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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中环天仪股份有限公司（原天津天仪集团仪表有限公司，2009年1月1日正式更名为

中环天仪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国家级新技术产业园区天津华苑产业区，是在原天津仪表

集团的基础上，于2003年3月对天津仪表集团中骨干企业进行重组而成的国有控股的全

新机制的企业，是我国仪器仪表行业中的骨干企业和天津市“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内

较大综合性仪器仪表研发制造基地之一，产品门类齐全，具有较强系统成套能力。现任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中仪协自动化仪表分会理事长单位。

公司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及工业自动化专家和高级技术研发人员，承担着国

家863科技攻关项目以及现场总线、智能化仪表等多项研究课题。

公司专业设计、生产和销售工业自动化检测控制成套装置，温度仪表、压力仪表、

流量仪表、物位仪表、显示仪表、调节阀、启动单元组合仪表、电动单元组合仪表、执

行器、仪表盘操纵台、智能化仪表及可编程控制器；气象仪器、建筑仪器、非金属材料

实验机、环保仪器、晒图仪器；黑色及有色金属铸造制品共十八类产品。并为顾客提供

系统工程配套设计、安装、调试和交钥匙工程。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石油、化工、冶

金、市政、轻工、纺织、水泥、食品、建筑等领域，与国家和省市各专业设计院所和工

矿企业有着广泛的合作关系。

公司在国内主要省、市设有35家办事处（销售处）以及设计院和重点客户合作网络

，在国外设有欧洲、南美和东南亚联络处；与世界著名的西门子、ABB和东芝等跨国公

司有着广泛的技术、商务合作关系；与美国费希尔公司、日本三井密烘伊达制钢公司、

日本撒布浪斯公司、德国威格公司和丹麦及麦克公司分别建立了合资公司；并先后从德

国题世公司、芬兰维萨拉公司、英国肯特、桑达斯公司、法国伯纳德公司、日本金子产

业株式会社等引进先进技术，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各类产品出口东亚、东南亚、西亚、南美、中东及北非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

通过ISO9000/9001（2000版）国际质量保证体系认证，始终坚持“满足顾客需要，提高

优质服务，科学管理创名牌”的质量方针，恪守诚信经营，具有为用户持续提供优质产

品和满意服务的能力。

流量仪表制造部

物位仪表制造部

电气控制制造部

压力仪表事业部

气象仪器事业部

天津精通控制仪表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津伯仪表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肯泰仪表有限公司

天津市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

天津市津天温度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天仪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天津市泰菲特仪器仪表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仪表集团有限公司记录仪事业部

天津市联昌水表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辰星燃气表具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中环自动化技术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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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DCS控制系统

06 压力表

04 压力变送器

全不锈钢膜片式差压表
全不锈钢活塞式压力表
防溅型全不锈钢(耐震)压力表
防爆电接点压力表
隔膜表
压力控制器 19 执行机构

SD系列执行机构
SS系列智能型执行机构
SN系列智能开关型执行机构
SD系列智能总线型执行机构
SD系列智能型执行机构
SD系列智能变频型执行机构
SA、SB系列隔爆型执行机构
SLP系列部分回转执行机构
ST系列执行机构
SM系列执行机构
SKZ系列直行程智能型电子式电动执行机构
SKJ系列角行程智能型电子式电动执行机构
开关式电动执行器（SKZ-K系列直行程）
开关式电动执行器（SKJ-K系列角行程）

23 记录仪

XG-36系列中圆图数字显示记录仪
XEL系列交流电流记录仪
XJRA-303智能多通道小长图记录仪

02 电气盘柜

电气盘柜生产车间
操作盘
低压控制柜
集控型保温箱
SIVACON BPT-6000低压开关柜
热力抽屉柜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
GCK、GCL低压开关柜
MNS低压开关柜
GCS低压开关柜

24 显示仪表

XM系列智能型数字显示调节控制仪表
DTG系列光柱数字显示调节控制仪表
SFA系列卡装仪表
煤量计

25 环境气象仪器

DZZ2自动气象站
DHM2A型通风干湿表
DWHC2温湿传感器
JDF1型直路风洞
杯式风速传感器

26 系统解决方案

TP-JJS酒精生产过程自动化控制系统
TP-PLS全自动智能配料控制系统
TP-6001BLS玻璃窖炉DCS控制系统
TP-FFS防腐生产线自动控制系统
TP-GCS中温中压锅炉自动控制系统
工业窖炉自动控制系统
TP-SWS自来水厂、污水厂、电厂化水学自动控制系统
TP-GRS区域供热管网监控系统
TP-MDS-100SCADA系统

