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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威卡（WIKA）是一家拥有9300余名优秀员工的全球性德国家
族企业，公司不仅是压力、温度测量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还是
液位、力和流量测量及校准技术方面的业界标杆。

威卡（WIKA）成立于1946年，凭借广泛的高精度测量仪器和
全方位服务，公司已发展成为能够满足所有工业测量需求的
可靠合作伙伴。

威卡（WIKA）生产基地遍布全球，确保了交付能力的灵活性
和快速性。每年，我们都有超过5,000万件优质产品（包括标
准产品和定制方案）交付到用户手中，每批次从1件到10,000
件不等。

凭借遍布全球各地的众多分公司和合作伙伴，威卡（WIKA）能
够为客户提供全球化的可靠支持。我们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销
售专家也将竭诚为您提供可信赖的本地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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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6充气式设备的正常运行需要运用大量的专用仪器和专业知
识。WEgrid solution是一支由专门从事电力传输行业特定需求
的威卡（WIKA）员工组成的专业团队。

创新是我们的热情，质量是我们的原则

我们是谁

WEgrid Solutions

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改善对人员、机器以及环境的保护。为此，
我们充分利用对技术进步的热情。作为一支拥有多元化创意的
人才团队，我们还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

WEgrid Solutions是市场上唯一一家为SF6充气式工厂提供完整
产品组合和定制完整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作为威卡（WIKA）员工，我们非常重视家族企业的基本原则，
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因此，对我们来说，
最高质量在任何时候都是理所当然的。

WEgrid Solutions.
Part of WIKA.
Part of your business.44



WEgrid Solutions是为您的需要量身定制的智能SF6解决方案。
通过我们的三个细分部门，我们为行业中的所有领域提供产品和服务。

我们全面的产品组合涵盖了SF6充气式设备的所有领域：

 ■ 气体密度监测

 ■ 气体分析

 ■ 连接部件

 ■ 气体处理

我们不仅将自己视为产品供应商，还视为客户的长期合作伙
伴。 这就是我们在调试产品后还长期为您提供服务支持的原
因。

 ■ 维修和保养

 ■ 调试

 ■ 租赁服务

 ■ 现场气体分析

 ■ 研讨会和咨询

通过智能整体解决方案中嵌入的数字化气体监测系统，最大限
度地提高工厂的安全——一站式服务。这就是WEgrid资产保
护。我们将高质量产品与适配的数据传输技术和智能软件相结
合。我们规划并实施整个项目，这使您的SF6气体监测设计尽
可能简单和安全。

我们做什么

WEgrid 产品 WEgrid 服务

WEgrid 资产保护

grid
Solutions

grid
Products

grid
Asset Protection

gri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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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必须确定每个气体室的充气量，并使用
SF6气体密度表进行监控。

威卡（WIKA）通过压力测量来确定气体密度，通过补偿温度
变化的影响，使得该压力测量特别适合SF6气体的“真实气
体”行为。气密密封外壳还可以进一步消除由大气压力波动所
造成的测量不确定性。

一旦因为泄漏造成气体密度下降，气体密度表中预设的报警接
点就会触发警报，或者在达到下限时立即关闭设备。

“智能电网”时代的现代设备监控需要使用带模拟或数字信号
输出的气体密度变送器。

WEgrid产品——
SF6气体测量确保设备安全

变送器可以实现更加精确、连续和集中的信号监控。

SCADA系统（集成数据存储和数据处理功能）会持续监控所
发送的信号或数据包。

除了气体密度测量之外，GDHT-20多传感器系统还能以
Modbus®协议提供压力、温度和湿度测量信号。

威卡（WIKA）不仅可以提供测量产品，还能提供气体分析、
处理产品和连接部件。

SCADA：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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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grid产品

用于高压开关设备的主动设备监控和服
务 气体分析

气体处理连接部件

带趋势分析功能的SF6气体在线监测有助于降低设备故障风险
和运行成本。
设备状态的连续显示可使操作员转变原来使用的预防式或被动
反应式维护策略。未来，电网运营商将能够实现基于SF6气体
状态的检修和维护策略。这样就可以消除预定维护周期内不必
要的工作，从而大大减少故障处理次数和相应的设备停工期。
如果气体密度测量仪器检测到泄漏，那么便携式SF6气体监测
仪器就可以确定精确的泄漏位置并进行相应的维修。

借助于威卡 (WIKA) 气体分析仪，可以在现场直接确定设备中
SF6气体的状态。5到10分钟内，用户即可在现场直接确定设
备是否需要进行维修。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可对分解产物的
纯度、湿度和浓度等质量参数进行测量。在连接好气体室后，
必须手动启动测量，操作非常简单。自动流量控制可以提供精
确和可重复的结果。测量结果会与符合IEC或CIGRE标准的相
应基准进行比较，有些型号还能将测量结果保存起来。

充气和气体处理设备用于SF6气体的充气、补气和储备。
根据具体应用需求的不同，设备可用于制造、安装和维护过
程。设备尺寸取决于工作过程中气体室的体积。根据客户的不
同要求，设备的操作和外形都会有所不同。

在对SF6气罐进行充气或排空处理时，需要采用可靠的连接技
术，以避免气体泄漏并实现高效运行。威卡（WIKA）连接部
件可以满足最高的客户要求，包括阀门、接头、软管和其他部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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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6充气式设备通常都用在严酷环境中，包括极端温度波
动、强风、高空气湿度和环境压力大幅变化等。

