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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Wiegand, Chair
威卡(WIKA)集团董事长兼CEO

关于我们

威卡（WIKA）集团是一家拥有9,300余名优秀员工的全球性家族企
业，也是压力和温度测量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公司在液位、力和流
量测量以及校准技术方面也是业界标杆。

威卡（WIKA）成立于1946年，借助于广泛的高精密仪表和全方位
服务，该公司已经成为能够满足所有工业测量需求的强大而可靠的
合作伙伴。

威卡（WIKA）的生产设施遍布全球，可随时随地响应客户需求，实
现最高的灵活性和交付能力。每年，都有超过五千万优质产品（包括
标准产品和定制方案）被成批交付给客户（每批1到10000余件）。

凭借遍布全球的全资子公司和合作伙伴，威卡（WIKA）完全能够
为全球客户提供可靠支持。我们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销售专员也将
竭诚为您提供可信赖的本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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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卡(WIKA) – 您电力工程
行业的合作伙伴 

威卡(WIKA）生产的压力、温度、液位测量仪表以及一次流量元件等产品已广泛用于各电力领域(从传统发电厂、核电厂到CHP
和生物质能电厂等)

不同的领域的应用要求千差万别，因此人们对测量仪表的要

求也复杂多样。在危险区域和核电厂中，无论是在腐蚀性还是

非腐蚀性环境中，我们的测量仪表都能满足最严格的要求。此

外，我们还可以根据您的意见和建议为您量身定制最合适的解

决方案，充分贴合您的应用需求。这也是我们不断丰富产品和

完善服务原因所在。

我们不仅拥有专业技能和可靠性，并且具备完善的全球销售和

服务网络，是国际电力行业享有盛誉的全球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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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客户对于提供高效率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不管是标准

产品还是定制设计，我们都能与您合作找到最合适需求的解

决方案。

我们是一个强大的企业集团，通过遍布全球的分公司可以满

足任何地方的客户需求。我们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销售专员

可以在现场为您提供有竞争力和可靠的服务，并且他们了解

各个国家的特殊的条件、标准和应用，致力于满足您独特的

应用需求。

全球布局 – 亲近客户

我们的生产设施遍及全球，可确保最高的灵活性和交货性能。以下是我们一些代表性生产设施的坐落地点：

德国（总部）、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印度、意大利、韩国、马来西亚、波兰、俄罗斯、新加坡、瑞士、南非和美国

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您都可以获益于我们独一无二的专业技术

和产品。无论您是想测量0.05kPa还是高达70MPa的压力，是

想探测锅炉管壁温度还是需要对温度计护套进行计算验证，无

论您是想进行连续液位测量还是想监测极限液位，是想要记录

孔板、文丘里管还是皮托管的流量，也无论您的应用是在传统

电厂还是核电厂中：

我们都能根据各个应用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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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SIL)是通过
制造商基于FMEDA(失效模式、效果
和诊断分析 )所做的声明而进行认证
的。FMEDA是对部件随机失效行为的
系统性评估。由此可对单个部件的统计
值和它们的功能相关性进行联合评估。
最终可以得到关于失效概率和部件可靠
性的量化数据，

安全认证

要想实现安全可靠的生产过程，优质部

件至关重要。它们是高效生产过程的前

提，有助于避免造成人员、环境和财产

危险。通过国内和国际权威机构对所使

用的仪表进行严格测试，可以确保可靠

稳定的工艺流程。威卡(WIKA)仪表产品

可提供各种全球认证。

国际认证 安全完整性等级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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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要求