TDS系列西门子组装智能变送器
KT3351系列变送器
TY1151系列变送器
K-GP系列变送器

15 温度仪表

防爆工业热电偶/阻
耐磨热电偶
WSS双金属温度计
WR  F热风炉热电偶
WB智能温度变送器
内电源温度显示仪
XMW-10C快速钢水温度数字显示仪表
WR  M热风炉热电偶
SITRANS TK-L经济型温度变送器

07 流量仪表

东芝  天仪电磁流量计
西门子  天仪电磁流量计
LDC型插入式电磁流量计
LU系列智能涡街流量计、LUGB系列涡街流量传感器
LU系列插入式涡街流量计、LUGB系列插入式涡街流量传感器
LWY系列智能涡轮流量计
LWGY系列涡轮流量传感器
显示仪表
LU系列智能磁电流量计
TAG系列智能型热量表①
TAG系列智能型超声热量表②
LUXB系列智能旋进旋涡流量计
VS系列V型锥流量计
大口径热计量装置
LWQ型气体涡轮流量计
超声波流量计
LLQ系列气体腰轮流量计
LG系列节流装置
LDZ系列超声波流量计
TDF金属管浮子流量计
家用燃气表（钢外壳）（铝外壳）
IC卡式
G6-G25膜式燃气表（拉伸外壳表）
智能气体涡轮流量计
IC卡预收费型工商业燃气表
半液封水表
垂直螺翼式水表
单流束水表
水平螺翼
滴水转水表
旋翼湿式大口径水表

13 物位仪表

雷达（微波）TDL-1200
雷达（微波）TDL-1250
雷达（微波）TDL-1260
雷达（微波）TDL-1460
导波雷达TRD31
导波雷达TRD32、33
超声波TRD801
超声波TRD802
射频导纳TRD601
射频导纳TRD602
磁翻板TRD701
物位开关系列TRD201、202

17 控制阀

G系列高性能调节阀
QZF气动执行机构
ZJM型气动执行机构
ZSL长行程执行机构
精小型调节阀
气动201CV型球阀
气动301KO型球阀
气动中线蝶阀
桑达斯气动隔膜阀
手动隔膜阀
双动型气动隔膜阀
西门子智能型安位器

西门子 东芝 埃卡特 桑达斯-战略合作伙伴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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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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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陈塘热电有限公司二期扩建工程
1×135MW超高压一次中间再热抽汽
供热机组、1×440t/h吨循环流化床锅

炉DCS分散控制系统

自控设备展览室

DCS控制系统

天津金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3台汽轮机拖动空压
机组、2台电动机拖动空压机组DCS控制系统及
循环水站PLC控制系统后备仪表盘及现场造作

员站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5号热源厂3×75t/h次高压
循环流化床锅炉、1×12MW双抽冷凝式机组及

1×6MW背压机组DCS分散控制系统

东莞市市区垃圾处理厂1200t/d垃圾处理量三
台循环流化床焚烧炉、每台炉垃圾处理量为

400t/d、30MW发电装机（2×15MW）DCS控制
系统设备

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热源厂一期
工程4×75t/h循环流化床蒸汽锅炉

自控系统设备及仪表成套

电气盘柜

操作台

低压控制柜(独立使用或链接使用)

