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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威卡（WIKA）是一家拥有10,200余名优秀员工的全球性德
国家族企业，公司不仅是压力、温度测量领域的先进制造厂
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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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及时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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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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型设计

与产品相接触的设备组件的卫生型设计是避免微生物污染和确保产品质量的必要前提。

作为设备整体卫生理念的一部分，使用的测量仪表必须满足 CIP（在线清洗）对材质、

表面质量、过程安全、连接工程设计和清洁度方面的特殊要求。

作为欧洲卫生设备设计组织（EHEDG）的成员，威卡（WIKA）为国际标准的制定作出

了贡献，并将卫生型设计与高质量测量技术结合在一起。

材质

奥氏体不锈钢一直是制造仪表接液部件的标准材质。因此，在食品和饮料行业以及制药工

业中，1.4404 和 1.4435 不锈钢是不二之选。

不锈钢不仅不会与绝大多数的食品和药品发生化学反应，还具有良好的抗消毒液和清洁

剂腐蚀性能，并且1.4435比1.4404不锈钢具有更高的抗腐蚀性。我们还可以根据具体

应用提供特殊合金材质，如全奥氏体不锈钢、1.4539 （904L）、Hastelloy C 和 Inconel，
以及带塑料涂层 [如 PFA（全氟烷氧基树脂）或 PTFE（聚四氟乙烯）等]的材质。对于膜片

元件测量仪表，我们选用的是具有高度耐腐蚀性的镍铬合金 2.4668 （N07718），从而实

现最佳测量性能，同时使产品具有更高的稳健性。

对于和过程介质发生接触的金属表面，我们所选用的标准材质为 1.4435 不锈钢。

表面

在车间进行CIP/SIP（在线清洗/在线灭菌）时，与过程介质相接触的表面的质量是影响清

洁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轻松完成对测量仪表的清洁并防止出现生物膜，接液表面必须经过钝化处理且不应 
存在微观缺陷。除了表面形貌，表面粗糙度也是可清洁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根据 EHEDG 
规范第 8 号文件“卫生型设备设计准则”中的要求，人们普遍任何表面粗糙度为 Ra < 0.8 μm 才
能满足普通清洁过程的要求。

对于敏感的生物技术过程，表面粗糙度则需更低，如根据 ASME BPE 标准，表面粗糙度

Ra < 0.38 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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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抛光

电抛光可改善表面的可清洁性。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从根本上使表面形貌结构更加平滑，从

而降低表面粗糙度。此外，电抛光（尤其是在使用还原性介质时）还能够增加不锈钢的钝化

层，从而实现更好的抗腐蚀性。

卫生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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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材质

在选择密封材质时，必须重点考虑各种过程参数和过程介

质。密封材质必须保证无毒无害，具备足够的耐磨强度，

并且能够承受腐蚀性清洁剂和消毒液的腐蚀，能在高温灭

菌所需的过热蒸汽中保持结构稳定。

O型圈和成型密封件主要使用特殊化合物材质制成，如

VITON® 等氟橡胶基树脂（FKM）、三元乙丙橡胶（EPDM）

或聚四氟乙烯（PTFE）等。密封元件所使用的材质及其生产

过程都必须符合监管机构和监管组织所制定的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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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DIN 11864-1 型式 A 
的螺纹管连接

NEUMO BioConnect®  

螺纹连接
符合 DIN 11851 的螺纹

管连接

过程连接件

对于需要进行在线清洗（CIP）的设备，其所使用的过程

连接件不得因清洁问题而产生任何风险，并且这些过程连

接件必须具备以下特性：

 ■ 通过金属挡块在密封元件上产生指定大小的预负载

 ■ 通过圆筒形导管进行中心对准

 ■ 管道内部采用无缝密封

符合 DIN 11864、BioConnect®、BioControl®  和 
VARIVENT® 标准的过程连接件均可满足以上要求。

符合 DIN 11851（小型螺纹接头）和 DIN 32676（卡箍）

标准的过程连接件专门为设备部件的轻松拆卸而设计，应

用广泛。正因如此，这些连接件特别适合用于需要拆卸后

才能进行清洁的设备。在对带有这些过程连接件的测量仪

表进行 CIP 清洗时，必须采取合适的外形密封措施。

使用金属密封部件（带锥螺纹密封）的过程连接件在密封

点处会形成空隙，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可清洁性，尤其是在

测量仪表校准后频繁进行密封和装配操作时，这一情况更

为明显。

卫生型设计

VARIVENT® 和 VARINLINE® 是 GEA 公司的注册商标
BioControl® 和 BioConnect® 是 NEUMO公司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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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

非接液部分的设计必须满足从外部对设备进行清洁的要求，特别是对于生产过程较为

开放的食品产业，其机器和设备必须在生产后进行清洁。鉴于此，威卡（WIKA）对

于用于卫生型应用的仪表外壳采用了特殊设计，使得这些外壳易于从外部进行清洁，

不存在任何缝隙或拐角，并且具有很高的防护等级（IP），特别适合用于冲洗强度较

大的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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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和标准

威卡（WIKA）将卫生型设计与高质量测量技术结合在一起。我们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委员会的工作，例如 
EHEDG、3-A 和 ASME BPE。我们的产品开发涵盖最新的市场要求。

FDA（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EHEDG（欧洲卫生设备设计组织）

美国 3-A 卫生标准有限公司

NSF（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

USP（美国药典）

ATEX

IECEx

FM

CSA

EAC

卫生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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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隔膜密封实现过程连接

使用带卫生型连接件的隔膜密封可以完美地将压力测量仪表连接到过程中。

隔膜密封

隔膜密封不仅可以将压力表、压力变送器或压力开关与测量

介质隔离开来，还能确保过程连接中无死区或将死区减至最

小。隔膜密封具备柔性金属膜片，可进行隔离。膜片与压力

测量仪表间的内部空间充满填充液。过程压力通过弹性隔膜

传递到填充液中，由此传递到测量仪表。

隔膜密封的优点

与传统陶瓷元件相比，隔膜密封的测量元件采用了金属结

构，无需额外使用密封元件，大大降低了维护负担。陶瓷

测量元件对于动态负载具有很高的灵敏度。一旦出现瞬时

压力峰值，就可能导致陶瓷元件被损坏。鉴于此，使用压

力测量仪表配合隔膜密封明显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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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开关过程型变送器压力测量仪表

直接安装 冷却元件 毛细管

压力变送器

带无菌连接的隔膜密封 带无菌连接的圆筒型隔膜密封

可随意组合且易于装配

机械或电子压力测量仪表可与平嵌隔膜密封任意进行组合，能满足卫生型应用严格要求，可胜任最困难的测量任务。将隔膜密

封安装到测量仪表上时，可直接连接、通过冷却元件（高温应用）或柔性毛细管进行连接。

隔膜密封

名称 代码编号 允许介质温度 相应温度下的密度 相应温度下的粘度

符合性KN P ≥ 100 kPa 
（绝压）

P < 100 kPa  

（绝压）
[g/cm3] [°C] [m²/s • 10-6] [°C]