SF6气体密度监测

面对这样的运行条件，为了确保最佳的设备运行安全，气体
密度测量值的正确理解至关重要。
威卡（WIKA）的SF6气体密度表非常坚固耐用。

长期优势 技术 威卡（WIKA）产品

显示值不受温度变化影响 温度补偿  ■ 气体密度表
 ■ 气体密度指示器
 ■ 气体密度开关
 ■ 气体密度变送器

窗口上不会有冷凝问题 气密密封外壳  ■ 气体密度表
 ■ 气体密度指示器
 ■ 气体密度开关

不会受海拔或大气压力变化影响 气密密封外壳  ■ 气体密度表
 ■ 气体密度指示器
 ■ 气体密度开关
 ■ 气体密度变送器

测量系统不会泄漏或腐蚀  ■ 采用316L不锈钢的焊接测量

    系统
 ■ 氦泄漏率< 1 x 108 mbar x l/s

 ■ 气体密度表
 ■ 气体密度指示器
 ■ 气体密度开关

可靠的接点设置 通过激光焊点实现固定的接点

设置

 ■ 气体密度表

具有防拆设计的密封外壳 通过焊点确保外壳安全  ■ 气体密度表
 ■ 气体密度指示器

88



气体密度监测

SF6充气式设备中压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环境温度的变化。已
知气体压力和温度的话，就可以精确计算出气体密度。

在左图中，黑色水平线表示实际的气体密度。绿线表示随温度
升高而不断增长的压力（压力由一个标准压力表进行测量）。
因此为了使用压力测量仪表确定正确的气体密度，必须对随温
度升高而增长的压力值进行补偿。

在右图中，显示了经过温度补偿的压力值（对应于气罐气体密
度）。

20 °C

密度

压力

温度补偿

温度

p

压力测量仪表的温度补偿

20 °C 温度

p

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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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外部毛细管传感器的温度
补偿功能可用于直接在气罐
中进行温度测量。

金属波纹管：带外部温度探头的气体密度表

> 20 °C

< 20 °C

金属波纹管外部温度探头

温度补偿原理

机芯和测量弹簧之间的双金
属片可将温度变化转换为长
度变化。指针指示值保持恒
定，不受温度变化对压力的
影响。只会指示出因气体泄
漏而下降的压力。

双金属：气体密度表和气体密度显示

> 20 °C

< 20 °C

20 °C

p
指示

经过温度补偿的压力值（显示值）

20 °C 60 °C
温度

p

指示值的补偿

20 °C 60 °C
温度

p
气罐

实际压力曲线

20 °C 60 °C
温度

p
气罐

实际压力曲线 经过温度补偿的压力值（显示值）

20 °C

p
指示

指示值的补偿

20 °C 60 °C
温度

p

双金属片

60 °C
温度

60 °C
温度

金属波纹管

双金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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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密度监测

根据温度[T]

对压力[p]

进行补偿

+

–

Ustab

专为SF6气体密度测量开发的压力变送器可以提供经过温度补
偿的输出信号。

将一个气室充入同等压力的SF6气体作为参考气室。在受到环
境影响时，参考气室会与气罐有相同的表现，因此不会对开关
状态产生任何影响。

电子传感器：气体密度变送器

参考气室：气体密度开关

高压

参考气室

不锈钢测量元件

中压

用于SF6气体的惠斯通测量电桥（带温度补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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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GDI GDM GDM GDS-MV, GDS-HV GDI-100-D GD10 GDT-20 GDHT-20 GDM-100-TI/TA GDM-100-TI-D

名称 NS63和NS100型气体密

度指示器

NS63和NS100型气体密

度表

NS100型带测试接口和截

止阀的气体密度表

中压气体密度开关

高压气体密度开关

NS100型数字式气体

密度指示器

气体密度变送器 带Modbus®输出的气

体密度、温度和压力

变送器

带Modbus®输出的气体

密度、温度、压力和湿

度变送器

带额外模拟输出的气体

密度表（GDM-100和

GD10）

带Modbus®输出的气

体密度表(GDM-100和

GDT-20)

