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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变送器可在最为广泛的应用场合满足多种工业测量需求。

过程变送器可监控视泵、检测容器液位或计算管道中的流量。

用途广泛

测定值可以在现场读取，也可传输到过程控制系统、控制

器或终端。数据可以通过 4...20 mA 模拟信号或总线协议
进行传送。利用 HART®、PROFIBUS® PA 或 
FOUNDATION™ 现场总线系统，除主电流信号（如果工
作时长或传感器温度等）外，还可以传输过程或测量仪器

的其他信息。

此外，也可将特定指令发送至测量仪器，以更改设备中的

参数。这样，不必维修人员到达现场，即可将过程调整到

最优状态。仪器之间的通信通过现场总线协议进行，以便

快速传输数据。任何时间都可通过测试报告给出有关内置

元件状态的信息。

 ■ 过程工程

 ■ 机器制造与工厂建设

 ■ 医药行业

 ■ 食品和饮料生产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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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厂水处理

带电抛光不锈钢外壳的 
DPT-10 和两个通过细管
相连的 990.27 法兰隔膜
密封件

WIKA 过程变送器

满足特殊要求的液位测量

内部数字信号处理功能再结合久经考验的传感器，可确保

变送器的高精度与最佳的长期稳定性。

容器内的测量是传感器技术领域内最具变化性的任务。针

对充填高度、液位、特定物质浓度、密度、分层或容积的

测量，可选择不同的测量方法和传感器。

例如，安装在容器内或容器表面的仪表不适用于具有腐蚀

性或者起泡丰富的液体。过程变送器可适用于这些测量场

合。

特点

 ■ 测量精度高

 ■ 可自由扩展的测量量程

 ■ 接液部件由不锈钢或特殊材料制成

 ■ 获得不同危险区域工作认证

 ■ 提供各种外壳

 ■ 4 ...20 mA，4 ...20 mA HART® 或总线信号

高灵活度

变送器安装灵活，可适应许多应用场合。显示头位置可相

对过程连接件进行调整，并且显示屏可转到四个方向，使

得其安装更加简便，并可保证始终容易读取显示数据。另

外提供大量过程连接件，并可选择金属或陶瓷测量单元，

使得其可适用于所有行业中。

大量仪器型号

变送器提供各种不同的外壳型号，针对不同工作环境，都

可选择到最合适的型号。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腐蚀性

介质或者过程高温中工作时，钽合金、哈斯特洛伊合金等

特殊材料或特定表面涂层是最适合的解决方案。使用平嵌

隔膜或带隔膜密封系统的组件可达到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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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广泛 卓越的数据读取性

本测量仪器适用于机械制造和工厂建设场合，即过程变送

器的传统使用领域。另外 UPT 还适合在化学工厂中使
用，特别是 Ex ia 款（本安设计）。平嵌隔膜过程连接件
可确保满足卫生、制药和食品行业的要求。变送器可提供

模拟输出信号，也可通过 HART® 协议传输数据，并支持
最新的 HART® v7 版本。

UPT 外壳可绕连接处进行旋转，即使在安装到工艺流程
中后，也可转动朝向操作人员以便于其读取数据。无需任

何工具即可在现场进行电气安装。变送器的显示屏对比度

高、显示清晰、面积大，直径达到 58mm，是市场中最大
的显示屏。主屏幕上的数字有 14mm 高，在远处也可轻
松读取。显示屏可以 45 度倾斜，不必对其进行任何改
动，即可从前方和上方清晰读数。

具有显示屏和 G1/2B 过程
连接件的 UPT-20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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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耐用的外壳

通用过程变送器

UPT 表面完全传导，特别适合在危险区域工作。而且其
对粉尘和液体具有特别防护，等级达到 IP 66（防溅）和 
IP 67（短暂浸入），也非常适合于室外应用场合。

UPT-20 型，带压力端口
UPT-21 型，带平嵌隔膜

规格

测量量程：

绝对压力 0 ⋯ 0.04 MPa 至 0 ⋯ 4 MPa
相对压力 0 ⋯ 0.04 MPa 至 0 ⋯ 100 MPa（UPT-21 型为 60 MPa）
真空范围 –0.02 ⋯ +0.02 MPa 至 –0.1 ⋯ +4 MPa

输出信号：

4 ⋯ 20 mA
4 ⋯ 20 mA，HART® 信号

测量精度：

0.15 %（标准）
0.1 %
0.2 %

量程比：

最高 5:1，如果满足数据表规格
建议最高 20:1，精度受限

过程连接件：

标准 UPT-20 型：G 1/2 B，1/2 NPT，M20x1.5，1/2 NPT 内螺纹
平嵌隔膜 UPT-21 型：G 1/2 B，G 1B，G 1，卫生型连接件

