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标准以公式和表格形式清晰呈现了最重

要的信息，这包括使用多项式计算获得的

-200 至 +850°C 基础值、两个公差等级（A 
和 B）以及相关温度范围【-200 至 +650 °C
（A 级）和 -200 至 +850 °C（B 级）】。

测量电阻器及其在IEC和 ASTM 标准内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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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修订 IEC 60751 标准的原因之一
是薄膜式测量电阻器的发展。

图 2：标准薄膜式测量电阻器的特征曲线

在流程工业内，我们使用两种基本类型的测量电阻器来测量电气温度：

绕线式和薄膜式。欧洲 IEC 60751 (DIN EN 60751) 标准对这两种测量设备
的不同性能进行了区分，而美国 ASTM E1137/E1137M 标准则认为这两种
类型的电阻器是一样的。这使得用户感到困惑。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关于在长期较高温度条

件下铂传感器内出现的物理效应的知识也得到

大幅拓展。因此，需要对标准进行修订，将测

量电阻器的性能趋向考虑在内，使其能够符合

实况。另一个原因则是考虑到薄膜式测量电阻

器（图1，该类电阻器被称为薄膜或平端测量
电阻器，或被简称为芯片）的发展以及其快速的

市场渗透能力。

专注于薄膜式电阻器

在以前的 IEC 60751: 2008(DIN EN 60751: 
2009) 版本中并未明确提及该传感器类型。因 
此，用户不确定该标准是否也适用于这些性价比

高、防振效果好的新型测量电阻器。尤其是，

在温度范围的规定方面，薄膜式测量电阻器可

以在相同的温度极限下使用，并具有与绕线式

电阻器相同的精度。然而，实际上，由于拉伸

和收缩效应以及外来原子扩散到薄铂层中，薄

膜式电阻器与绕线式电阻器会表现出不同的性

能。其结果是，在所获得的特征曲线中，较低

和较高温度条件下的允许测量偏差的标准范围

比绕线式测量电阻器（图 2 ）的标准范围出现
得更早。这种特性在物理上是由于使用的设计

和材料不同而导致的，因此不能将其理解为质

量缺陷。图片显示了标准薄膜式测量电阻器的

典型特征曲线。对于这一发现，唯一能做的就

是区分绕线式和薄膜式测量电阻器各种公差等

级的温度范围。此外，修订标准还更清楚地区

分了公差等级。当前 IEC 60751:2008 (DIN 
EN 60751:2009-05) 显示了四种等级，如表３
（图３）所示。IEC 60751 标准没有预留任何阐释的空间。该标

准根据测量电阻器的属性单独列出了公差等级

和温度范围，其中给出的基础值、允许公差值

公式和测试要求适用于两种类型的电阻器。

自 2008 年后，该标准内提供了相关详细信息。
1954 年后的原 EN 43760 标准及其后续修订版本
（从 IEC 751 至 1996 年的 DIN EN 60751）均是根据
绕线式测量电阻器的经验而得。根据该标准的

本次修订版本，温度范围和等级精度仅取决于

铂丝绕线（嵌入陶瓷或玻璃内）的性能，铂丝

绕线通过更改其电阻值来表征温度。 



IEC 60751 修订版
通过结合该修订版本，德国电工委员会 K961 
标准委员会组织了一次跨公司分析。此次分析

确认了上述薄膜式测量电阻器的特性具有一般

性，并非某一个制造商所特有的。

此外，该项研究还纳入了新型薄膜式测量电阻器，

此类电阻器的特性与绕线式传感器的特性类似，即

使是在低于 -30°C 和高于 +300°C 条件下 — 只要不超
过其完整温度范围。相关测试还预测了薄膜式测量

电阻器的发展方向。而且，新一代的膜片式电阻器

的价格比标准版的价格更高。

更新版的 IEC 60751 还包含了另一项之前从未进行过
的区分：裸测量电阻器和经装配的热电阻温度计。

原因显而易见。在生产过程中和/或实验条件下，
制造商们对测量电阻器进行了检查，并在高纯石英

玻璃内和供气控制条件（图 4 ）下进行了必要组件
和型式试验。例如，在型式试验中，首先必须将传

感器加热至温度上限（老化）1000 个小时。然后必
须将温度降至 0°C，不得为规定的公差等级预留最
大允许公差范围。



 