总线技术 标准输出信号

现场总线系统

内部和外部测试均表明，我们的

传感器兼容几乎所有的开源软件

和硬件工具。

在电力工程业也能看到使用数字总线系统代替使用模拟输出
信号的传统现场仪表的一般趋势。

优势:
 ■ 更高的精度

 ■ 更少的布线要求

 ■ 可进行参数化配置

 ■ 更多现场仪表诊断功能

 ■ 提高过程监控性能

 ■ 可靠的数字信号传输

对于电厂管理者来说，这意味着可以降低成本并提高电厂可
用性。

多种输出信号形式使得我们的测量仪表可轻松集成到任何电
厂设备中。以下是可用的部分标准输出信号：

 ■ 模拟信号 (比如4 … 20 mA,或0 … 10 V)
 ■  带叠加 HART® 协议的4 … 20 mA信号

 ■ PROFIBUS® PA
 ■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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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频率计算

振动频率计算是对在工艺过程中静态和动态载荷条件下温度计护套强度的数学计算验证。最近几年，这种方法变得越来越重

要。而在过去许多年来，温度计护套设计靠的是终端用户的经验，而现在通过数学计算可使温度计护套的尺寸与工艺过程实现

最佳匹配。

在全球范围内最流行的计算规则就是ASMEPTC19.3性能

测试规范。通过振动频率计算，在规划阶段就可以确保各

种电厂运行的更高安全性。因此，甚至是在试运行之前

就可以避免出现代价高昂的测量点故障以及相关的风险

和停工期。而对于复杂测量点来说，通过与电厂运营商进

行密集的会面交流也有利于达成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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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要求

非破坏性测试

静水压测试

最常用的温度计护套非破坏性测试有压力测试、液体渗透检

测PMI测试。

对于法兰型护套采用外部压力执行该测试，而对于焊接或螺纹 
型护套则采用内部压力执行测试。测试压力水平需要根据护套 
结构和所用法兰确定。通常压力应在6到50MPa (法兰额定 压力

的1.5倍）之间，持续时间在3到15分钟内。

提升高过程负荷下的安全性

通过计算确立温度计护套的稳定性可以在其所处电厂试运行

之 前就降低或消除温度计护套受损的可能性。计算时可参考 
ASME PTC 19.3或Dittrich/Klotter规范，且需使用以下工艺参

数来完成：

 ■ 流量（单位为m/s)
 ■ 介质密度（单位为kg/m³)
 ■ T温度（单位为 °C)
 ■ 压力（单位为MPa)

不管温度计护套采用什么样的制造方法，温度计护套强度计算 
的结果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共振运行期间振动失效的动态 
视图，二是静态载荷随外部压力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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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威卡（WIKA)包括多个产品线，可适应最广泛的应用需求。此 外，许多仪表都可以互相组合，或者使用隔膜密封、毛细管或 
温度计护套进行功能扩展。

威卡（WIKA）可提供完整系列的电子压力测量仪表：压力传感

器、带输出信号压力表和用于过压、绝压和差压测量的过程变

送器。不同的压力测量仪器用于监测过压、罐和容器的液位测

量，以及与孔板或文丘里管组合的流量测量。

用于指示过压、绝压和差压的压力表（带波登管、膜片或膜盒

压力元件）已经经受住了数百万次的检验。由于这些测量仪表

独立于电源工作，因此它们可以与电气变送器并联使用，特别

是在用于安全相关的压力监测应用中。

我们在测量仪表中采用了最先进的传感器技术，该技术已经

在电厂工业的所有部件中进行了测试和验证。这些不带任何

机械接触的运行方式可实现很高的耐磨损性能，并且绝对不

会影响机械机构。此外，还可以直接将电气负载切换到AC 
250V/20A。这些仪表适用于所有安全关键型应用（SIL证

书）。

传输

显示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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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阀门及配件

产品

威卡（WIKA）提供各种阀门、歧管和单法兰，可以接管关闭、

排放和补偿功能。

提供各种尺寸和连接类型，例如NPT,G和IEC连接，以及用于

墙壁或管道安装的安装支架。

仪表阀门

保护装置

通常，压力测量仪表与阀门结合使用，以便能将压力测量仪表

重新校准或从更换过程中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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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在电厂中，温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几乎用于所有回路中。在锅炉或烟气处理等应用中大约三分之二的测量都是如此，而