输出 – NS63型：最多2个开关
接点
NS100型：最多4个开关
接点

最多4个开关接点 最多4个开关接点 蓝牙® 4 … 20 mA Modbus® RTU，通过

RS485接口

Modbus® RTU，通过

RS485接口

最多3个开关接点

4 ... 20 mA
最多3个开关接点

Modbus® RTU，通过

RS485接口

功能特性  ■ 双金属温度补偿
 ■ 根据客户要求设计表

盘布局

 ■ 双金属温度补偿
 ■ 磁助式接点
 ■ 根据客户要求设计表

盘布局
 ■ NS100型：变型——带

外部温度探头的TS型

产品

 ■ 用于阻塞气罐的截止阀
 ■ 用于重新校准气体密度

表的测试接口
 ■ 双金属温度补偿
 ■ 磁助式接点
 ■ 根据客户要求设计表

盘布局

 ■ 参考气室温度补偿
 ■ 微动开关
 ■ 开关精度高

 ■ 计算和现场显示气

体密度、压力和温

度值
 ■ 集成数据记录器，最

多可记录20,000个

测量值
 ■ 通过蓝牙®技术导

出数据
 ■ 电池供电

 ■ 电子式温度补偿
 ■ 不同的连接方式：

现场防护壳-F，电

缆-C，接头-L
 ■ 带温度探头的型

号-FT或带变送器的

型号-F2

 ■ 计算气体密度值
 ■ 一个主设备可支持最

多247个变送器

 ■ 计算气体密度或气体

湿度值
 ■ 一个主设备可支持最

多247个变送器
 ■ 可选配转接头或测

量气室

 ■ 带集成GD10气体密

度变送器的型号TI
或带额外变送器的

型号TA

 ■ 现场显示，带开关触
点和数字输出

 ■ 在线监测，测量精

度高
 ■ 压力、温度和气体密

度测量值实时可用

数据资料 SP 60.21, SP 60.03 SP 60.70, SP 60.02 AC 20.01 SP 60.32, SP 60.30 SP 60.07 SP 60.10, SP 60.11, 
SP 60.12, SP 60.13

SP 60.09 SP 60.14 SP 60.05, SP 60.06 SP 60.23

产品概览
SF6气体密度监测

威卡（WIKA）SF6气体测量仪表系列产品的部件和制造过程
已在各个行业和各种应用中得到了实践检验。借助于威卡
（WIKA）一系列的模块化测量系统，针对SF6气体应用对测
量仪表进行了专门设计和优化。

因此，多个系列的产品显示出协同效果，从长远看更受益客
户。
多种型号的仪表可以满足客户在设备、被测变量、测量范
围、精度和报警功能等方面的不同要求。

机械式和机电式测量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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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密度监测

型号 GDI GDM GDM GDS-MV, GDS-HV GDI-100-D GD10 GDT-20 GDHT-20 GDM-100-TI/TA GDM-100-TI-D

名称 NS63和NS100型气体密

度指示器

NS63和NS100型气体密

度表

NS100型带测试接口和截

止阀的气体密度表

中压气体密度开关

高压气体密度开关

NS100型数字式气体

密度指示器

气体密度变送器 带Modbus®输出的气

体密度、温度和压力

变送器

带Modbus®输出的气体

密度、温度、压力和湿

度变送器

带额外模拟输出的气体

密度表（GDM-100和

GD10）

带Modbus®输出的气

体密度表(GDM-100和

GDT-20)

输出 – NS63型：最多2个开关
接点
NS100型：最多4个开关
接点

最多4个开关接点 最多4个开关接点 蓝牙® 4 … 20 mA Modbus® RTU，通过

RS485接口

Modbus® RTU，通过

RS485接口

最多3个开关接点

4 ... 20 mA
最多3个开关接点

Modbus® RTU，通过

RS485接口

功能特性  ■ 双金属温度补偿
 ■ 根据客户要求设计表

盘布局

 ■ 双金属温度补偿
 ■ 磁助式接点
 ■ 根据客户要求设计表

盘布局
 ■ NS100型：变型——带

外部温度探头的TS型

产品

 ■ 用于阻塞气罐的截止阀
 ■ 用于重新校准气体密度

表的测试接口
 ■ 双金属温度补偿
 ■ 磁助式接点
 ■ 根据客户要求设计表

盘布局

 ■ 参考气室温度补偿
 ■ 微动开关
 ■ 开关精度高

 ■ 计算和现场显示气

体密度、压力和温

度值
 ■ 集成数据记录器，最

多可记录20,000个

测量值
 ■ 通过蓝牙®技术导

出数据
 ■ 电池供电

 ■ 电子式温度补偿
 ■ 不同的连接方式：

现场防护壳-F，电

缆-C，接头-L
 ■ 带温度探头的型

号-FT或带变送器的

型号-F2

 ■ 计算气体密度值
 ■ 一个主设备可支持最

多247个变送器

 ■ 计算气体密度或气体

湿度值
 ■ 一个主设备可支持最

多247个变送器
 ■ 可选配转接头或测

量气室

 ■ 带集成GD10气体密

度变送器的型号TI
或带额外变送器的

型号TA

 ■ 现场显示，带开关触
点和数字输出

 ■ 在线监测，测量精

度高
 ■ 压力、温度和气体密

度测量值实时可用

数据资料 SP 60.21, SP 60.03 SP 60.70, SP 60.02 AC 20.01 SP 60.32, SP 60.30 SP 60.07 SP 60.10, SP 60.11, 
SP 60.12, SP 60.13

SP 60.09 SP 60.14 SP 60.05, SP 60.06 SP 60.23

机械式和机电式气体密度测量 电子式气体密度和气体状态测量

气体密度指示器只能在标有刻度的彩色表盘上显示经过温度
补偿的充气状态，气体密度表则还能在预设开关阈值处提供
额外的报警信号。而气体密度开关仅提供开关功能，这样就
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气体密度产品组合。

模拟和数字式变送器可以提供连续的信号或数据包，以供现代
变压器和配电站SCADA控制室进行评估。通过结合变送器和
气体密度表，不仅可以实现信号冗余，还能读取SF6气体状态
（现场或在控制室内）。

电子式测量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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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检测系统的定期检查

气体密度表和气体密度变送器在泄漏和绝缘气体损失时会可靠
地警告设备操作员。

由于气体绝缘仪表对操作安全作用巨大，并考虑到可持续的气
候保护，许多设备操作员会定期检查他们的气体密度表。

随着第517/2014号关于温室氟化气体法规(EU)的生效，在特定
条件下必须进行定期检查。威卡（WIKA）能够提供阻塞解决
方案，让您即使在安装状态下也可以检查泄漏检测系统。除了
带有集成测试接口和截止阀的气体密度表外，还提供改装阀。
它们可以安装在气罐和现有的泄漏检测系统之间。简单地改装
系统可在将来安装时进行校准。整个检查也可以由我们的服务
人员进行——实验室或是现场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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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密度监测