Glycerine 7 +17 … +230 °C – 1.26 +20 1110 +20 FDA 21 CFR 
182.1320

Neobee® M-20 59 -20 … +200 °C -20 … +160 °C 0.92 +20 10.1 +25
FDA 21 CFR 
172.856, 
21 CFR 174.5

药用级白矿油 92 -10 … +260 °C -10 … +160 °C 0.85 +20 23 +40
FDA 21 CFR 
172.878, 21 CFR 
178.3620 (a); 
USP, EP, JP

隔膜密封系统填充液

我们使用符合 FDA 标准的介质：

Neobee® 为 Stepan 公司的注册商标。
在获得技术应用支持后，可将更多的系统填充液用于特殊应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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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膜密封可安装到现有接头上。通常情况下，接头包括集成到管线三通接头、焊接到管线、过程

反应器或罐体上的焊接式套管。

该隔膜密封的优点在于压力介质和隔膜之间的“接触面积”相对较大，可实现精确的压力测量，并且

易于拆除，便于清洁和校准。

隔膜密封

压力测量仪表  
（压力表或变送器）

系统填充液

直接安装

隔膜密封

膜片 
（焊接到隔膜密封）

密封件

卡箍

焊接式套管

过程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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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60
NEUMO BioControl®

过程连接 可安装到 NEUMO BioControl®  

系统

最大 PN  ■ 1.6 MPa（尺寸：50 … 80）

 ■ 7 MPa（尺寸：25）

数据资料 DS 99.55

990.51
符合 DIN 11864 标准的无菌连接

过程连接  ■ 符合 DIN 11864-1 标准的螺纹连接
 ■ 符合 DIN 11864-2 标准的法兰连接
 ■ 符合 DIN 11864-3 标准的卡箍连接

最大 PN 1.6 ...4 MPa，取决于过程连接

数据资料 DS 99.51

990.50
NEUMO BioConnect® 连接

过程连接 NEUMO BioConnect® 螺纹 
或法兰连接

最大 PN  ■ 1.6 MPa（螺纹）
 ■ 7 MPa（法兰）
 ■ 可按要求提供更高压力

数据资料 DS 99.50

990.24
VARIVENT® 连接

过程连接 用于安装到 VARINUNE® 接入单元或
连接法兰

最大PN 2.5 MPa
数据资料 DS99.49

990.22
卡箍

过程连接 卡箍，符合DIN 32676
或 BS4825标准

最大 PN  ■ 4 MPa（DN 20 … 50）
 ■ 2.5MPa（DN 65）

数据资料 DS 99.41

990.18
带乳管连接接头
符合DIN 11851标准

过程连接 螺纹连接，带开槽活接头螺母

最大 PN 4 或 2.5 MPa

数据资料 DS 99.40

990.17
DRD 连接

过程连接 DRD 连接

  最大 PN 2.5 MPa
数据资料 DS 99.39

隔膜密封

VARIVENT® 和 VARINLINE® 是 GEA 公司的注册商标。
BioControl® 和 BioConnect® 是 NEUMO公司 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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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膜密封系统

DSS22F
压力表，符合 EN 837-1标准， 
带卡箍连接

过程连接 卡箍，DIN 32676 或 BS4825

最大 PN 2.5 MPa
系统填充液 KN92
数据资料 DS 95.06

DSS22T
带高端压力变送器、卡箍连接

过程连接 卡箍连接，符合DIN 32676或BS 4825

最大 PN 2.5 MPa
系统填充液 KN92
数据资料 DS 95.08

DSS22P
压力表，采用卫生型设计， 
带卡箍连接

过程连接 卡箍，DIN 32676 或 BS4825

最大PN 2.5 MPa
系统填充液 KN92
产品特性  ■ 外部零点调节

 ■ 电抛光外壳
 ■ 可加压加热

数据资料 DS 95.07

DSS18T
带高端压力变送器、小型螺纹

过程连接 符合DIN 11851标准

最大 PN 2.5 MPa
系统填充液 KN92
数据资料 DS 95.05

DSS18F、DSS19F
压力表，符合 EN 837-1标准， 
带乳管连接接头或 SMS 螺纹接头

过程连接 DSS18F： 开槽活接头螺母/螺纹
联结器

DSS19F： 螺纹接头，符合 SMS  
标准（SS 3352）

最大 PN 2.5 MPa
系统填充液 KN92
数据资料 DS 95.04, DS 95.21

DSS19T
带高端压力变送器、SMS 螺纹 
接头

过程连接 螺纹接头，符合 SMS 标准
（SS 3352）

最大 PN 2.5 MPa
系统填充液 KN92
数据资料 DS 95.06

这些隔膜密封系统经开发用于制药行业卫生应用以及食品和饮料 
生产。这些系统适用于快速、无残留的清洁方式，尤其是在线清洗
（CIP）和在线灭菌（SIP）。
可快速进行卡箍连接，便于打开进行清洁或更换密封件。 

M932.25
紧凑型压力表，符合 ASME标准， 
带 ¾" 卡箍连接

过程连接 卡箍，符合 ASME BPE ¾", 1"
最大 PN 60 kPa（4MPa）

系统填充液 KN7
数据资料 M93x.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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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50
NEUMO BioConnect®

过程连接 NEUMO BioConnect® 螺纹或法兰

最大 PN  ■ 1.6 MPa（螺纹）
 ■ 7 MPa（法兰）
 ■ 可按要求提供更高压力

数据资料 DS 98.50

981.51
无菌连接

过程连接  ■ 符合 DIN 11864-1 标准的螺纹连接
 ■ 符合 DIN 11864-2 标准的法兰连接
 ■ 符合 DIN 11864-3 标准的卡箍连接

最大 PN 1.6 ...4 MPa，取决于过程连接

数据资料 DS 98.51

981.22
卡箍连接

过程连接 卡箍连接，符合DIN32676或ISO 
2852标准

最大 PN  ■ 4 MPa （DN 20 … 40）
 ■ 2.5MPa （DN 50）

数据资料 DS 98.52

981.18
乳管连接接头 ，符合 DIN 11851

过程连接 螺纹

最大 PN  ■ 4 MPa （DN 20 … 40）
 ■ 2.5MPa （DN 50）

数据资料 DS 98.40

圆筒型隔膜密封是流动介质应用的理想选择，由于密封件被

完全集成到生产线中，因此测量不会在流动方向上产生任何

紊流、拐角、死区或其他障碍。

圆筒型隔膜密封

使用圆筒型隔膜密封，不仅能让被测介质畅通无阻地流动，

更能使测量腔进行自我清洁。

圆筒型隔膜密封可直接安装到管道中。

压力测量仪表 
 （压力表或变送器）

系统填充液

直接安装

卡箍

隔膜密封

膜片 
（焊接到隔膜密封）

密封件

过程管道

过程介质

隔膜密封

BioControl® 和 BioConnect® 是 NEUMO公司的注册商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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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隔膜密封的精密型数字压力表