且在许多控制电路中也需要安装温度传感器。对于所有这些要求严苛的应用，威卡（WIKA）都能提供适合的传感器和变送器。

我们的产品范围包括热电偶、热电阻温度计以及适合各种电

厂应用的模拟和数字量温度变送器。

我们的表盘温度计根据双金属、膨胀或气体驱动原理工作。

这允许显示范围从-200 ... +700℃，具有不同的级别精度、相

应时间和对环境变化的稳定性。多种过程连接设计、阀杆直

径和单个阀杆长度可实现灵活的测量点设计。特殊多功能的

是带毛细管的表盘温度计。如有需要，所有温度计都可以搭

配护套工作。

通过将开关触点和输出信号集成到机械温度测量仪表中，我们

还可以提供各种组合式测量仪表。此外，还可以直接将电气负

载切换到AC 250V/20A。这些仪表专为符合IEC 61508（SIL 2
）的安全关键应用而开发。根据客户要求，可提供3.1证书确认

使用高质量和耐腐蚀的接液部件。

为了使温度计即使在极端过程负荷下也能正常工作，我们还

提 供了一系列温度计护套。根据工艺过程的具体要求，我们

可以 提供Hastelloy合金、钛材料以及带有各种涂层的护套。

传输 显示

开关 温度计护套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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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管表面温度测量 燃气轮机温度测量

炉管表面温度测量的目的是对炉管的最大容许温度曲线进行监 
测，并以此避免出现管道提前过热现象。炉管表面温度热电偶 
具有很高的精度，因此运营商可以确保电厂锅炉的正常运行， 
从而提高炉管寿命并实现最佳效率。

现代燃气轮机的设计使其可最高效地利用燃气能量。为此，

最重要的准则就是在不超过叶片和外壳承受极限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实现高温燃烧。当然，涡轮机也必须能够对负荷变

化做出快速响应，因此除了精度以外，温度测量的速度也变

得越来越 重要。

仪表可通过一个牢固的焊接配件轻松安装到管壁上，适用于各 

种标准宽度的管道。在停工期紧密的维护计划期间，还可以实 

现快速的产品更换。

燃气轮机内部的条件非常极端：温度高达800 °C、流量大而且 
有强烈的振动。威卡(WIKA)热电偶和温度计护套在这些严酷 应
用条件下也能安全可靠地运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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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位

威卡（WIKA）提供了一系列可以在温度高达450℃或压力高达40MPa条件下使用的液位测量仪表。我们提供丰富的旁路液位
指示器、液位传感器和磁性浮子开关产品。

 ■ 投入式压力变送器

 ■ 基于浮球原理的连续测量

 ■ 浮球开关

 ■ 光电开关

 ■ 旁路液位指示器

 ■ 可视玻璃液位指示器

传输

开关

显示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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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锅炉上的可视玻璃液位指示器

低压预热器或给水罐上的旁路液位指示器

这种液位指示器设计将液体密封在两个透明的可视玻璃之间。 
这样就使视线穿过液体并提供清晰的液位指示。采用双层盖板 
设计的透明液位指示器可用于高达PN100的压力范围，是最适 
合3.5MPa以上蒸汽应用的指示器，必须使用云母防护层保护可 
视玻璃不受蒸汽锅炉水的腐蚀。

在容器侧面安装的互通旁路室中，一个浮子会随着被测介质液

位而运动。浸没深度下浮子中放置的径向对称磁性系统的磁场

会驱动安装在旁路室外侧的磁性滚轮指示器以及开关和测量元

件。这种成熟的测量系统还可进一步与独立测量方式相结合，

比如导波雷达系统、簧片测量链或限位开关。因此对于独立测

量来说，只需要两个过程连接，可以在测量中实现完全的冗

余，并且无论何时都可以实现可视液位测量。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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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隔膜密封系统更换服务