BCS-10型

服务

连接部件

坚固的BCS-10型模块化校准系统，用于
检查SF6气体密度测量仪表。基于压力的
机械测量仪表和电子测量仪表均可快速
方便地进行检查。

温度补偿精密型数字气体密度指示器
GDI-100-D型和试压泵的组合可以精确地
设置测量点，并以不同单位表示测量
值。外部温度和压力的波动不会影响测量。BCS-10型校准系
统的检修箱采用塑料制成，坚固耐用。

符合DIN EN ISO/IEC 17025标准的威卡
（WIKA）校准车让我们可以直接在现场
检查您的仪表。或者，您也可以将仪表
送到我们的校准和服务中心。所有操作
都将由经过认证的维修技术人员进行。

威卡（WIKA）开发了特殊的连接部件，在安全检查气体密度
表和变送器的同时又保证了操作的有效性。自密封的DN20接
头确保设备在充气和排空过程中产生高速气体流动，并防止气
体意外泄漏。借助阀体机构，气体密度表可以与气体室安全隔
离。启动系统需要一个特殊的扳手，从而可以避免意外启动。
气体密度表的自密封接头可以防止测量仪表拆卸时造成绝缘气
体损失。

如果气体密度表带有一个测试接头，检查可在仪表安装时进
行。

如果气体密度表或变送器没有可用的测试接头，则可以使用转
接头改进此连接。将转接头放在测量仪表和气体室之间。接头
螺纹可按要求更改或调整。截止阀可安全断开测量仪表与气体
室。仪器的检查可以通过接头进行，无需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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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部件

用于SF6气体的连接技术必须能够在保证在无泄漏的前提下将
SF6气体从一个气体室有效转移到另一个气体室中。

威卡（WIKA）的连接部件可以保证对相应设备中环境有害SF6
温室气体的安全存储和处理。所有连接部件均针对该应用进行
了精心的专门优化。

通过使用威卡（WIKA）的连接部件，可以在SF6气体室与环境
之间实现免维护和可靠的分离。这样不仅可以避免SF6气体泄
漏，还可以防止水分进入。

阀门（GCV）和联结阀（GCC）

自封阀和联结阀可以可靠避免意外的气体排放。使用O型圈和
金属环形密封的两段式密封原理可以在压力条件下实现安全的
连接和断开。连接部件的标称宽度为DN 6至DN 20。它们采用
优质铝、黄铜和不锈钢制成。
可根据要求提供材质证明。

转接头（GCA），接头（GCF）和保护帽
（GCP）

除阀门和联结阀之外，标准系列产品还包括转接头、接头和保
护帽。威卡（WIKA）还可以提供定制设计或者专门生产部件
组合和气体连接部件。

为满足最高的质量要求，所有连接部件都采用坚固的设计、优
质的材料生产，并经过100%泄漏气密性测试。

阀门和联结阀

转接头和保护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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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部件

软管（GCH）

这些软管能确保SF6气体得到安全处理，SF6气体是会对环境
造成危害的温室气体。每根软管都配有自封阀和联结阀，并
100％通过氦气泄漏测试，确保无SF6气体泄漏至大气。

橡胶软管和不锈钢软管之间的区别在于：橡胶软管比不锈钢软
管更轻、更方便；不锈钢软管由于有额外的钢网，更稳定、更
坚固。 

转接头和接头套组

此外，还有转接头套组可以连接不同制造商的开关。
转接头由黄铜和不锈钢制成，以确保现场使用的长寿命周期。

并且，还有便携式灌装设备，可以直接从气瓶中为SF6气体装
置灌装和补充SF6气体。

我们的整个设备都配备坚固的运输箱，是服务人员的最佳伴
侣。.

SF6气体处理的服务套组

产品图片：气体处理软管

型号 GCV GCC GCA GCF GCP GCH 套组

功能 阀门 联结阀 转接头 钎焊和焊接

接头

保护帽 软管 转接头和接头

设备

标称直径 DN 6 … DN 20 DN 6 … DN 20 DN 6 … DN 20 DN 6 … DN 20 DN 6 … DN 20 DN 6 … DN 20 -

材料 Al, SS, 黄铜 Al, SS, 黄铜 Al, SS, 黄铜 Al, SS, 黄铜 Al, SS, 黄铜 SS, 橡胶 Al, SS, 黄铜

数据资料 SP 61.12, 
SP 61.13, 
SP 61.14

SP 61.12, 
SP 61.13, 
SP 61.14

SP 61.12, 
SP 61.13, 
SP 61.14

SP 61.12, 
SP 61.13, 
SP 61.14

SP 61.12, 
SP 61.13, 
SP 61.14

SP 61.15 SP 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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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分析

随着时间推移，SF6充气式设备中开关动作期间的放电现象会
产生浓度越来越高的有毒和高腐蚀性分解产物。

分解产物的形成取决于放电期间SF6气体或替代气体中空气和
水分反应物的含量。这些污染物（空气、水分和分解产物）会
影响开关设备的持续性安全运行。

特别是分解产物，它会强烈损害和侵蚀气罐的内表面。这会逐
渐降低开关设备中绝缘材料的绝缘强度。
因此使用气体分析仪对有害分解产物的浓度进行监控是绝对必
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长期的设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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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分析

