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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工艺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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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胜 选
选 择 最 合 适 的 电 气 温 度

—— 温度是过程介质最重要的测量变量测 量 点 的 标 准

J O C H E N G R I E S ,
J O N A S B U S C H *

之一，主要使用电子温度计监测。但不同于任务听起来一样

简单，选择合适的传感器需要有专业知识的支持。让我们来

给您一些有用的提示。

工艺介质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几乎总是

取决于温度。电子温度计是有效监测

温度的首选测量仪器。由于过程的复

杂性和差异性，必要的测量仪器很难

从某一目录中订购。在选择最适合手

头工作的仪器时，应特别考虑以下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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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典型连接头

和变送器的

电子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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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电阻温度计和热电偶的接触测量

方法是工业上的首选，因此本文将重

点探讨这两种类型的仪器。电阻温度

计常采用铂电阻温度传感器，例如

Pt100铂热电阻或Pt1000铂热电阻。

金属材料以金属丝形式嵌入陶瓷体内

或者以涂层形式涂于陶瓷基片上。可

以通过确定铂电阻温度传感器的电阻

来测量温度。电阻根据IEC 60751中

定义的特性曲线，作为温度的函数进

行变化，并且每个电阻值对应一个绝

对温度值。

热电偶由两根焊接在一起的不同金属

材质的电线组成。当两个接点存在温

差时，则回路中产生热电势（塞贝克

效应）。这一热电势可在金属导体的

末端测量到，并且在每1℃对应几μV

的范围内。热电势对应着冷端的相对

温度值。

测量精度和工作温度

电阻温度计具有高精度和出色的长期

稳定性。AA级传感器的公差值为

0.10°C + 0.0017 | t |）。但是，电

阻传感器不能在较高温度下测量。根

据IEC 60751，传统陶瓷传感器的工

作温度范围为-200°C至+ 600°C。 

虽然热电偶的长期稳定性明显相对较

弱，但除少数例外情况外，它们能够

测量高达1700°C的温度。一些热电

偶，如钨铼，金铂或铂钯热电偶，则

适用于更高的温度。

由于每种测量技术都有其自身优点，

因此难免要在精度和长期稳定性之间

进行折衷选择，尤其要根据所需测量

范围进行选择。

传感器尺寸和抗振性

由于传感器的尺寸和设计不同，电阻

温度计的直径要大于热电偶的直径。

例如，威卡温度测量仪器的最小尺寸

分别约为2.0 mm和0.5 mm。由于其

简单的结构类型，热电偶对于振动极

不敏感。普通电阻温度计探针尖端负

载的额定值为6g；通过采用特殊设计

，该值可增加至60g。

操作和安装条件

除传感器尺寸外，整个温度测量点的

尺寸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

考虑到模块化智能规模生产单元的趋

势时。测量技术制造商正在利用像威

卡TR34等微型测量仪器来应对这一

发展，尽管其直径仅为19 mm，最大

高度仅为68mm ，但可以在其中安装

一个4-20 mA输出的变送器。

如果难以接近测量点，通过单独的绞

合线连接电缆会很复杂。带连接头的

传统温度计在入口处有一个电缆密封

套，可以保护设备免受异物或灰尘和

水的侵入。例如，使用威卡微型温度

计，M12插头连接器可简化电气连接

。

对于小型自治系统或温度传感器未连

接到控制室的设备，建议使用带有现

场显示的测量点。显示器直接集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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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tonWell®
设计的
热电偶套管