装有威卡（WIKA）过程变送器的威卡隔膜密封系统如所有知

名制造商一样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和重视。最佳的隔膜密封设

计、材料和填充介质适用于各种应用甚至最困难的测量要求。

通过使用隔膜密封，测量仪表可用于-90至+400℃的极端温度

下，并适用于侵蚀性、腐蚀性、非均质性、耐磨性、高粘性

或有毒介质。

威卡采用的特殊材料和涂层确保了隔膜密封的长期使用寿命。

然而，我们建议定期检修，出于使用介质的考虑，隔膜密封可

被更换。 通过这种方式，除了可以节约成本外，您还可以确保能够使

用最新的技术继续生产。通过预防性的更换，工厂有计划的

停工，您可以减少工厂的停机时间。

更换服务的优势

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必须全部更换损坏的隔膜密封系统。通过测试和更换，威卡（WIKA）将为您提供一个服务包，从而

进一步利用您现有的过程变送器，可以明显地节省成本。

更多的优势

 ■ 重新对系统进行校准

 ■ 差压的静压测试

 ■ 现有材料证书

 ■ 现有认证，如用于电厂

 ■ 系统使用最先进的焊缝技术（AD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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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校验我们的一次流量元件产品包括孔板、流量计导管、流量喷嘴、
文丘里管、皮托管和节流孔板等。

我们丰富的产品组合可覆盖电厂内几乎所有应用。在多年经验
对许多客户来说，测量精度是一个关键要素。一流的测量通

常都需要具备最高的精度、准度和再现性。这使得我们可以

在整个规划和生产期间为您提供支持，我们关注的焦点就

是为您的项目提供最佳解决方案、确保最高质量以及符合

ASMETC6、ISPESL和旧IBR标准的校验证书。

一次流量元件

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为您的特殊需求开发定制解决方案。

典型应用

 ■ 给水量测量

 ■ 注水量测量

 ■ 蒸汽量测量

 ■ 润滑油量测量

 ■ 高压流量计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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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50多年间，SF6 气体已被成功用于各种工业应用中。

绝大多数的SF6 气体都用在输配电领域中的开关柜和负荷开

关内。

用于SF
6
 气体的全寿命周期管理

解决方案

SF6 气体测量

仪表

连接零件 充气和搬运设备

分析和检测仪表

对SF6 气体状态进行监测对于电厂安全至关重要。

主要产品有:

 ■ 机械气体密度表

 ■ 带报警触点的机械气体密度表

 ■ 不带显示器的机械气体密度开关

 ■ 带模拟输出的气体密度变送器

 ■ 带数字输出的气体状态变送器

在对SF
6
 气罐进行充气或排空时，需要采用可靠的连接技术以

避免气体泄漏并实现高效的操作。威卡(WIKA)连接零件(包括阀

门、联轴器、软管和其他组件等)可以满足客户最严格的要求。

在对SF6 气罐进行排空和充气以及对污染SF6 气体进行处理

时，都必须由经过培训的人员使用合适的设备进行操作。威

卡(WIKA)的充气和搬运设备可满足SF6 气体搬运方面的全部

需求。

SF6低浓度分解产物会大大降低SF6气体绝缘设备的安全性。在

实际运这品行过程中，在潮湿或不纯SF6 气体环境下的电弧放

电通常是些问题的根源。威卡（ WIKA ）为此提供了一系列气

体分析产品（包括附件）。

泄漏检测仪表可以对泄漏点进行精确的检测和量化。微量泄

漏的及时检测和密封有助于减轻对环境的影响，并节省补充

气体量。

产品

在电网运营商的中压和高压开关柜中，这种气体可用作非常高

效的绝缘介质并在开关过程中起到电弧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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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6 气体学院