重新使用的SF6气体中污染物的最大含量（符合IEC 60480
标准）：

 ■ 空气和/或CF4：3%

 ■ 气体分解产物：50 ppmv

 ■ 湿度：露点：

       -23 °C（充气压力< 200 kPa绝对压力）或

       -36 °C（充气压力> 200 kPa绝对压力）

分解产物的形成

质量管理指令

IEC和CIGRE组织都制定了SF6气体的相关标准和限值。它们
规定了允许存在的污染物限值以及应该如何对开关设备中使
用的SF6气体进行正确处理。

在设备运行过程中能量输入的作用下，之前稳定的SF6气体会分解成SF4和其他化合物等活性较强的腐蚀性产物（参见图示“分
解产物的形成”）。而气体中的空气和水分等反应物则会形成其他分解产物。

在IEC 60480标准中“六氟化硫（SF6 ）检查和处理指南”部分
规定了容许标准值。

化学物质 在空气中的稳定性 最终产物 常规限值

[ppmv]

气味

S2F10五氟化硫 稳定 SF4, SF6 0.01 苦味

SF4四氟化硫 快速分解 HF, SO2 0.3 苦味、酸味

SO2F2二氟化硫酸 稳定 0.3 无味

SOF4四氟亚硫酸 稳定 SO2F2 0.5 酸味

SiF4四氟化硅 快速分解 SiO2, HF 0.5 辛辣

SO2二氧化硫 稳定 1.0 苦味

SOF2氟化亚硫酸 缓慢分解 HF, SO2 1.5 苦味，辛辣

HF氢氟酸 稳定 2.0 酸味

SF6六氟化硫 稳定 1,000 无味

SF6气体中的分解产物造成树脂样品的颜色发生变化

（M = 电极材料的变量）

无反应物

有反应物（进一步形成分
解产物）

SOF4

SO2F2 + HF

SiF4 + 2H2O

SO2 + 2HF

SF4 + 2F MFN

SOF2 + HF

SF6

SiO2H2O

O2 

O2 

H2O

H2O

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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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监控周围空气中SF6气体浓度的固定式测量仪，可以确保
在密闭空间内安全运行。

IR-Monitor监测器（可选配多路采样器）

气体排放监控

开关设备中的气体泄漏会造成高昂的维护成本，如果泄漏量
较大，还会很快带来安全风险。因此，必须快速而可靠地定
位气体泄漏点，并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消除。

IR-Leak测量范围为2000 ppmv，是在现场确定泄漏点并对
泄漏量进行定量测量的理想测量仪表。

这样就可以采取具体的维修措施。采用红外光谱学方法进行
泄漏检测不会受到水分或常见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以及风的影
响。

检测仪表

泄漏检测

IR-Leak泄漏检测仪（测量范围2000ppmv）

该仪表利用一个非色散红外传感器对室内空气进行持续监测。
一旦发现空气中出现有害气体浓度，就会通过一个大音量警报
立即报警。通常，样本是在靠近气罐或气体绝缘开关设备的位
置连续采样的，因为这些位置可能会在短期内泄漏大量SF6气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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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分析

专为低浓度SF6气体测量而开发的测量仪（用于微量泄漏检测）。

即使发生最微量的气体泄漏，也能可靠和可重复地对空气中的SF6
气体进行定量测量。所采用的技术是基于光声红外光谱学原
理。SF6气体浓度追踪仪精度非常高，而且灵敏度为6 ppb-
v。IR-Leak红外检漏仪（50 ppmv测量范围）的灵敏度则为0.6 
ppmv。

非色散红外技术

浓度追踪仪和IR-Leak红外检漏仪（50 ppmv）

泄漏测试

 红外光源  样本气室  波长滤波器  红外探测器

2,500 cm−1

红外光

红外光

Φ0

Φ

947 cm−1

朗伯-比尔定律

Α =  −lg         = ε ∙ c ∙ l

A:  吸光度

Φ:    SF6气体吸收后的光强

Φ0: 入射光强

ε:  消光系数

c:  浓度

l:   吸光气室长度（采样气室）

Φ0
Φ

红外技术测量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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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GA11 SF6中的N2/CF4
GA11 3M™ Novec™ 4710 
绝缘气体中的CO2

GA11 N2中的SF6/He

名称 SF6-Q-分析仪 Novec 4710分析仪

绝缘气体

氮气分析仪

参数 霜点/露点

SF6百分比

SO2, HF, H2S

霜点/露点

Novec 4710绝缘气体中的CO2
O2百分比

霜点/露点

N2百分比，O2
氦气中的氮气

SF6中的氮气

功能特性  ■ 带回流泵功能的SF6气体质量测量
 ■ 电池/电源供电

 ■ 带回流泵功能的Novec 4710绝缘

气体质量测量
 ■ 电池/电源供电

 ■ 带回流泵功能的氮气气体质量测量
 ■ 电池/电源供电

数据资料 SP 62.11 SP 62.11 SP 62.11

SF6气体分析产品概览

气体质量测量仪

气体质量测量仪 附件

型号 GFTIR-10 GA05 GA45

名称 FTIR-分析仪 MV压力调节器 SF6回收袋

气体回收袋

参数 SO2, HF, SF4, SOF2, SOF4, SO2F2, 
S2F10, SiF4, CO, COS, CF4, C2F6, 
和C3F8浓度

– –

功能特性  ■ 实验室测量系统（带光谱仪、PC机

和软件）
 ■ 电源供电

 ■ 用于低压过程的加压
 ■ 兼容所有分析仪

 ■ 可折叠，节省空间
 ■ 容量达1101
 ■ 过压安全保护

数据资料 SP 62.17 SP 62.14 SP 62.08

3M和Novec 4710是3M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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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检测/泄漏测试

