中了所有
的生产步骤。由此我们可以确保最高的质量，因为质量管理、质量保证以及技术诀窍，全套都掌
握在我们的手中。

皇家批准印章
该标识向同名人表示敬意:
拿骚女侯爵 Isabella charlotte.

历史 // 基地

1482
首次有记录 
Kupferhütte auf der 
Nanzenbach 

1728
改名为 
Isabelle 
Kupferhütte

1827
ISABELLENHÜTTE
转归 Heusler
家族所有

1889
开发 
MANGANIN®

1952
设立热电合金业
务部门

1955
细分为电阻合金
和热电合金

规模 (08-2013年)

员工 680 
营业额  99.6 万欧元

出口率 67%
代表处 35
国家 25
法律形式 有限责任及两合公司

基地

Dillenburg, 克姆尼茨

子公司

美国、中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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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 EN ISO 9001:2008
DIN EN ISO TS 16949:2009
DIN EN ISO 14001 / 
DIN EN ISO 50001
IEcQ-cEcc  
 

RoHS 2011/65/EU
授权经营者 
(AEO) 
AEO-F-认证证书  
 

欧洲航天局 (ESA) 

德国计量检定中心 (DKD) 

变得更好 –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传统价值配合最先进的生产流程和最高的创新能力，是我们达到这一目标的基础。同时，我们的
企业哲学是通过在我们增值过程中的超常生产深度而实现灵活和独立的生产，并总能保障最高
质量的产品。

因此，有约束力的、内外都有记录的质量目标和价值标准，决定着我们产品的开发与生产。随着
一贯优化这一企业哲学，我们成功地证实并拓展了我们在技术方面的长期先驱作用。同时，一个
关键的方面是不断投资于研究、开发和生产。

行动而不是反应：在 Isabellenhütte, 研究和开发向来都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长
久提供创新产品，并长期保持我们在我们所在市场上的先锋和技术领先地位。这里，我们的客户
也是我们工作的中心点。

客户的个体化需求时常正是创新开发的初始推动力。从我们的传统出发，我们致力于建立长期关
系 – 和我们的业务伙伴和供应商，但尤其是和我们的员工之间。因为，创新、优越的技术、出色的
产品质量、高度和可靠的专业与解决方案资质能力，这些正是我们的强项。为此，我们的员工是
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基础。

质量成为理所当然 // 企业哲学 // 质量特征

2004
批量应用针对电池
管理系统的 
ISA-ASIc

1987
开发和生产世界上
首个采用 
ISA-Plan® 技术的  
SMD mOhm 
电流测量分流器

1992
引入结构系列 
ISA-WELD®

1978
设立热电合金业务
部门

2008
设立 ISAscale® „精密测量技术“ 
业务部门

质量标准

(IEc-电子元器件
质量评定体系)

(海关法规简化／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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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技术

测量技术中的应用范围: 

汽车电池管理系统

工业驱动技术

可再生能量

铁道技术

能源供应／分配

无中断的电流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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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幕后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作为高电流精密测量领域的公认专家，Isabellenhütte 多年来就是世界主导型高现代化测量系统供
应商之一。我们的先驱作用的起点是我们几十年的经验和我们的志愿，即我们要与每一项目、每
一任务一起发展壮大，并由此而总能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最高的精密度。因为，优越的技术已成为
我们的传统。 

ISAscale®

在 ISAscale®品牌名称下，我们向我们的客户提供具备超常功率指标的精密测量系统。最高极限
的精密度是我们的承诺，并以独特的方式，在这里与舒适操作和高变异性进行了完美的组合。通
过这些测量系统，使得更精确的特性数据和更有效的控制算法成为了可能。

ISA-ASIc
采用 ISA-ASIc, 我们在 2002 年作为世上首个企业，能够实现高度精确地测量汽车电池管理系统中
的电流、电压和温度。该 4 通道测量系统有 16 位元分辨率，并以零偏移、低噪音和高线性而令人
信服。它与我们的由 MANGANIN® 或 ZERANIN®  制成的 ISA-WELD® 电阻一起，可以非常精确地得出
其他电池数据，例如充电状态和使用寿命状态 (SOc 或 SOH)。

应用领域
借助于我们产品的独特测量技术特性，产品不仅可应用于汽车领域，而且也非常适合许多其他的
测量技术应用，例如能源管理或一般性电流测量。无论是控制个体化应用于高级测量系统的所
有类型的高性能电气驱动，或是作为太阳能和风力发电装置的组成成分 – Isabellenhütte 模块满
足最高要求，并一再重新定义新的技术水准。