与 990.22 型隔膜密封件装配在一起时，CPG1500 是食品和制药工业过程应用 
的理想选择。

采用大尺寸显示屏，便于准确读取测量值。

该产品还可用于无菌容器的泄露监控，尤其是带低压垫层的容器。通过数据记录 
功能，可长期储存测量值。

CPG1500
精密型数字压力表

测量范围 -0.1 … 1,000 MPa
准确度（FS %） 

最小为 0.05 FS

产品特性  ■ 集成数据记录仪
 ■ 与 WIKA-Cal 兼容
 ■ 通过 WIKA-Wireless 传输数据
 ■ 密码保护
 ■ 坚固外壳，IP65

数据资料 CT 10.51

“myWIKA device” 
应用程式商店

 

用于均质机的压力测量仪表

带990.30型隔膜密封的压力测量仪表专门设计用于具有极端

动压载荷的均质过程。

此类测量仪表采用复杂的结构设计，允许最高压力达  
250 MPa，确保设备有较长的使用寿命。此类型号不仅可 
采用纯机械式解决方案，还能提供 4 ...20 mA 的输出信号。

有关 990.30 型设备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数据资料 DS 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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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产品不得进入环境中或隔膜密封件内的填充液 
不得进入产品的关键应用，威卡（WIKA）专利（专 
利号：DE19949831）双隔膜设计是您的理想选择。

隔膜监控

该系统带有过程变送器和集成式隔膜监测，并通过HART®第

7版直接集成到控制系统的数字结构中。通信协议传输所有测

量值和安全功能的报警信号。该产品配置双隔膜系统，其中

的排空空间由压力开关监控。如果过程侧的膜片破裂，开关

会对释放的真空作出反应并触发警报。第二个膜片确保对压

力的持续监测。用户可立即收到损坏信息，作为HART®协议

中的状态信息。

用户能借此将过程介质的废品数量尽可能降低。

DMS-FP
隔膜监控系统

隔膜监测 测量仪表和膜片密封单独组合的
可能性

过程连接 卡箍连接，符合 DIN 32676
应用 卫生应用

材质 不锈钢 1.4435 （316L）， 
UNS S31603

数据资料 DS 95.20

隔膜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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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号：
US 2018180505
DE 102016015447
CN 108240885

FEBRUARY 2021

TYPE EL
CLASS I

®

DMSU21SA
采用HART®第7版协议的隔膜监测
系统

过程连接 卡箍连接，符合DIN 32676，In-
gold，DIN 11864

隔膜监测 集成式

材质 不锈钢1.4435（316L），UNS 
S31603

数据资料 DS 95.11

FEBRUARY 2021

TYPE EL
CLASS I

®



电子式压力测量仪表可以用于帮助实现精密而节能的过程控

制和调节。压力测量与温度测量一样，是最重要也是最常见

的设备和机械监测和控制技术。

电子压力测量仪表

通过压力测量仪表、过程压力监测仪和静压液位测量仪表，

可实现对所有过程步骤的完整控制，如惰性气体包层的定量

供给、下游区域中过滤器和填充压力的监控等。针对各种应

用，我们可提供带不同压力变送器的测量仪表。

18



PSD-4
电子压力开关，带显示器

准确度（量程的%） ≤ 1
测量范围  ■ 0 … 0.04 至0 … 100 MPa

 ■ 0 … 0.04 至 0 … 2.5 MPa（绝压）
 ■  -0.1 … 0 至 -0.1 … +2.4 MPa

产品特性  ■ 便于读取、坚固显示屏
 ■ 直观、快速设置
 ■ 方便、灵活的安装配置
 ■ 输出信号可自由配置

数据资料 PE 81.86

UPT-20
通用过程型变送器，带压力端口

非线性度
（量程的%）

≤ 0.1

输出信号 4 … 20 mA, HART®

测量范围  ■ 0 ... 0.04 至 0 ...100 MPa
 ■ 0 ... 0.16 至 0 ... 4 MPa （绝压）
 ■ -0.02 ... +0.02 至 -0.1 ... + 4 MPa

产品特性  ■ 多功能显示屏
 ■ 简单菜单导航
 ■ 导电塑料外壳
 ■ 大型液晶显示屏，可旋转

数据资料 PE 86.05

IPT-20
过程变送器，工业版本

非线性度
（量程的%）

≤ 0.075 … 0.1

测量范围  ■ 0 … 0.01 至 0 … 400 MPa
 ■ -0.1 … 0 至 -0.1 … +6 MPa
 ■ 0 … 0.01 至 0 … 6MPa（绝压）

输出信号  ■ 4 … 20 mA, HART®,  
PROFIBUS® PA,  
FOUNDATION™ Fieldbus

产品特性  ■ 量程可自由调节
（量程比为 30:1）

 ■ 塑料、铝或不锈钢外壳

数据资料 PE 86.06

DPT-10
差压变送器，本安型或 
带防爆外壳

非线性度
（量程的%）

≤ 0.075 … 0.15

测量范围 0 … 1 kPa 至 0 … 4 MPa
输出信号  ■ 4 … 20 mA, HART®,  

PROFIBUS® PA
产品特性  ■ 量程可自由调节

 ■ 塑料、铝或不锈钢外壳
 ■ 可选择装配集成式显示屏和仪表
安装支架，以将设备安装在墙壁/
管道上

数据资料 PE 86.21

电子压力测量仪表

S-20
适合高端工业应用的压力变送器

非线性度
（量程的±%）

≤ 0.125、0.25 或 0.5 BFSL

测量范围  ■ 0 … 0.04 至 0 … 160 MPa
 ■ 0 … 0.04 至 0 … 4 MPa（绝压）
 ■ -0.1 … 0 至 -1 … +5.9 MPa

产品特性  ■ 极端运行条件
 ■ 满足客户不同需求
 ■ 免费提供测试报告

数据资料 PE 81.61

IS-3
压力变送器，本安型 Ex i

准确度
（量程的±%）

≤ 0.5

测量范围  ■ 0 … 0.01 至 0 … 600 MPa
 ■ 0 … 0.025 至 0 … 2.5 MPa 
（绝压）

 ■ -0.1 … 0 至 -0.1 … +2.4 MPa
产品特性  ■ 全球防爆认证

 ■ 高压版本（可选）
 ■ 平嵌隔膜（可选）

数据资料 PE 81.58

对于卫生型过程连接，可与我们不同的隔膜密封结合使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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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变送器