气体排放监控

型号 GA65 GIR-10 GPD-1000

名称 SF6气体浓度追踪仪 SF6红外检漏仪 SF6气体检漏仪

参数 6 … 60,000 ppbv 0 … 50 ppmv
0 … 2,000 ppmv

–

功能特性  ■ 高精度光声红外光谱测量
 ■ 丰富的配件

 ■ 非色散红外传感器
 ■ 便携式电池供电测量仪
 ■ 可切换泄漏率

 ■ 基于负电晕原理
 ■ 便携式电池供电测量仪
 ■ 灵敏度可调
 ■ 声音信号

数据资料 SP 62.13 SP 62.02

型号 GA35

名称 SF6红外监测器

参数 0 … 2,000 ppmv

功能特性 非色散红外传感器

数据资料 SP 62.06

气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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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气和处理设备

SF6 气体的充气和处理设备是气体绝缘设备维护的关键工具。
无论是安装还是用于输配电的气体绝缘设备的维护，威卡
（WIKA）都有完整高效的充气和处理设备的产品系列供您选
择。

型号 GPF-10 GVC-10 GTU-10 GWS-10 GVP-10

名称 便携式SF6过滤装置 便携式SF6真空压

缩机

便携式SF6气体传输

装置

便携式SF6气瓶刻度 便携式真空泵

过程 过滤 SF6抽离 SF6充气 确定转移的SF6气体

的质量

排气

描述 过滤掉颗粒、湿气和

分解产物

组合使用GVC-10型

真空压缩机和GTU-
10型传输装置能够以

最高0.5 kPa的绝对

剩余压力将SF6气体

从气体室中抽离

SF6气体室直接由气

瓶充气，或者将SF6气

体储存在气瓶中。

在储存SF6气体时，压

缩机可液化储存容器

中的气体

在充气/抽离前后测量

气瓶重量

按照设备维护手册准

备充气

数据资料 SP 63.11 SP 63.13 SP 63.07 SP 63.09 SP 63.12

排气、充气、抽离、气体储备和补气是SF6设备的核心流程。
另外，如第517/2014号温室氟化气体法规(EU)中针对指定设备
的规定，仪表支持设备操作员记录SF6 气体的体积和排放量。
威卡（WIKA）是SF6气体安全处理和提供简单用户指导的专
家，尤其体现在全自动系列GPU-X-X000的产品中。我们的口
号是：简单直观，更加安全！

便携式仪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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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气和处理设备

1. 应该在多长时间内转移多少SF6气体?  体积流或质量流

2. 应该安装何种容器?  气罐或气瓶

3. 应该使用何种设备?  软管长度和连接零件

4. 采用哪种操作方式?  自动程控或手动控制

5. 设备将被放到哪个区域?  适用标准

6. 设备将在哪里使用?  室内或室外开关设备

选择设备的原则

按照上述几个方面，威卡（WIKA）可以提供标准的设备，或者根据特殊过程和其他方面的需要提供定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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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GFU08 GFU10 GPU-x-x000

名称 SF6充气车 SF6处理和充气装置 SF6处理和充气装置

SF6储存容器 气瓶 气罐 气瓶/气罐

描述 GFU08型充气车可以简单、轻松地将

气瓶运送到工作现场。使用减压器可

以达到设定的期望目标压力

。

可选的质量平衡设计，允许用户检查

转移的SF6气体体积。

各种可选配的真空泵允许用户在填充

SF6气体之前，将气体室抽成真空。

GFU10型装置允许用户执行处理SF6
气体的所有任务。该SF6制备和充气

站非常适合维护小容量SF6气体室。

还可以通过内置干式过滤器和内部回

路来干燥气体。

WIKA-GPU-x-x000平台具有最高

级别的舒适度，操作简便，维护周期

极长。

主要功能包括SF6气体绝缘开关、线

性加速器和其他SF6气体填充设备的

SF6充气、抽离、净化和排气。该装置

还可以轻松加固SF6气瓶和气罐。

市场上可选且独特的附加SIL 2安全

控制装置，除了冗余压力测量系统

外，还包括SIL 2 SF6气体传感器，因

此能完全排除SF6气体过量填充等

风险。

数据资料 SP 63.08 SP 63.01 SP 63.16

充气设备

充气和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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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x-x000

GPU-B-2000 GPU-S-2000 GPU-B-3000 GPU-S-3000

全自动操作    
通过10英寸IntelliTouch触摸屏实现

直观操作    
快速SF6气体回收

适用于大型气体室    
附加SIL 2安全控制，

带SF6气体报警装置    

充气和处理设备

GPU-x-x000 平台

人类与环境的安全是威卡（WIKA）的首要任务。在处理过程
中防止或检测SF6气体的排放并确保其安全运行是首要任务，
不仅是出于气候保护的原因，还需要保护人员安全。威卡的目
的是提供一种安全系统，将排放限制在最低限度内，同时几乎
排除了应用中的任何故障。

威卡（WIKA）安全性

威卡（WIKA）是SF6处理设备的唯一供应商，其安全控制符
合SIL 2 / PL d标准。

这种独特的安全概念是GPU-S-x000系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在处理过程中出现误差以及由此产生的SF6向大气的排
放在技术上是不允许的。

SAFETY

Control

SIL
2

PL
d

SAFETY

Control

SIL
2

P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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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可以数字化的东西都将被数字化。”（Carly Fiorina，
前惠普首席执行官）。有充分理由说明这也适用于SF6充气系
统。