集控型保温箱

热力抽屉柜

电器盘柜生产车间

图1 图2

图3 图4

Sivacon 8PT-6000低压开关柜

多功能，多样化的操作台的基本特征，完美的结构有

利于安装，安全及操作。操作台以及操作装置关系一并决

定着一套设备的效率。

给高度灵敏控制设备配上最理想的箱体以及给操作人

员提供最佳的操作条件，才能确保设备运行得的经济效益

，此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纺织、化工、电力、冶金等工

业领域，作为生产过程自动控制和操作的集中装置。

此产品用途广泛，具有最大的使用空间，快速的安

装，减轻劳动强度，理想的安装面，以及配件通用程度高

。

使用此产品已成为全球理所当然的事情，它是一个

完整的一体化体系，各部分的元件均能相互组合，如它可

作低压配电使用（最大容量可达4000A系统），也可作为

控制系统使用（PLC系统等）。

集控型保温箱用于就地安装仪表及变送器的保护及

保温，有电伴热及气伴热两种。仪表保护（温）箱对生产

现场就地安装的仪表，如气动或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的发送

器以及双波纹管差压计等仪表，有防止外站机械损伤的作

用，并能保护仪表和变送器不受大气、阳光及腐蚀性气体

的影响。保证仪表在规定允许的工作温度范围内，能够正

常地工作。
热力抽屉柜主要用于发电厂热力控制

系统中的AC380V电动门控制，（最大可控

制16回路）以及其他工矿企业AC380V以下

三相三线或三相五线制（即NT-S）系统中

作配电设备。

SIVACON 8PT-6000低压开关柜具有

用于建筑和配电领域的标准型结构。

SIVACON 8PT-6000是根据世界市场

需要而开发的低压开关柜，也就是说，它

一方面要考虑到总包工程的标准型解决方

案的各项要求，另一方面，它又兼顾到当

地生产以及由此给财务和生产运行带来的

利益。

SIVACON 8PT-6000是向世界各地推

广的开关柜。它可应用在最大额定电流至

6000A的各种容量等级的层面上。它即可

采用固定安装式设计，也可采用插入式设

计。

模块化设计

每台SIVACON 8PT-6000都是完全

用标准化和典型化的模块制成。所有模

块在质量上均符合西门子评定指标和设

计指标。

模块具有多种组合可能性，从而能满

足各式各样的要求。

全部采用优质的西门子开关电器就能

保证做到使用寿命长和运行可靠性高。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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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D S系列西门子组装智能变送器

产品参数

用于液体、气体和蒸汽介质的表压、绝压、差压及复合参数，流

量、液位和远传密封的测量，广泛应用于电力、冶金、石油、化

工、电站、水处理、医药、食品加工及其它工业场合。

TDS智能双法兰变送器

TDS智能差压变送器

TDS智能压力变送器

TDS智能卫生型变送器TDS智能液位变送器

KT3351液位变送器

KT3351压力变送器

压力变送器

产品参数

测量范围(KPa)：0.1~40000
准确度：±0.075%

量程比：100∶1

输出：  4~20mA.DC+HART
        Profibus-PA.FF现场总线符合监控安全应用（TUVSIL2级)

防爆等级：ExdⅡCT6  ExiaⅡCT6

外壳防护等级：IP67

K T 3 3 5 1系列变送器
产品参数

用于液体、气体和蒸汽介质的流量、液位和压力（差压、表压、

绝压)的测量，广泛应用与电力、冶金、石油、化工、电站、水

处理、医药、食品加工及其它工业场合的应用。

产品参数

测量范围(KPa)：0.1~40000

准确度：±0.1%

量程比：40∶1

输出：  4~20mA.DC+HART

符合HART协议，用HART手操器（如275,691HT）进行双向通讯，具

有自诊断功能，带有EEPROM，不因断电丢失数据。

防爆等级：ExdⅡCT6  ExiaⅡCT6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

GCK、GCL低压开关柜

GCS低压抽出式开关柜

适用范围：

MNS 系统适用与所有发电、配电和电力使用的场合如：

主、付电力柜，配电柜

电动机供电或电动机控制中心

开环或闭环控制系统电子柜

公用事业：电厂、炼油厂、石油矿井平台、船舶、造纸业、污水处理、建筑物、住宅等。

结构特性：柜体和支件构件符合DIN41488

推荐高度：2200mm，推荐宽度：400，600，800，1000mm

推荐深度：400、600、800、1000、1400mm

模    数：E=25mm符合DIN43660

防护等级：按IEC529或DIN40050 IP-00至IP54

MNS低压开关柜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适用于发电厂、变电站、厂矿企业等电力用户的交流 50HZ，额定工作

电压380V, 额定工作电流至3150A的配电系统，做为动力, 照明及配电设备的电能转换、分配与控

制之用。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是根据能源部主管上级，广大电力用户及设计部门的要求, 本着安全、

经济、合理、可靠的原则设计的新型低压配电柜。产品具有分断能力高，动热稳定性能好，电器

方案灵活、组合方便、系列性、实用性强、结构新颖, 防护等级高等特点。可作为低压成套开关

设备的更新换代产品使用。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符合IEC439《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GB7251《低压成套开关

设备和控制设备》等标准。

GCK、GCL系列控制中心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工作电压380V的低压配电系统中作为受电，

馈电、母联照明，电动机控制及功率补偿之用,  它包含动力中心（PC）和电动机控制中心(MCC)