这也意味着过程中探针尖端浸入深

度不再足够，因此无法实现合格的

温度测量。如果浸入深度是固定的

，则可以增加阀杆的直径以使热套

的90％或t90表示的时间是指在温度

突然变化后达到稳态值的90％所需

的时间。

响应时间受许多因素的影响。除了

过程介质和流速之外，热电偶套管

在保护测量仪器免受过程环境的影

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例如磨料流

动条件。其高热质量导致响应时间

显著增加。然而只要达到某些要求

，这一情况可得到改善。例如，在

低流速下，可以考虑使用具有锥形

的（根据DIN 43772的样式3）或暴

露的尖端的热电偶套管，假设它们

在此过程中足够稳定。或者采取另

一种方法：使用所谓的面敏传感器

，或集成在热电偶套管壁中的传感

器，仅通过晶片薄膜片从工艺中分

离。

在高流速的过程中缩短热响应时间

则更为复杂。对此，一种可能的解

决办法是减小插入深度，从而减小

作用在热电偶套管上的力。然而，

连接头的壳体中。如果由于安装位

置而难以读取测量值，也可以使用

远程显示器。

在某些过程中不允许进行有创温度

测量，例如使用清管器清洁管道的

无菌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在线电

阻温度计适用于卫生设计的温度测

量点，且这些测量点没有死区。圆

柱形阀杆起到热电偶套管的作用，

被直接安装在管道中。

如果排除改装，用于焊接或用夹具

安装的表面电阻温度计可用于在现

有管道系统中获得额外的测量点。

由于测量点位于外管壁上，因此它

只能大致指示与在线测量相比的实

际过程温度。表面电阻测量总是要

在精度和响应方面进行折衷。

对过程温度阶跃变化的响应速度

选择温度计时，还必须考虑热响应

时间。测量仪器对过程温度阶跃变

化的响应速度有多快？温度计特有

尺寸比较：

TR34型微型电阻温

度计（螺纹安装）

与TR10-B型电阻

温度计（用于额外

的热电偶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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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更稳定，但不幸地是这会延长响应

时间。带有螺旋杆的热电偶套管，如

威卡的ScrutonWell®设计，代表了

高强度和短响应时间之间的折衷选择

。它的螺旋减小了振动以及随之发生

的热套管失效的可能性。

环境条件的影响

与内部过程一样，环境条件通常会对

温度计和测量质量产生重大影响。测

量值可能受到例如强烈的外部热量或

未补偿的电缆电阻的影响。电磁场也

会干扰信号并使温度测量失真。

如果要在极端条件下使用温度计，建

议要更加谨慎。用户必须确保设计和

材料适合。设备必须具有适用于特定

应用的认证，例如适用于危险区域或

无菌过程的认证。

在极端环境条件下，温度计很快就会

达到极限。由于安装在该环境条件下

的电子和非金属部件，温度计的最高

工作温度通常为+ 85°C或+ 105°C

，最低温度通常为-40°C。威卡还

开发并认证了一些仪器设计，以“北

极”应用程序为例，其工作最低温度

为-60°C。 

温度计必须同样不受水或固体颗粒等

环境因素的影响。根据IEC 60529，

最大保护程度由IP等级表示。第一个

数字表示防止固体颗粒和灰尘的水平

。带连接头的温度计根据其版本符合

IP65或IP68。

信号处理，通信，校准

几十年来，测量信号通过电缆被传输

到控制室，以便进行进一步处理。然

而，采用这种传输方式，外部影响会

降低测量精度（见上文）。与此同时

，温度计连接头中的变送器通常将模

拟测量信号本地转换为不易发生故障

的标准化工业信号。 

温度计的功能也可以通过数字电子设

备扩展。因此，可以使用控制室中的

软件来完全配置测量仪器。这里应用

最广泛的技术是4-20 mA输出信号以

及HART®协议和各种现场总线。

必须定期验证温度计的测量精度，以

确保达到要求的工序质量。校准时必

须卸下仪器。如果测量点处有一个热

电偶套管，则在移除传感器后，工序

仍保持关闭状态。

然而，在连续工序中校准可能成为问

题，因为在检查期间没有可用的测量

值。在这种情况下，可使用具有原位

校准的测量点来解决这一问题。与永

久安装的传感器类似，此用途所必须

的温度计包含用于插入校准参考的通

道。通过比较两个传感器信号，可以

在不中断工序的情况下了解测量点精

度。较高的资本成本因较低的运营成

本和较长的服务间隔而降低。 

市场准入的认证和障碍

当选择测量仪器时，必须考虑使用后

期可能需要的任何认证文件。全球参

与者需要适合全球使用并且进行了相

应认证的产品。并非每个制造商都能

获得相应认证，特别是在防爆认证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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