压力开关

SA-11 的平嵌金属测量元件可直接焊接到过程连接，完全满足卫生型应用的严格要

求。这样可以保证过程连接和测量元件之间的无缝连接，并且无需使用额外的密封

件，从而消除了泄露风险。

对于无死区仪表测量，此类仪表可使用多种卫生型过程连接件，而且还具有 3-A 卫
生标准证书，并通过 EHEDG 的测试。

SA-11 压力变送器能够轻松应对在线清洗（CIP）中的特殊条件和在线灭菌（SIP）

过程中的高温。

PSA-31 型电子压力开关非常适用于食品和制药行业中的装填机和包装机。

三键操作可实现简单、直观的菜单导航，无需额外的辅助措施即可轻松设置两个 
开关动作点。

该仪表采用坚固耐用型设计，接液部件特别易于清洁。

该电子压力开关的外壳可以旋转 300°，使得用户可根据需要轻松调节到任何安装

位置。另外，成一定角度放置的大尺寸显示器也可以旋转，使得用户可以从任意方

向轻松读数。

SA-11
卫生型过程应用

准确度
（量程的±%）

≤ 0.2

测量范围  ■ -0.025 ... 0 至 -0.1 ... +2.4 MPa
 ■ 0 … 0.025 至 0 … 2.5 MPa，
压力表

 ■ 0 … 0.025 至 0 … 1.6 MPa 
（绝压）

产品特性  ■ 表面粗糙度Ra < 0.4 μm的平嵌
隔膜

 ■ 全焊接结构

数据资料 PE 81.80
电缆出线盒IP68 4芯赫斯曼接头

EN 175301-803,
型式A，IP65

圆形接头
4芯，带螺旋紧固件
M12 x 1, IP65

不锈钢
现场外壳，IP67

PSA-31
带显示器的压力开关

准确度
（量程的±%）

≤ 1

测量范围  ■ 0 ... 0.1至 0 ... 2.5 MPa
 ■ 0 ... 0.1 至 0 ... 2.5 MPa(绝压)
 ■ -0.1 … 0 至 -0.1 … +2.4 MPa

开关输出 1 或 2（PNP或NPN）

模拟输出（可选）  ■ 4 … 20 mA
 ■ DC 0 … 10 V

数据资料 PE 81.8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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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T-21
过程压力变送器（不锈钢外壳）

准确度 0.075 至 0.25 %
测量范围  ■ 0 ... 0.01 至 0 ... 60 MPa

 ■ -0.1 ... 0 至 -0.1 ... +6 MPa
 ■ 0 … 0.01 至 0 … 6MPa（绝压）

输出信号  ■ 4 … 20 mA
 ■ 4 … 20 mA, HART®

 ■ PROFIBUS® PA
 ■ FOUNDATION™ Fieldbus

数据资料 PE 86.06

过程压力变送器

UPT-21 过程型变送器采用卫生型设计和坚固的不锈钢外壳，几乎适用于所有 
应用。

通过显示屏和操作模块或 HART® 接口，可在0 ... 40 kPa 至 0 ... 60 MPa 
范围内调节量程，输出信号为 4 … 20 mA。

过程连接适用于所有常用的连接几何结构。卫生型外壳确保仪表表面上不会 
积累任何细菌。此类仪表还采用坚固的设计，从而可使用高压设备进行清洁。 
采用的集成式固件可直接显示填充量（尤其是对于罐内测量）。 

IPT-11 型过程压力变送器具有本安防爆型（符合 ATEX 或 FM 标准）两种型号， 
支持 4 ... 20 mA/HART®、PROFIBUS® PA 或 FOUNDATION™ Fieldbus 输出信号， 
可满足相应应用要求。

功能特性

 ■ 测量准确度高

 ■ 长期稳定性极佳

 ■ 量程可自由调节（量程比为 30:1）

 ■ 可根据 FDT（现场设备工具）标准（如 PACTware 软件）和原级标准通过 DTM 
（设备类型管理器）进行配置

电子压力测量仪表

UPT-21
通用过程型变送器，带平嵌式过程
连接

非线性度
（量程的%）

≤ 0.1

测量范围  ■ 0 ... 0.04 至 0 ... 60 MPa
 ■ 0 ... 0.16 至 0 ... 4 MPa（绝压）
 ■ -0.02 ... +0.02 至 -0.1 ... +4 MPa

输出信号 4 … 20 mA, HART®

产品特性  ■ 多功能显示屏（可选）
 ■ 量程可自由调节
 ■ 简单菜单导航
 ■ 采用卫生型设计的导电塑料外壳或
不锈钢外壳

 ■ 大尺寸液晶显示屏，可旋转

数据资料 PE 86.05

FEBRUARY 2021

TYPE EL
CLASS I

FEBRUARY 2021

TYPE EL
CLASS I

DPT-EL
电子差压式变送器，使用两个独立
的主从压力传感器

应用 密闭罐体中的液位或内容物测量

准确度 0.075%起

测量范围  ■ 差压 2.5 ... 1000 kPa
 ■ 静压 0 ... 1 MPa

输出信号  ■ 4 … 20 mA, HART®

 ■ PROFIBUS® PA
 ■ FOUNDATION Fieldbus

数据资料 PE 8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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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提供广泛的机械压力测量仪表，包括波登管压力表、

隔膜式压力表、膜盒式压力表以及坚固耐用的压力表，能可

靠地测量并现场显示表压、绝压和差压等工作压力。 该系列

测量仪表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机械部件完全由不绣钢制成。

极限指示器

对于必须显示确定的过压且不得篡改的应用，可选择使用极

限指示器。极限指示器是一种安装在表盘上的机械指示器，

有两种设置：

压力表

带电输出信号或开关触点的压力表

任何时候，如果您希望在本地显示过程压力的同

时，也将信号传递至中央控制器或远程控制室，

那么 PGT23 intelliGAUGE® 压力表将是理想选择。

该压力表结合了机械式测量系统和电子式信号处理系统，即

使在断电的情况下，操作人员也可以安全读取过程压力值。

我们提供的产品是将压力表与开关触点装配在一起的完整产

品，如 PGS23 型 switchGAUGE，可以同时用于设备监控和

开关电路。

我们特别推荐以下机械测量仪表，可将此类仪表用于卫生型

应用，或与隔膜密封结合使用，实现与过程的卫生连接。

机械压力测量仪表的 
内部运行

如果指针处于绿色区域，则表示未超出受到监控的压力极

限。如果发现指针处于红色区域，则表示至少一次超出了设

置的压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将永久锁定指针，防止再在

红色区域来回移动。

篡改防护极限指示器

专利、产权， 
如 DE 10 2010 05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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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1
不锈钢版本，标准型

标称尺寸 40, 50, 63 mm
量程 0 ... 0.1至 0 ... 100 MPa
准确度等级 2.5
防护等级 IP54
数据资料 PM 01.05

232.50, 233.50
不锈钢版本

标称尺寸 63, 100, 160 mm
量程 0 ... 0.06 至 0 ... 160 MPa
准确度等级 1.0/1.6 (NS 63)
防护等级 IP65
数据资料 PM 02.02