„借助于我们的模块化设计
原理，我们可以快速和低成
本地实施客户特有的电流、
电压和温度测量方案。“

EGB 托盘上的电流传感器 (IVT-B ) 在校准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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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电阻和功率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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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性能表现在人们没有意料到的地方 – 在细节之中 

凭借我们的高资质和几十年的经验，我们总能向我们的客户提供高品质的解决方案。无论是SMD，
或是由电子束焊接的复合材料制成的电阻，或是负荷能力大的功率电阻 – 在温度系数 (TK)、长期
稳定性和负荷能力方面，我们的产品系列满足最严格的要求。

这些特性不仅受所使用电阻材料的影响，而且也受结构形式的影响。因此，我们开发出了两个不 
同的生产技术: ISA-PLAN® 和 ISA-WELD®。

在分层电镀中的镀铜过程在洁净室里的分层层压

„我们提供具有 ppm 范围特
性的元件。用这种形式，我
们将物理带入市场。“

面积功率

竞争对手

  Isabellenhütte
用于高负荷的薄膜技术

极佳的长期稳定性

0805 1206 2010 2512 2817

5

4

3

2

1

0

结构尺寸

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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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PLAN®

ISA-PLAN®-电阻采用蚀刻技术由 MANGANIN® 或 Zeranin® 薄膜制成，并电绝缘地装配于可导热的
金属基质上。材料具有小于 10 ppm/K 的低温度系数 (TK)，并在热电性能上与铜经过最佳适配，从
而使热电电压几乎降低到零。此外，良好的基质导热性能与其高热容量相结合，确保其具备优异
的脉冲负荷能力和持续负荷能力。

ISA-WELD®

ISA-WELD®-电阻采用冲压技术由一种电子束焊接的坚实复合材料制成，该复合材料由铜和我们
的一种电阻合金 (例如 MANGANIN®, Zeranin® 或 Isaohm®) 制成，由此而具备很大的设计灵活性和
生产灵活性。如同电阻材料一样，带子的厚度和宽度也同样灵活可变。采用冲压和弯曲技术，可
以调整电阻，使其适用于几乎任意每种形状和应用。元件中的电流分配经过优化，这样可以避免
产生热点。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优点，例如相对较低的铜接头终端电阻、高导热性能或高储热量以及由此而
得出的电阻均匀电流密度和热量分配。借助于大质量的阻抗材料，从而具有非常高的脉冲负荷
能力和持续负荷能力。

分层时电阻值的对比调整 在用标准带包装之前，对元件进行全面测试、测量和对比调整

精密电阻和功率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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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当需要质量的时候，无论是要满足标准要求或是特殊要求，就总会应用我们的精密电阻和功率
电阻。

无论是 ISA-PLAN® 技术或是 ISA-WELD® 技术，都以其低TK值、低热电电压、高长期稳定性和高负
荷能力而深受客户的欢迎。

与此相应，其应用场合也是多种多样。尤其是在汽车领域，我们的产品被应用于不同的系统。但
也在工业和电力电子领域，在驱动技术、能量测量、通信和医疗技术领域，只要是需要用低欧姆
电阻测量电流，就总会首选 Isabellenhütte 的方案／模块。在工业电子和电力电子装置、不同的通
信元件（例如移动电话基站和电源适配器）或在 „白色家电“ 上，Isabellenhütte 电阻在众多的应用
中都构成了关键的 „内在价值“。

在驱动技术领域，也将我们的产品应用于变频器、强电流调节器、电源模块以及电源适配器的预
充电电阻。

正是在汽车领域，许多众所周知的应用都是在我们的精密电阻精确测量电流的基础上，才得以
实现或得以改善。这些应用中例如包括发动机控制、喷射系统、驾驶员辅助系统和能量管理系
统。但在非常重要的控制器上，例如点火装置、照明装置、水泵、变速器和高级门控系统等，也几
乎不能不使用我们的元件。

„在欧洲生产的每一 
辆轿车上，都至少有一个  
Isabellenhütte 电阻，当然
是获有AEc-Q200认证的电
阻。“

在汽车工业中的应用举例:

汽车 ABS (防抱死制动系统)
ASR (驱动防滑装置)
Acc (自适应巡航控制)
EPS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电气制动器

BMS (电池管理系统)
催化器控制装置

柴油 / 汽油喷射 柴油 / 汽油喷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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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合金和热电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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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发挥我们出人意外的力量