服务

全寿命周期

为了挖掘改进SF6 气体寿命周期方面的潜力，必然需要对SF6 
气体特性和相关法规具有深入的了解。 “SF6 气体学院”的成

立就是为了创造一个共同学习的环境，与专家一道合作开发

最佳的实践方案。每一节课都是针对参与者的具体需求而量

身定制的。

 ■ 调试

 ■ 维修和保养

 ■ 校准

 ■ 质量分析

 ■ 租赁服务

如果您有需要，我们也可以在您的现场提供服务

应用 

要想实现40年的设计寿命，不仅需要使用高质量的部件，还要

采用适当的维护策略。威卡（WIKA）是在SF6 气体全寿命周期

管理方面唯一一家提供完整产品线并具有丰富应用经验的公司

（为您提供一站式服务）。从规划到SF6 充气设备的处理，我

们都可以为客户提供深入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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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测情况

试压泵可用作对压力源，使用户可通过对比
测量实现机械和电子压力测量仪表的测试。
这些压力测试可在实验室、车间或现场测量
点执行。

便携式压力源

校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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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技术

制造商独立校准——快速准确... 

校准服务

 � -0.1MPa ... +800MPa（工厂校准可达+950MPa）

 � 高精度参考标准（压力平衡）和工作标准（精确的电子式压力测量设
备）

 � 精度为读数的0.003% ... 0.01%
 � 符合DIN EN 837，DAkkS-DKD-R-6-1，EURAMET cg-3

 � -196℃ ... +1,200℃

 � 校准槽和管式炉中的比较校准，精度达1.5mK
 � 在ITS90的固定点进行校准，尽可能减小测量不确定度

    - 汞三相点（-38.8344℃）

    - 水三相点（0.01℃）

    - 镓的熔点（29.7646℃）

    - 锡的凝固点（231.928℃）

    - 锌的凝固点（419.527℃）

    - 铝的凝固点（660.323℃）

 � 符合DKD/DAkkS和指令

 � 直流电流：0 mA ... 100 mA
 � 直流电压：0 V ... 100 V
 � 直流电阻：0 Ω ... 10 kΩ
 � 符合以下指令：VDI/VDE/DGQ/DKD 2622

 � 工厂校准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

 � 可按需更换测量装置

 � 根据客户图纸校准特殊仪表

 � 可校准的测量设备

  - 游标卡尺可达800mm

- 测试针达100mm

- 环规和塞规达150mm

- 锥形螺纹规达150mm

- 块规达170mm（也可成套使用）

- 可按实际需求提供其他选项

压力

电流、电压、电阻 长度 现场校准（压力和温度）

温度

我们的校准实验室致力于压力和温度校准30多年。自2014年以来，

我们的校准实验室还获得了电力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和直流电

阻的认证。自2017年以来，长度测量仪表的工厂校准扩展了我们

的产品组合。

 ■ IISO 9001认证

 ■ DKD/DAkkS认可（符合DIN EN ISO/IEC 17025）

 ■ DKD/DAkkS团队合作

 ■ 在压力和温度测量方面拥有60多年的经验

 ■ 高素质、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

 ■ 最高精度的参考仪器

为了最小化校准对生产过程的影响，我们在整个

德国范围内提供省时方便的现场DAkkS校准（以

下为压力测量的相关情况）

 � 在我们的校准车或客户的工作场地进行校准

 � 获DAkkS认可，压力测量

    - 量程-0.1MPa ... +800MPa

    - 精度范围0.025% - 0.1%FS，标准型而言

 � 获DAkkS认可，温度范围-55℃ ...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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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业务

针对核电站的应用，威卡提供全面的产品组合，包括初级

和次级电路。我们的仪表符合最高的安全性和功能要求

（1E，K1，LOCA）。

核电厂

Pressure
Temperature
Level
Flow
Calibration technology

power generation
Nuclear 

Pressure
Temperature
Level
Flow
Calibration technology

power generation
Nuclear 

更 多 详 细 信 息 ， 请 参 阅

www.wika.cn网站中的《核

电》样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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