WEgrid Solutions致力于在电力传输行业中完善对人员、机器
和环境的保护。这项任务的重要一步是气体监测的数字化。

WEgrid资产保护是解决方案。
我们为客户提供智能整体解决方案。
40多年的SF6气体行业经验和创新驱动的专家团队是我们实现
这一“交钥匙”概念的工具。

 远程监控
 微量泄漏的早期检测
 测量点气体排放的分配

WEgrid资产保护——
一站式服务

在SF6充气式工厂中，对绝缘气体的在线监测是WEgrid资产保
护的核心。
我们高度现代化的传感器不断与数据中心进行通信，数据中心
分析传输值，并在泄漏发生或绝缘气体中的湿度增加时立即向
您发出警报。当然，您可以随时自行调用这些值。

此外，我们的智能系统也能了解您的工厂。收集的数据是外推
的，这使系统能够确定趋势。也使您能够根据口号来审视未
来：行动而不是反应。

这意味着您可以从基于时间的维护过渡到基于状态的维护。

 实时创建在线趋势和分析
 排放率记录
 从基于时间的维护理念转变为基于状态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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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数字传感器是WEgrid资产保护的基础。通过RS485接
口和广为接受的Modbus®协议的使用，这些变送器实际上可以
用在任何地方，并且可以用于现有设备的改造。借助于先进的
技术，一个总线主设备就可以对多达247个传感器进行轮询。

在我们的在线平台上，所有的数据都将被准备好，并以图形
的形式提供给您。

我们的专家团队在您的现场委付我们的产品和整个系统。

如果气体密度降低或湿度增加，快速反应是解决方案的关
键。
因此，我们的智能数据中心会在出现数值偏差时立即通知
您。

我们的在线传感器可以在短时间内测量SF6气体的状况。传输
的数据被收集、管理并存储在我们的数据中心。

我们是您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我们将负责您的数字化项目
的规划和实施，并协助和提供建议。

我们评估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和他们的意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供灵活的概念模型，并很乐意为您提供相关可能性模块组合
的建议。

我们的数据系统不断分析收集到的值，以获取异常偏差值。
将来，还会对数据进行额外预测。

产品

可视化

安装

服务触发

数据仓库

项目管理

数据评估

资产保护

产品

数据仓库

安装

数据评估

项目管理

可视化

服务触发

WEgrid资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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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巨大的气候影响，SF6气体在全球范围内备受关注，有必
要采取措施限制排放。
因此各国政府都加强了相关方面的控制，对于设备中SF6气体
填充水平的检验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研讨会上，威卡
（WIKA）会提供与适用法规和实用知识有关的信息，以帮助
客户实现设备的正确选型和操作。 

WEgrid服务——
服务、咨询与培训

我们提供丰富的主题：

 ■ 基础知识

 ■ 原则和法规

 ■ 排放监测

 ■ 密度测量和湿度测量

 ■ 连接零件

 ■ 充气和处理设备

 ■ 气体分析

 ■ 泄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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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grid服务

为了加强知识传播，SF6培训开设了实践环节而且包含了生动
的演示内容。

咨询或培训既可以在我们的培训中心开设，也可以在您的公司
现场进行。

试运行服务

备件服务

维修和维护服务

提供系统校准的国际服务网络

分析服务

数字化

咨询

租赁服务

根据客户要求，我们也可以为客户提供新设备试运行服
务。这通常包括详细的功能测试以及对操作员的精心指导
和培训。

以快速可靠的方式订购机器和仪器的任何备件，从而提高
您的机器可用性。

根据所需工作水平的不同，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维修和维
护服务（在威卡公司或在客户现场进行）。

为了使您的机器和仪器的可用性保持在较高水平，只需在威
卡（WIKA）服务中心校准仪器即可。我们的全球服务网络
为您提供合适的选择。

借助于丰富的经验，我们还可以为客户提供各种分析服
务。通过非破坏式测量方法，我们可以对SF6气体的主要
分解产物进行识别和精确量化。我们的专家还能对高腐蚀
性的SF6样本进行此类分析。此外，我们还可以为您提供
泄漏检测和分析服务。

我们为您提供了一个“交钥匙”的概念，它使您能够实时
监控您的工厂、预设泄漏率并更好地规划您的服务运营。
该服务不限于新项目还是现有工厂。

鉴于我们在全球各地拥有超过43家分公司，而且我们的员
工都受过SF6气体方面的专业培训，因此可以为您提供咨询
和帮助等全方位的服务。
如需更多信息或有任何其他问题，请立即与我们联系（ 
SF6-sales@wika.com）

如果客户仅需要在特定时间内或初次测试时使用分析和测
量仪器，那么我们可以提供租赁服务。

试想您能够使SF6气体寿命周期管理领域的专家汇聚一堂，并
洞悉SF6气体处理方面的最佳实践。

试想您能够看到SF6气体解决方案制造商亲自为您展示产品组
合中的仪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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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

自2015年1月1日起，欧盟关于温室氟化气体的第517/2014号
法规正式取代先前法规(EC) 842/2006。新法规为工作内容涉
及六氟化硫（SF6气体）的人员规定了一系列培训措施。

特别是该类工作，包括：

 ■ 气体绝缘电气开关柜的安装、检修、保养、维修或关闭

 ■ 对温室氟化气体法规规定的设备进行泄漏测试

 ■ 回收SF6气体

威卡（WIKA）是巴伐利亚国家办事处认可的测试和认证机构，
提供能力培训和对应的考试，因此人员可以获得整个欧洲范围
的认证。培训和认证根据EC 305/2008法规以及化学品气候保
护法规进行。