我们善于抓住商机，这可并非是夸张。因为，我们的合金跨入了市场上最高质量产品之列，并被
应用于电子与电机工程的许多领域。同时，我们一贯重视客户的个体化需求，并根据要求以标准
线、漆包线、板片、绞合线、带子、扁线、管子、棒料或薄膜的形状供货。 

电阻合金
我们在遵守最小公差和符合所有国际标准的前提下生产精密电阻合金。带来的是出类拔萃的高
质量。我们为客户提供品种多样的电阻合金材料，同时又高度重视客户个性化的需求：客户向我
们提出要求供货的产品形状。无论是软退火线（光面或绝缘面），漆包线，软退火扁线和扁带，还
是标准结构或客户定制结构的绞合线等等，几乎无所不有。

热电合金
热电偶是世界上最经常使用的传感器，用于在高温度范围内测量温度。它们操作简便，并且对恶
劣的工业应用场所也相对不敏感。Isabellenhütte  生产的热电偶材料呈半产品形式，并符合国际标
准。由此，在温度传感器、矿物质绝缘热电偶、垂度测头以及相应的热电导线和补偿导线的生产
中，我们的客户具备重要的优势：高度的精确性和可靠性。

真空感应炉的铸件架我们将非铁金属用作我们的合金原料 – 例如  
Cu, Ni, Mn, Si, Cr, Al, Sn, Co

„我们重视客户的个体化
需求，并根据要求以标准
线、绞合线、带子、扁线、
棒料、管子和其他几何形状
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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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我们的电阻原料和加热丝在电子与电机工程的许多领域受到加工。我们的客户来自汽车工业、航
空工业、石化、分析化学、工艺技术、铁道技术以及控制和调节技术领域，他们信赖我们的高质产
品以及与其相连的安全性，并由此而诞生了功率极高的加热元件，例如丝线、电缆、带子、软管和
导线。此外，热电合金也还应用于发电厂和数目众多的金属加工厂。我们的材料在这里被用于生

产热电偶，矿物质绝缘热电偶，浸入式传感器，Quick cup (用于测定铸铁熔液中的碳)，移动式热电
偶，点火火焰保险丝，热电插塞式连接器以及金属珀耳帖元件。

电阻合金和热电合金

应用范围:

电阻合金 热电合金

电阻加热电缆 热电偶

防冻 热电导线

温度维持/供给 补偿导线

介质传送 浸入式传感器

电流测量/限制 Quick cup 
绕线精密电阻 矿物质绝缘热电偶 

接头 / 插头 

我们将物理带入市场 – 例如直径可达  0.007 mm 的细线

德国计量检定中心的校准实验室

采用我们的校准实验室，我们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额外的服务，该服务是对我们质量要求的再次

强调和突出。为确保我们的质量标准，作为首批获得德国计量检定中心 (DKD) 授权的企业之一，

我们经营着一个 DKD 实验室。该实验室对其电气 (电阻、电压、电流）和热电 (温度) 测量值可经

由位于柏林和不伦瑞克的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 (PTB) 而认证，并接受 PTB 的永久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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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开发

1889

MANGANIN®

1967

ZErANIN®

1987

全球首个采用 ISA-PLAN® 

技术的低欧姆 SMD 电阻

1990

用于轿车总电流测量的电阻

1992

ISA-WELD®-Technologie

1993

首个用于高功率混合动力的 

20 瓦特 SMD 电阻

1994

SMx结构系列 – 结构尺寸 1206, 
2010, 2512, 2817 的优质电阻

1996

生产首个带有集成式分流器的千瓦

小时计数器模块

1998

电池电流传感器，由 100 μOhm 的分
流器组成，带有集成电子装置

2002

首个全套集成式 16 Bit 测量值记录
系统，用于轿车和运货车的电子电

池管理系统

2004

2 μOhm 同轴电阻， 
用于测量极高电流

2005

基于 ISA-ASIC 的温度和电阻 
(微欧姆计) USB  精密测量仪

2007

VMx系列 – 结构尺寸 0805, 1206, 
2010, 2512  的成本优化型优质电阻

2008

ISAscale® 系列 – 用于电流、电压和
温度的测量技术

我们对挑战刨根问底

作为全球技术领导者，我们非常注重质量，这是我们几十年来的特征。不断证明我
们总比我们的竞争对手快一步，并总能给我们的客户提供新的创新解决方案，这正
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所在。出于此因，在我们企业中，研究和开发部门向来就占
据着极其独特的地位。

结果：不断开发和一系列重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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