232.36, 233.36
安全型，不锈钢，高过压安全性

标称尺寸 100, 160 mm
量程 0 ... 0.06 至 0 ... 4 MPa
准确度等级 1.0/1.6 (NS 63)
防护等级 IP65
数据资料 PM 02.15

PGS23
压力测量仪表，带开关触点

标称尺寸 100, 160 mm
量程 0 ... 0.06 至 0 ... 160 MPa
准确度等级 1.0
防护等级 IP65
数据资料 PV 22.02

PGT23
带电输出信号的压力测量仪表

标称尺寸 100, 160 mm
量程 0 ... 0.06 至 0 ... 160 MPa
准确度等级 1.0
防护等级 IP54，充液型为 IP65
数据资料 PV 12.04

机械压力测量仪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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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系统填充液污染风险

膜片测量仪表无需系统填充液即可运行。此类仪表使用纯粹

的机械方式将过程压力传输至易于读数的压力指示器。通过

不使用液体，“干式测量元件”增加了无菌压力测量的过程安全

性。

具有高过载安全性的坚固膜片元件

膜片元件极为坚固耐用，经过几十年的实际应用验证，这些

元件能够承受压力峰值和过载。因此，采用此元件可明显降

低平嵌隔膜受损的风险。

隔膜压力表

机芯

膜片元件

连杆

卫生型设计

凭借其特殊设计此类测量仪表能够在处理和运输重要介质的 
过程中显示压力值。这表示这些仪表能够在批量更换期间 
进行方便、快速清洁，是 CIP、SIP 和冲洗过程的理想选择。

高温高压灭菌

此类仪表可完全经受住高温高压环境，以达到灭菌目的。这

表示可用高温高压灭菌器对这些仪表进行蒸汽灭菌。

因此，可在杀菌前安装这些测量仪表以节约时间并减少设备

投入运行的准备活动。

该仪表系列视频可以在这里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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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压力测量仪表

PG43SA-S
带平嵌膜片元件的压力测量仪表

标称尺寸 100 mm
量程 -0.1 … 0.06 至 -0.1 … 1.5 MPa

0 ... 0.16 至 0 ... 1.6 MPa
准确度等级 1.6
过载安全 2...5 x 满刻度值，过程连接的 

最大压力等级

产品特性 完全耐高温高压灭菌（可选）

数据资料 PM 04.16

PG43SA-C
带平嵌膜片元件的紧凑型压力测量
仪表

标称尺寸 63 mm
量程 -0.1 ... 0.2 至 -0.1 ... 0.9 MPa

0 ... 0.3 至 0 ... 1 MPa
准确度等级 2.5
过载安全 5 x 满刻度值，过程连接的 

最大压力等级

产品特性 径向型

数据资料 PM 04.15

PG43SA-D
隔膜压力表，平嵌式，带集成式隔
膜监测

应用 药物活性成分（API）的生产

标称尺寸 100 mm
量程 -0.1 … 0.15至-0.1 … 1.5 MPa

0 … 0.25至0 … 1.6 MPa
准确度等级 1.6
过载安全 1.5...4 x 满刻度值，过程连接的 

最大压力等级

产品特性  ■ 完全耐高压灭菌 
 ■ 可对基准室进行杀菌，
根据 ISO 20857/2010

数据资料 PM 04.17

膜片元件监控

PG43SA-D 型测量仪表配有膜片元件监

控用专利系统（如 DE 10 2015 006524
号专利）。这样可消除未检测到的膜片

元件破裂的风险。

如果膜片元件由于错误的搬运操作或极

端过程条件而受损，这会导致膜片上出

现裂缝。

此时，这种情况会立即通过表盘上的红

色警告点指示出来。如果表盘上的该点

为白色，则表示压力元件完好无损，无

需进行昂贵的维护。

彩页
“PG43SA系列”

状态显示器

二级密封（内部）

膜片元件

白点：
膜片元件完好无损

红点：
膜片元件有缺陷

二级密封

为进一步提高安全性，该测量仪表还集

成了一个二级密封腔体，在膜片元件损

坏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过程的密封

性。这能够阻止过程内的危险物质泄漏

至大气中，也能避免环境中的颗粒污染

过程介质。 
通过该方法可提高制药设备的操作和过

程的安全性。此外，还可以通过干热的

方法对膜片元件与二级密封之间的空间

进行杀菌消毒。

最高安全性

®

专利、产权：如
DE102016005568, US2016349128A1, CN10619779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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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温度测量

热电阻温度计具有基于金属导体的传感器元件，传感器元件的电阻会随着温度而变化。根据具体应用的不同， 
可以使用 2、3 或 4 线制电路连接到待测电子设备（变送器、控制器、显示器、图表记录仪等）。

在食品和饮料行业、制药、生物技术以及化妆品生产行业，我们绝不局限于仅提供温度读数。

个多样性
采用符合您过程应用和空间利用条件的定制化温度计

组装式
通过使用可拆卸式温度计-护套连接接头和标准化测量插件，

以简化储存要求

多点温度计，用于临时测量反应器内的温度分层

冗余温度测量点，用于传感器监测

电子温度测量仪表具有以下特征：

灵活性
通过使用不同的护套、传感器和信号处理设备

26



电子温度测量仪表

速度
通过使用弹簧式测量插件，适用于

护套内的安装条件，并能够优化响

应时间

温度变化后阶段性响应动作

响应时间（秒）

信
号

可靠性和极高的设备利用性
凭借使用高达 IP69K 的高防护等级型部件，此类仪表尤其适用于冲洗期

间的严苛环境条件。能够轻易快速地进行清洁，无死区，具有专利型仪

表，经 3-A 和 EHEDG 认证。

紧凑、安全
通过使用空间节省型外壳，适用于危险区域

27

FEBRUARY 2021

TYPE EL
CLASS I

®

FEBRUARY 2021

TYPE EL
CLASS I

®



电子温度测量仪表

威卡（WIKA）提供了丰富的电子温度计产品，可满足各种温度测量应用要求，

其中 TR21 系列采用紧凑型设计，可快速进行电气连接，可选配 IP 68 和 IP 69k 
两种防护等级的外壳。而 TR22 系列采用了威卡（WIKA）久经考验的温度变送

器，支持所有标准输出信号。

两个系列的产品均可通过护套连接到过程管线中，并且无需打开过程连接即可轻

松实现校准和维护。这样一来不仅最大限度减小了卫生风险，还将停机时间缩至

最短。产品成功通过 3-A 卫生标准验证并具有 EHEDG 证书，适用于各种卫生型

应用。

TR21-A
迷你型（带法兰连接）

传感器元件 Pt100, Pt1000
测量范围 -30…+250°C
输出 Pt100, Pt1000, 4 … 20 mA
连接到护套 可拆卸 G ⅜"
防护等级 IP69K 耐高温高压杀菌