综述  

测量电阻器的设计

•  陶瓷测量电阻器内部有一个铂制螺旋状物，

其被嵌入在陶瓷粉末或化合物中。在温度

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其对铂丝造成的机械

阻力很小。因此，该类传感器有一定的自

由移动空间。这种设计能够防止由于机械

力作用导致位移而造成不利影响，但同时

也限制了仪表的抗振性。

•  玻璃测量电阻器内有一根铂丝牢牢嵌入

在玻璃外壳内。这导致在高温条件下存在

机械限制，由于玻璃和铂热膨胀系数不同，

从而使电阻发生变化。此类电阻器在流程

工业内的重要性正日益下降。

膜片式测量电阻器，还被称为薄膜或

平端测量电阻器，其内有一个陶瓷承板，

板上采用了一片非常薄的铂层。铂层和

连接线接头处通过玻璃层进行密封，防

止外部因素造成不利影响。此类测量电

阻器的特点在于抗振性高、尺寸小和物

有所值。

•

测量电阻器具有温度计，通常被嵌入在氧化

镁和氧化铝粉末（MgO 或 Al2O3 ）内，后两

者封装在金属套管或金属护套中。在约 600 °C 
的温度条件下，这些材料就可能会污染传感

器的铂。这些不利作用随温度而变化，当温

度上升时作用强度也会增加。由于热膨胀作

用，传感器还可能会承受机械力。

基于该背景信息，IEC 60751 的作者在上述型
式试验框架内制定了一项稳定性检查，并根

据检查结果来确定温度计在运行时是否处于

热安全状态。规定最高温度条件下的试验时

间被设置为 672 个小时（四周）。与测量电
阻器的要求类似，之后温度计必须在 0°C 温
度条件下就规定的公差等级处于最大允许公

差范围内。IEC  60751:2008 内的任何更改（与
之前版本对比）均是基于研究和实践发现而

进行的。因此，经更新的标准能够结合根据

该标准制造的测量电阻器和温度计实际操作

安全的要求。

未修订的 ASTM 标准

对于 ASTM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标准适用
的国家的用户而言，IEC 进行更新后他们有很多
困惑。对应的 ASTM 指南 E1137/ E1137M 仍忽
略了导致欧洲标准进行上述修订的所有因素。

即使是在 2014 年对其进行再次检查时，负责进
行检查的附属委员会仍认为不需要根据实况进

行修订。ASTM E1137/E1137 M（2014年重
新批准）未对绕线式和膜片式测量电阻器进行

任何区分。此外，其在稳定性试验温度方面也

是不精确的：其规定试验温度为 0°C，但 ASTM 
E644 内要求有两种测试温度。ASTM E1137/E 
1137 M 仍有两个公差等级（A级和B级），两
个等级均是在 -200C° 至 +650C°温度范围内予
以规定，而未考虑到传感器的设计。

两个标准间的差异如图 5 所示。初看之下，简
单比较数字就能得到结论：所有符合 ASTM  的
温度计比 IEC 认证仪表要好，因为根据该标
准，仪表的使用温度范围更广。这就导致有

些销售人员使用 ASTM 数据作为销售参数。
在以 ASTM 为准的国家的人们同样也追求高公
差等级。在这里，传感器制造商和客户对

“ DIN 分级” 有着浓厚的兴趣，例如 1/2 DIN B
或 1/3 DIN/IEC至 1/10 DIN/EC，它们在欧洲也比
较常用。但是，此类关于精度的信息是不标

准的。首先，采用的不同拼音（DIN B, ... DIN 
A, ... DIN/IEC, ... DIN/EC）说明各个制造商都认为
其对于“精度等级”的解释是正确的。后来出版
的IEC 60751:2008 认为1/3 DIN 规范是不必要
的，因为其要求已经包含在该标准的 AA 等级
内。之后，在“ IEC 世界” 的日常业务中， 1/3 
DIN 的作用其实很小。由于ASTM领域缺乏规范
的基础，制造商和客户在使用“分级”时全
靠密切沟通来避免对精度要求的误解。火星

气候探测者号的示例说明了在实践中此类交

流的重要性。该卫星在1999丢失，因为NASA
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使用不同测量系统的单

位来计算制动脉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