显示：

配备 4 1/2 位数字液晶显示屏（可选无显示屏）

通信：

DD，EDD，DTM*，可在 www.wika.com 下载区进行下载

接液部件：

不锈钢
UPT-21 型：通过丁腈胶、三元乙丙胶、氟橡胶进行密封

外壳材料：

可导电的玻璃纤维加固塑料 (PBT)

认证*：
ATEX II 1/2G Ex ia IIC T3..T6 Ga/Gb
IECEx Ex ia IIC T3..T6 Ga/Gb

数据表：

PE 86.05

*从 2014 年秋季起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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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铝质双腔外壳的 
IPT-10

带法兰连接件和电抛光不锈钢外壳

的 IPT-11

提供各种外壳

IPT 工业过程变送器提供七种外壳，外壳材料可选择塑料、
铝和不锈钢。特别是在需要防爆外壳提供爆炸防护时，可选

择两种外壳：铝和不锈钢铸件。

塑料，单腔或双腔 铝质，单腔或双腔 不锈钢铸件，单腔或双腔电抛光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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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过程变送器
IPT-10型，带压力端口
IPT-11型，带平嵌隔膜

规格

电子元件 传感器

电子元件有四种形式：一种模拟信号和三种总线输出，涵盖

工业过程中所有标准输出信号。

为了与客户工艺过程达到最佳匹配，有三种传感器类型

可供选择。对于压电和薄膜传感器，接液表面由不锈钢

和哈斯特洛依合金制成。这两种传感器都焊接在过程

端，所以不需要密封。陶瓷测量元件的优点是可以承受

很高的过压、磨损小、精度高。

压电 薄膜 陶瓷

测量量程：

绝对压力 0 ⋯ 0.01 MPa 至 0 ⋯ 6 MPa
相对压力 0 ⋯ 0.01 MPa 至 0 ⋯ 400 MPa（IPT-11 型为 60 MPa）
真空范围 –5 ⋯ +5 kPa 至 –0.1 ⋯ +6 MPa

输出信号：

4 ⋯ 20 mA
4 ⋯ 20 mA，HART® 信号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PROFIBUS® PA

测量精度：

陶瓷测量元件为 0.075%
金属测量元件为 0.1 %

量程比：

最高 5:1，如果满足数据表规格
建议最高 30:1，精度受限

过程连接件：

IPT-10型： G 1/2 B，1/2NPT，1/2NPT 内螺纹，M20x1.5，M16x1.5 内螺
纹，9/16-18 UNF 内螺纹

IPT-11型： G 1/2，G 1，G 1 1/2，G 1 卫生型，最高 150 °C

显示：

配备 5 位数字液晶显示屏 (可选无显示屏)

通信：

DD，EDD，DTM*，可在 www.wika.com 下载区进行下载

接液部件：

不锈钢
哈斯特洛伊合金
埃尔吉洛伊非磁性合金
陶瓷测量元件采用氧化陶瓷 
各种密封材料

外壳材料:
塑料
铝质
电抛光不锈钢
不锈钢铸件

认证：

ATEX II 1G, 1/2G, 2G Ex ia IIC T6
ATEX II 1/2G, 2G Ex d ia IIC T6
ATEX II 1/2D, 2D IP 66/67 T
FM 本安
FM 防爆
CSA 本安
CSA 防爆

数据表：

PE 86.11

 *从 2014 年秋季起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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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d 设计中带铝质双腔外壳的 
DPT-10 

常规应用是密闭容器的监控，容器内的上层气相必须从容

器内含物的液体静压中减去。这是获得正确充填高度的唯

一方法（与内含物的密度信息共同使用）。

此外，如果已知容器的几何形状，甚至体积也可以计算出

来。此信息也可作为参数输入变送器中。变送器可用计算

用户定义的箱体几何尺寸，并在显示器上直接显示其体

积。

UPT 和 IPT 型号可用于相对和绝对压力测量，DPT-10 型号可用于差压测量。典型应用包括泵和过滤器监控以及液位和流
量测量。

可加热和搅拌的密闭反

应器，DPT-10 通过法
兰隔膜密封件相连

液位测量

带电抛光不锈钢外壳的 DPT-10 和
两个通过细管相连的 990.27 法兰隔

膜密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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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压变送器
DPT-10 型

规格

有法兰焊接套管的孔口

气流通过指定收缩口

（孔口）的管截面

DPT-10 型号与主流量元件相结合，可测量管道内的流
量。设计此组件非常重要，通过此仪器，孔口几何体产生

一个可转换成流量值的差压。DPT-10 通过三通阀与之连
接，在在孔口前后测量最终差压。主流量元件也是 WIKA 

产品组合的一部分。

测量量程：

差压 0 ...1 kPa 至 0 ... 4 MPa
最大工作压力（静压）：
单侧过载 16 MPa 或 42 MPa
双侧过载 24 MPa 或 63 MPa