数据资料 TE 60.26

TR21-B
迷你型（轨道焊接式）

应用 产品流中侵入式温度测量

传感器元件 Pt100, Pt1000
测量范围 -30 … +150 °C
输出 Pt100, Pt1000, 4 … 20 mA
连接到护套 可拆卸 G ⅜"
防护等级 IP69K 耐高温高压杀菌

数据资料 TE 60.27

TR21-C
迷你型（带焊接法兰连接）

传感器元件 Pt100, Pt1000
测量范围 -30…+250°C
输出 Pt100, Pt1000, 4 … 20 mA
连接到护套 焊接

防护等级 IP69K 耐高温高压杀菌

数据资料  TE 6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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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57-M
表面安装式热电阻温度计，管夹式

传感器元件 1 x Pt100
测量范围 -20 … +150 °C
输出 Pt100, 4 … 20 mA
数据资料 TE 60.57

TR22-A
带法兰连接

传感器元件 Pt100
测量范围 -50 … +250 °C
输出 Pt100, 4 … 20 mA
连接到护套 可拆卸 M24
数据资料 TE 60.22

TR22-B
轨道焊接式

应用 产品流中侵入式温度测量

传感器元件 Pt100
测量范围 -50 … +150 °C
输出  Pt100, 4 … 20 mA
连接到护套 可拆卸 M24
数据资料 TE 60.23

TR25
圆筒型热电阻温度计

应用 适用于插接式系统和粉状介质

传感器元件 Pt100
测量范围 -50 … +150 °C
输出 Pt100, 4 … 20 mA
插销分布 3 或 4 线制

数据资料 TE 60.25

电子温度测量仪表

TR20
平嵌式

应用 适用于使用刮水器的平嵌容器 
安装形式

传感器元件 Pt100
测量范围 -50 … +250 °C
输出 Pt100, 4 … 20 mA
接线方式 2、3和4线制

数据资料 TE 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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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变送器

变送器可将热电阻温度计随温度变化的电阻变化或热电偶随温度变化的电压变化 
转换为成比例的标准信号。最常用的标准信号是 4...20mA 模拟信号，不过现在 
数字信号（现场总线）正越来越受到关注。 

通过使用智能电路理念（采用 4...20mA 模拟信号），只需要一个 2 线制线路（电

流回路）就能同时传输检测到所有传感器误差和测量值。标准信号（模拟或数字）

的转换和传输可以远距离进行，并且不存在任何故障风险。温度变送器可直接安装

在接头中的测量点处，或安装在机柜中的 DIN 导轨上。

互用性： 我们的变送器通过内部和外部测
试，几乎可兼容所有开源软件和硬件工具。

T32
HART® 变送器

输入 热电阻温度计、热电偶、电位计

准确度 < 0.1 %
输出 4 … 20 mA, HART® 协议

产品特性 TÜV 认证 SIL 版本（全面评估）

数据资料 TE 32.04

              电子温度测量仪表

T15
电阻传感器用数字式温度变送器

输入 热电阻温度计、电位计

准确度 < 0.1 %
输出 4 … 20 mA
产品特性 目前市场上能够最简单、最快速地

配置的设备

数据资料 TE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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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盘式温度计

机械温度测量仪表

带卫生型过程连接的护套——型号TW22,TW25,TW60

TG53 型双金属温度计 TG54 型双金属温度计 55 型双金属温度计
R73,S73,A73 型气包式

温度计

威卡（WIKA）可提供双金属和气包式

温度计，满足各种温度测量应用要求。

由于设计简单，双金属温度计即使是在

有冲击或振动的严苛条件下仍能够可靠

地显示温度。

但是，如果需要快速地测量温度或在不

使用电源的情况下搭建远距离电桥，则

建议使用气包式机械温度计。

根据这些测量方法，我们可提供一系列

的仪表。

74
适合卫生型应用

标称尺寸 100 mm
量程 0 … 120 或 0 … 160 °C
接液部件 1.4435 不锈钢

选项    ■ 液体阻尼（外壳）

 ■ 带电抛光表面的接液部件

数据资料 TM 74.01

下面列出的带不锈钢外壳的机械式温度

测量仪表，非常适用于食品、饮料、制

药、化妆品生产和生物技术工业中的卫

生型应用。

®

表盘式温度计与卫生型护套可随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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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传感器测量重量和液位

称重液位监测是通过测量容器的重量和容器内的物料的重量来控制液位。根据实测

数据，计算灌装高度。称重液位测量适合用于温度条件比较苛刻的场合以及对坚固

耐用性有高要求的场合。用这种方法可以在不接触任何物料的情况下进行高精度的

重量检测。

典型的应用领域包括容器和储罐的称重液位监测，以及工艺设备和配料系统中的称

重。

该测量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 操作员可以同时确定液位和准确的质量

 � 无需浸入罐体或容器内

 � 高准确度的重量测量，无需与介质接触

 � 测量与材料、性质和容器几何形状无关

 � 弯曲梁和剪切梁传感器容易更换

 � 可进行可验证的测量

 � 适用于20吨以下的大型储罐和小型容器

 � 长期稳定性

 � 维护成本低

F3831
称重模块，量程可达20t

称重范围 0 ... 250 kg 至 0 ... 20 t
称重精度 ±0.02%
输出信号 2.0±0.02 mV/V
防护等级 IP67

F3833
称重模块，量程可达500kg

称重范围 0 ... 5 kg 至 0 ... 500 kg
称重精度 ±0.02%
输出信号 2.0±0.02 mV/V
防护等级 I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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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水平测量

带安装组件的剪切梁或
弯曲梁

附件

可提供配套的安装组件、称重模块、接线盒（求和单元）和称重仪表，可在应用中轻松安全地安装。

B6494 称重仪表 B6578称重接线盒B6542称重变送器

接线盒

称重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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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液位测量

基于浮球的液位测量技术不会受到波动表面、导电性、介电常数、起泡或沸腾面的影响。

为卫生型应用选择正确的测量原理时，如发酵罐应用，需要考虑能让基于浮球的测量技术展现出优势的各种条件。一般情况

下，在发酵过程中，搅拌器的运转会引起介质表面起泡，根据具体过程，泡沫可为细孔或粗孔型。

干簧电阻链

对于连续液位和接口测量，根据具体应

用和测量长度的不同，可选择不同的传

感器系统。准连续系统基于电阻测量链

工作原理，并将干簧式电接点用于 3 线
电位计电路中。

该系统的电接点间隔为 5 至 20 毫米，根

据具体测量长度，测量准确度可达到 1%
（500 mm）。 

FLR-H
液位传感器，带干簧电阻链

过程连接 采用卫生型设计的全通
用过程连接

导管长度 最大长度 6,000 mm
压力 0 ... 1 MPa
温度 -40 … +200 °C
密度 ≥ 400 kg/m3

触点间隙 5, 10, 15, 18 mm
防护等级 IP68
数据资料 LM 20.02

磁致伸缩

如果测量准确度要求较高，则可采用使

用磁致伸缩测量原理的传感器。此类传

感器的测量准确度达 0.1 mm。这些液

位传感器被用作测量值收集装置，用于

持续检测液体液位，并以此来根据磁致

伸缩原理测定磁性浮子的位置。

FLM-H
液位传感器，磁致伸缩，高分辨率
测量原理

过程连接 采用卫生型设计的
全通用过程连接

导管长度 最大长度 6,000 mm
压力 0 ... 1 MPa
温度 -40 … +250 °C
密度 > 715 kg/m³
输出信号 4 … 20 mA
准确度 < ±0.5 mm
分辨率 < 0.1 mm
防护等级 IP68
数据资料 LM 20.03