已获认证的威卡（WIKA）讲师针对日常实际应用传授他们的
诀窍。我们的培训对象是安装人员、检修人员和维护人员。

  
 
 

  

Zertifikat 

nach Verordnung (EG) Nr. 305/2008 
der Europäischen Kommission 

 
Die Zertifizierungsstelle 

WIKA Alexander Wiegand SE & Co. KG 
Alexander-Wiegand-Straße 30 
D-63911 Klingenberg, Germany 

 
(Annerkennung durch das Bayrische Landesamt für Umwelt) 

 
bescheinigt 

Herrn Max Mustermann 
 

WIKA-Experte 
Klingenberg am Main, 20.07.2016 

den Erwerb des Sachkundenachweises nach §5 Abs. 2 Nr. 4 der  
Chemikalien-Klimaschutzverordnung zur Durchführung  

der Tätigkeiten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Rückgewinnung  
bestimmter fluorierter Treibhausgase  
aus Hochspannungsschaltanlagen. 

 
 

Die Prüfungen gemäß Artikel 4 Absatz 1. Artikel 6 Absatz 2 und 
Anhang der Verordnung (EG) Nr. 305/2008 

der Europäischen Kommission vom 2. April 2008 
wurden am DATUM bestanden und decken die geforderten 

fachlichen Mindestkenntnisse und –fertigkeiten ab. 
 

Certificate
According to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305/2008

The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WIKA Alexander Wiegand SE & Co. KG

Alexander-Wiegand-Straße 30
D-63911 Klingenberg, Germany

certifies

Mr. Max Musterman 
Date of birth 22.05.1986

Dr. Roland Kurte

SF6 Center of Excellence
Klingenberg am Main, DATE

the acquirment of knowledge for carrying out activities in connection
with recovery of certain fluorinated 

greenhouse gases from high-voltage switchgear

Examination has been passed on 13.10.2015,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4 Paragraph 1,
Article 6 Paragraph 2 and ANNEX to the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305/2008 of April 2nd, 2008
and covers the required skills and knowledge.

Certificate No.: WIKA00001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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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咨询与培训

全球范围内的咨询服务

在全球范围内，您都可以就SF6气体的应用联系威卡（WIKA）
的员工。我们的工程师和服务技术人员能够为您的应用提供不
同组合的最佳解决方案。

在这个领域中，正在服务中的威卡（WIKA）测量仪表超过一
百万台，保证了电力输配设备的SF6密度监测。

在威卡（WIKA）SF6气体研究院内，我们的客户可获得关于此
复杂主题的实用信息和培训。

在我们的研究院，客户可在现场或通过我们的子机构接受教育
培训。无论您身处何方，我们都可以为您提供协助。

墨西哥

哥伦比亚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埃及

德国

中国
美国

新加坡

澳大利亚

韩国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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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应用

 ■ 化学名称：六氟化硫

 ■ 无色、无味、无毒、不易燃、有化学惰性

 ■ 绝缘强度高，大约比空气或氮气高3倍

 ■ 等价的二氧化碳气候效应：22800

 ■ 在空气中的寿命：3200年

 ■ 50多年来，已经成功用于各种工业应用

 ■ 用于输配电应用的开关设备和负荷开关中

 ■ 粒子加速器

 ■ 雷达系统

 ■ X光系统

 ■ MRI（核磁共振成像）设备

在电网运营商的中高压开关设备中，SF6气体可作为极其
高效的绝缘介质，在开关过程中起到灭弧作用。

高绝缘强度和复合能力使其成为理想之选。与空气或氮气
等其他介质相比，SF6气体性质更佳，因此可以实现非常
紧凑的系统尺寸。

六氟化硫分子模型（一个硫原子和六个氟原子相结合）

SF6气体简介

SF6 气体，最广为人知的温室气体

由于SF6气体对全球变暖效应具有较大的影响，并且在京都议
定书中被列为六大温室气体之一，因此人们都不希望大气中出
现这种气体。

SF6气体对气候的影响比二氧化碳高22,800倍，而其在大气中
的残留时间约为3,200年。因此，在全球范围内针对SF6气体的
排放制定了严格的法规。

欧盟关于限制温度气体排放的第517/2014号温室氟化气体
（F-Gas）法规已于2014年正式生效。其中对SF6气体和其他
氟化气体的具体处理提出了总体要求。

SF6充气式设备如果发生气体泄漏，不仅会造成环境问题，还
会带来安全风险（相关生产过程或设备会因此关闭，还会产生
昂贵的检修费用）。

在德国，SF6气体与充气式开关设备的制造商和运营商已联合
并自愿签署限制气体排放的承诺书。

当前的SF6充气式设备技术水平成熟，并且仍在不断发展进
步，以更好地处理与气候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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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1976   推出首款带温度补偿功能的气体密度表

1990  推出首款带外部温度探头的气体密度表

1992   推出第一代带气体密度变送器的“在线监测”设备

2000  推出第一批用于中压系统的气体密度指示器、气体密      
            度开关和气体密度表

2004  推出具有更小零漂的气体密度开关

2005  推出第二代带外部气体密度变送器（带现场保护壳）
             的“在线监测”设备

威卡SF6气体部门重要里程碑
2009   收购了位于多特蒙德的气体分析专业公司G.A.S.的

SF6部门

2010   拓展阀门和气体处理设备产品线

2013   推出“智能电网”时代的数字式SF6气体状态变送器

2015   认定为SF6处理人员资质的测试及认证机构

2016   引进新一代开创性的操作仪表

2017   将部门更名为WEgrid solution，并通过WEgrid资产保
护扩展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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