输出信号：

4 ⋯ 20 mA
4 ⋯ 20 mA，HART® 信号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PROFIBUS® PA

测量精度：

测量量程 ＞3 kPa 时为 0.075%
测量量程 ≤ 3 kPa 时为 0.15 %

量程比：

最高 5:1，如果满足数据表规格
建议最高 30:1，精度受限

过程连接件：

1/4-18 NPT，符合 IEC61518

显示屏：

配备 5 位数字液晶显示屏 (可选无显示屏)

通信：

www.wika.com 网站 DD, EDD, DTM* 下载区

接液部件：

过程连接件：不锈钢（可选哈斯特洛伊合金）
隔膜： 不锈钢，可选哈斯特洛伊合金、钽合金、金铑合金涂层哈斯特洛伊合

金、蒙乃尔合金 400®

密封件：FKM/FPM、NBR、EPDM、铜质

外壳材料：

塑料
铝质
电抛光不锈钢
精炼不锈钢

认证：

ATEX II 1G, 1/2G, 2G Ex ia IIC T6
ATEX II 1/2G, 2G Ex d ia IIC T6

数据表：

PE 86.21

流量测量

 *从 2014 年秋季起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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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程变送器通信

对于 WIKA UPT、IPT 和 DPT 过程变送器，我们推荐最大 
30:1 的量程比。要达到所述的基本准确度，最大量程比为 
5:1。通过灵活选择库存，同一基本测量量程可涵盖多个应用
场合。

自由扩展

过程控制系统 (PCS) 是全面监控、管理和控制（例如）工业
厂房的观察装置。所有与过程有关的参数和测量数据都被传

送到一个中心点，并根据定义的算法进行评估。通过纯模拟

输出信号只能与控制测量仪器进行控制通信。使用拥有现场

总线接口的过程变送器，可进行更多通信功能。使用数字总

线信号（即 HART® 协议）可进行双向通信。因此操作者可
要求提供特定系数，并在需要时也可更改参数。这样，过程

压力变送器的测量范围可与过程相匹配，而无需任何维修人

员参与。

过程控制技术中的现场总线系统

总线仪器可提供更大优势：通过在过程中或实验室内进行

的扩展，当测量仪器发生故障时可进行更换，并且已存储

的数据也可非常方便地转移到新仪器上。这样可减少维修

时间和停机时间，从而极大降低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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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用户界面独立于制造商和现场总

线，用于现场总线设备的运行和参数化。

用于现场直接通信。

用于通过 HART® 接口（USB、 
RS232、蓝牙）在 PC 或笔记本电脑与
过程变送器之间进行的通信。

用于 HART® 环路上的通信，以对测量
仪器进行参数化等。

带有用于 IPT 型号的 WIKA DTM 的 Pactware，线性化功
能调整页面，上图显示箱体数据计算程序

除主值 (PV) 外，数字总线仪器还可将其他值传送到与同一数
据链相关的仪器上。这样就可对传感器中的温度值升高做出

反应。同样，此仪器也可输出已经计算出的值，例如以长度

单位表示的液位和以升为单位的容积。这需要连续输入过程

数据，并能够轻易改变仪器参数。

此功能由 DTM（设备类型管理器）提供，其专为此目的而设
计，并专门匹配 WIKA 仪器。如果没有可用的过程控制系
统，用户的笔记本电脑上具有 PACTware 等 FDT（现场设备
工具）也可。加载 DTM 后，用户可在整个应用范围内与仪器
进行通信。

但是，WIKA 过程变送器的通信能力也可通过其他过程控制
系统确保。数据描述 (DD、EDD) 类似于电脑系统中的打印机
驱动程序，使用任何过程控制系统操作该仪器时必须使用到

数据描述。相关内容可在 www.wika.com 下载区找到。

Pactware 现场仪器通信仪

HART® 调制解调器 外部环路供电指示器，DIH-52 型

DTM（设备类型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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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WIKA 过程变送器，我们提供一整套的附件。

附件

所有型号的附件

安装附件

DPT-10 的附件

外置显示器和操作模块

有运算功能的指示器，可通过测量仪器

远程安装。

椭圆形法兰适配接头

用于将测量仪器连接到管道系统。

螺纹适配接头组

仪器端 1/2 NPT 螺纹适配接头和过程端
内外螺纹适配接头

排气塞/排气阀

用于组装期间排气或永久关闭排气孔。

截流阀

用于截流和排气。作为三通或五通阀门

歧管。

过压保护

用于平衡电压波动。

卫生型设计中的焊接套管

与容器内壁平齐焊接。用于与测量仪器的

无缝自由连接。

杆控阀

用于关闭和排空测量管道。

隔离栅

用于危险区域应用场合，兼容 HART®。

仪器安装支架

用于壁装或 2” 管道安装。

弯管

用于防止介质中的脉动和过热。

显示器和操作装置

用于无工具进行简单安装和更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