®

SIL2
IEC 61508 / IEC 6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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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位测量仪表

对于基于点的液位测量，可选择使用浮球开关，此类开关一

般安装在罐顶部位置。无论是监控一个或是多个液位极限不

会有任何区别。在导管内，设置至预定切换位置的惰性气体

触点（干簧电接点）被磁性激活，而无需接触。根据具体要

求，可设定一个最小/最大警报值和一个紧急停机液位。此类

浮球开关便于安装，且无需维护。

OLS-F1光电液位开关应用广泛，可

安装在任何位置。得益于其紧凑的设

计，它也适用于小管道横截面和狭小

空间的安装解决方案。

FLS-H
浮球开关，垂直安装型

过程连接 采用卫生型设计的 
全通用过程连接

导管长度 最大长度 6,000 mm
压力 0 … 0.6 MPa
温度 -40 … +200 °C
密度 ≥ 300 kg/m3

压力 0 ... 1 MPa
切换功能 可选择常关、常开、 

或转换

触点数 最大长度 6 x 常关 
或常开触点，或  
4 x 转换

防护等级 IP68
数据资料 LM 30.01

OLS-F1
光电开关，耐高压杀菌

过程连接 卡箍连接

测量准确度 ±0.5 mm

输出信号 PNP 晶体管，反极性保护

切换功能 常开（介质内关闭）或常关 
（介质内打开）

操作压力 0 … 2.5 MPa 
防护等级 IP65，接头

IP69K，保护罩

产品特性 可加压加热至134℃

数据资料 LM 31.05

浮球开关

液位测量原理

35

®



数显仪和温度控制器

A-AI-1、A-IAI-1
适用于变送器的LCD附加式数显仪

尺寸 50 x 50 mm（外壳）

输入 4 … 20 mA，2 线制

电源 通过 4 ...20 mA 电流回路 

产品特性 A-IAI-1 型本安，根据 ATEX

数据资料 AC 80.07

数显仪可将电子温度传感器或压力和温度变送器的测量值显

示到显示器上，选配集成的报警输出时，数显仪还能用于控

制过程测量值。通过数显仪的开关输出可以实现简单的双位

控制（如液位控制）。

数显仪和温度控制器

温度控制器用于生产过程中的温度控制或储存和运输容器中原

材质和成品的温度调节。通过可进行切换的设定点，用户可

以根据具体应用轻松选择所需要的设定值。通过选配的串行接

口，用户还可将控制器连接到网络或更高级别的控制室内。

DI10、DI25、DI30、DI32-1、DI35
面板安装型，48 x 24、96 x 48、96 x 96 mm

输入 用于热电阻温度计、热电偶和标准信号的多功能输入

输出 2 … 4 个开关动作点

电源  ■ DC 9 … 28 V (DI32-1, DI25)
 ■ AC 100 … 240 V (DI25, DI30, DI35)
 ■ 通过 4 … 20 mA 电流回路供电 (DI10)

可选产品特性  ■ 集成变送器供电（DI25、DI30、DI35）
 ■ 模拟输出信号（DI25、DI35）
 ■ 壁装式外壳（DI10、DI30）

数据资料 AC 80.06, AC 80.13, AC 80.02, AC 80.05, AC 80.03

CS4M
面板安装型，48 x 24 mm

输入 用于热电阻温度计、热电偶和标准信
号的多功能输入

控制模式 PID、PI, PD、P、ON（开）/ 
OFF（关）（可配置）

监控输出 继电器、用于电子开关继电器 
（SSR）控制的 3 点控制  
DC 0/12 V 逻辑电平或 4...20 mA  
模拟电流信号

电源  ■ AC 100 … 240 V
 ■ AC/DC 24 V

数据资料 AC 85.06

CS6S、CS6H、CS6L
面板安装型，
48x48，48x96，96x96mm

输入 用于热电阻温度计、热电偶和标准信
号的多功能输入

控制模式 PID、PI, PD、P、ON（开）/ 
OFF（关）（可配置）

监控输出 继电器（AC 250 V, 3A, (R) 或  
1A (L)）、用于电子开关继电器
（SSR）控制的 3 点控制 DC 0/12 V 
逻辑电平或 4...20 mA 模拟电流信号

电源  ■ AC 100 … 240 V
 ■ AC/DC 24 V

数据资料 AC 8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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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冷循环的内部和外围，有许多位置需要进行压力 
和温度的测量与监控，以确保设备的可靠运行。 

除了应用的多样性以外，制冷系统的规模、制冷剂等 
因素也会对测量仪表提出特殊的要求。威卡（WIKA） 
可提供极具竞争力的测量仪表，可满足制冷设备的各个 
部分压力和温度测量与校准的应用要求。

威卡（WIKA）air2guide系列的测量仪表适用于通风和空调

行业。

这些测量仪表用于监控过滤器上的差压、通风设备和鼓风

机、无尘室内的过压、换热器温度检测、测量空气管道和

空调系统内的气流和气流速度以及控制空气和防火闸。

威卡（WIKA） 
“制冷和空调技术”行业手册

威卡（WIKA） 
“通风和空调”行业手册

通风和空调应用

制冷和空调技术

特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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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示例

BioControl® 系统的过程连接

适合制药行业应用的 BioControl® 系统可用于将压力和温度测

量仪表连接到管道系统和容器。BioControl® 系统经过零部件

认证，具有多种设计型号，可满足不同卫生型应用的要求。

该系统具有高灵活性，可为用户带来诸多益处。在设备设计

过程中，我们并没有严格区分系统端口是要连接压力测量仪

表还是温度测量仪表，因此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决定。此

外，该系统采用带标准化接口的模块化设计，不仅可避免出

现设计错误，还能减少部件库存数量，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了

用户的储存成本。 

BioControl® 是 NEUMO 的注册商标。
VARIVENT® 和 VARINLINE® 是 GEA Tuchenhagen 公司的注册 
商标。

VARINLINE®系统的过程连接

如要将压力和温度测量仪表连接至防腐过程，则需使用防腐性 
配件。对于此应用，可为食品生产过程选择使用 VARIVENT® 

连接，确保从生产线至测量仪表的无死区过渡。带 VARIVENT® 

连接的威卡（WIKA）压力和温度测量仪表能够轻松安装在 
VARINLINE® 接入单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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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内视图

990.22型无菌型延伸隔膜，卡箍连接

威卡（WIKA）已经开发出带过程连接的隔膜密封系统， 
特别适合用于卫生型应用中的压力测量。 990.22 型无菌 
卡箍式隔膜密封通过 EHEDG（欧洲卫生工程与设计组织） 
的测试，非常适合卫生型应用。

990.22 型无菌卡箍式隔膜密封的安装和拆卸操作都非常 
简单，通过特殊的焊接套管可以实现与容器和管路的冲洗 
密封，可以为用户提供易于清洁的压力测量点，适合 CIP 
（在线清洗）和SIP（在线灭菌）应用。

用于平嵌式压力变送器的焊接式转接头

该压力变送器可用于在敞开式容器或带排水孔的罐体中测量

静压液位，通常安装在容器底部或接近底部的位置。 只要液

体密度保持恒定，无论是糊状、胶状还是固体混合物，都可

以使用该传感器测量液位，并且液位测量不受液体表面泡沫

的影响。  

安装测量仪表时，可使用一个护套焊接到容器壁内，然后对

内部进行平滑处理。这样就可以为容器中的压力测量提供齐

平而易于清洁的测量点。

安装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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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转接系统

威卡（WIKA）过程转接系统专为满足食品、饮料和制药工业的应用要求而开发，包括带内置

过程转接头的压力表或变送器。

转接系统采用灵活的模块化系统设计，可以连接到各种无菌过程接口（如卡箍、螺纹、 
VARIVENT® 或 NEUMO®）。

所有部件均由 316L/1.4435 不锈钢制成，且用于过程密封的 O 型圈具有符合 EN 10204 标准

的 3.1 材质测试证书。转接系统具备 EPDM 或 FKM 两种材质可选，且两种材质的转接系统

都经过 FDA、USP VI 级和 3-A 18-03 认证。

威卡（WIKA）转接系统按照 3-A 卫生型标准开发设计，可以满足无菌过程的高应用要求。

F-21 型压力变送器 IPT-11 型过程压力变送器
UPT-21 通用型过程型变

送器
S-11 型压力变送器

焊接式转接头VARIVENT® 过程转接头 卡箍

910.61 型过程转接头（数据资料 AC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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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测量仪表的安装示例

轨道焊接型护套

溢流箱体

TW61 型护套用作 TR21-B 或 TR22-B 型热电阻温度计的过

程连接。此类护套尤其适用于将温度测量仪表集成入卫生型

管道的应用以及原位清洁和原位灭菌过程，并采用最佳卫生

型设计，确保便于清洁。为便于集成至过程中，该护套直接

通过轨道焊接至管道中。接头端部必须平滑，便于进行轨道

焊接。

测量内芯可与连接头一起取下，以便在现场对整个测量链中

的温度计进行校准，而无需进行电气连接。此外，通过该方

法还无需打开过程，从而将污染风险降至最低。

直角型护套

对于标准管道尺寸较小且空间较狭窄的应用，可选择直角 
箱体护套。

该类型护套采用特殊设计，优化了死角，并能够自动焊接，

因此最好选择带焊接球和手工焊缝的护套。安装时应水平对

准测量仪表，以避免圆顶内出现气穴。

安装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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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技术

校准技术，用于压力、温度、电流/电压/电阻

便携式压力源

试压泵可用作对机械和电子压力测量仪表
进行测试以及进行比较测量时的压力源。
可在实验室、车间或在测量现场进行压力
测试。

带数显的精密测量仪表

高精度数字式精密测量仪是用作工业实验
室基准仪表的理想选择，可实现高准确度
校准。该类型仪表不仅易于操作，而且功
能齐全。

测量组件

高精度压力传感器和非常稳定的标准温度
计都可用作工业实验室中的基准仪表。
并且都具备模拟或数字接口，可连接至 
现有评估仪表。

数字式精密测量仪和控制器

这些仪器集成有控制器，可带给用户极大
的便利。通过接口可以全自动设置所需
参数。

手持式校准仪

我们的手持式测量仪表（过程工具）可以
对所有已知测量参数进行现场测量和仿
真。此外，该类型仪表还能与各种压力传
感器或温度计配合使用。

全自动化校准系统（集成方案）

全自动化校准系统是为客户定制的交钥匙
设备，可以安装到实验室和生产环境中。
通过集成的基准仪表和校准软件，可以非
常轻松且重复地生成并存档校准证书。

从单个组件…

…到全自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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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tecsis 公司

校准服务

 � -0.1 MPa ... +1,000 MPa
 �  使用高精密基准标准（活塞压力计）和

工业标准（精密电子压力测量仪表）

 � 对于所使用的标准，精确度可达读数
的0.003%

 � 根据指令DIN EN 837, DKD-R 6-1 或
       EURAMET cg-3

 � -196 … +1,600 °C
 �  精度可达10 mK的恒温槽比较校准

 � 精度可达100 mK的管式炉比较校准

 � 在ITS90固定点校准的精度可达2 mK
       - 水银的三相点（-38.83444℃）

       - 水的三相点（0.01℃）

       - 镓的熔点（29.7646℃）

       - 锡的凝固点（231.928℃）

       符合DKD指令

压力 温度

 � 1 kN ... 200 kN，拉压力的测量不确定
度0.1%，符合DIN EN ISO 376标准（
校准证书符合ISO 17025标准）

 � 500 N ... 6 MN，拉压力的系统准确度
0.5%（3.1检验证书符合DIN EN 10204
标准）

力

 � 直流电流：0 mA ... 100 mA
 � 直流电压：0 V ... 100 V
 � 直流电阻：0 Ω ... 10 kΩ
 � 根据指令：VDI/VDE/DGQ/DKD 2622

 � 3.1检验证书（工厂校准）

 � 必要时更换测量设备

 � 根据客户图纸校准专用仪表

 � 可校准的测量设备：

       - 卡尺到800 mm
       - 测试针到100 mm
       - 环规和塞规到150 mm
       - 锥形螺纹规到150 mm
       - 块规到170 mm
       （亦可作为套装） 

电流、电压、电阻

为了将对生产过程造成的影响降至最
低，我们通过移动校准实验室和现场
服务，为德国各个地区的工厂提供节
约时间的现场DAkkS校准服。

 � 可在我们的校准货车或您的工作台上
进行

 � 带DAkkS认证，适用压力

       - 量程 -0.1 MPa ... +800 MPa
       - 标准应用中，准确度为满量程的 

      0.01%
 � 获DAkkS认证，温度范围：-55℃ ... 

+1,100 ℃ 

长度 移动和现场
（压力和温度）

独立于制造商的校准程序——快速、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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