之功能，  并可设计成固定柜和抽屉柜混合型系统，满足不同的供配电需要, 柜体内部分成：水平

母线区, 垂直母线区、功能单元区、电缆室、中性接地母线区, 各区室相互隔离。抽屉功能单元

与抽屉面板由主开关的手动操作机械进行机械连锁。并且手动操作机构可采用外加挂锁锁定在合

闸和分闸位置, 抽屉具有良好的互换性，抽扦灵活，操作轻便可靠, 外壳防护等级高。

GCS低压抽出式开关柜，使用于发电厂、石

油化工厂、冶金、纺织、高层建筑供电等行业，

在大型发电厂，石油化工等自动化程度高，要求

与计算机接口的场所， 作为三相交流频率为50（

60）HZ、额定工作电压为380（660）V，额定电流

为4000A及以下的发供电系统中的配电电动机仪器

控制，电抗器限流，无功功率补偿使用的低压盛

大配电装置。外壳防护等级符合IP3L0，IP4L0。

GCS低压抽出式开关柜结构设计：

1、主构架采用8MF开口型型钢，由2.5mm冷轧板

   冷弯制成，在型钢的两面三刀侧分别有模数

   为20mm和100mmΦ9.2mm的安装孔。

2、主框架设计为两种：全组装式结构和部分(侧

   框和横梁)焊接式结构。

3、装置各功能室严格分开。其隔室主要分为功

   能单元、室母线室、电缆室，各单元的作用相

   对独立。

4、水平母线采取柜层平置式排列的布局，以增

   加母线抗短路电流产生的电动力的能力是使装

   置随动稳定电流176KA的基本措施。

5、电缆间隔用用上下进出线的方式。

6、抽屉单元设有机械联锁装置，具有分、合、

   试验，抽出等明显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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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D S系列西门子组装智能变送器

产品参数

用于液体、气体和蒸汽介质的表压、绝压、差压及复合参数，流

量、液位和远传密封的测量，广泛应用于电力、冶金、石油、化

工、电站、水处理、医药、食品加工及其它工业场合。

TDS智能双法兰变送器

TDS智能差压变送器

TDS智能压力变送器

TDS智能卫生型变送器TDS智能液位变送器

KT3351液位变送器

KT3351压力变送器

压力变送器

产品参数

测量范围(KPa)：0.1~40000
准确度：±0.075%

量程比：100∶1

输出：  4~20mA.DC+HART
        Profibus-PA.FF现场总线符合监控安全应用（TUVSIL2级)

防爆等级：ExdⅡCT6  ExiaⅡCT6

外壳防护等级：IP67

K T 3 3 5 1系列变送器
产品参数

用于液体、气体和蒸汽介质的流量、液位和压力（差压、表压、

绝压)的测量，广泛应用与电力、冶金、石油、化工、电站、水

处理、医药、食品加工及其它工业场合的应用。

产品参数

测量范围(KPa)：0.1~40000

准确度：±0.1%

量程比：40∶1

输出：  4~20mA.DC+HART

符合HART协议，用HART手操器（如275,691HT）进行双向通讯，具

有自诊断功能，带有EEPROM，不因断电丢失数据。

防爆等级：ExdⅡCT6  ExiaⅡCT6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

GCK、GCL低压开关柜

GCS低压抽出式开关柜

适用范围：

MNS 系统适用与所有发电、配电和电力使用的场合如：

主、付电力柜，配电柜

电动机供电或电动机控制中心

开环或闭环控制系统电子柜

公用事业：电厂、炼油厂、石油矿井平台、船舶、造纸业、污水处理、建筑物、住宅等。

结构特性：柜体和支件构件符合DIN41488

推荐高度：2200mm，推荐宽度：400，600，800，1000mm

推荐深度：400、600、800、1000、1400mm

模    数：E=25mm符合DIN43660

防护等级：按IEC529或DIN40050 IP-00至IP54

MNS低压开关柜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适用于发电厂、变电站、厂矿企业等电力用户的交流 50HZ，额定工作

电压380V, 额定工作电流至3150A的配电系统，做为动力, 照明及配电设备的电能转换、分配与控

制之用。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是根据能源部主管上级，广大电力用户及设计部门的要求, 本着安全、

经济、合理、可靠的原则设计的新型低压配电柜。产品具有分断能力高，动热稳定性能好，电器

方案灵活、组合方便、系列性、实用性强、结构新颖, 防护等级高等特点。可作为低压成套开关

设备的更新换代产品使用。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符合IEC439《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GB7251《低压成套开关

设备和控制设备》等标准。

GCK、GCL系列控制中心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工作电压380V的低压配电系统中作为受电，

馈电、母联照明，电动机控制及功率补偿之用,  它包含动力中心（PC）和电动机控制中心(MCC)

之功能，  并可设计成固定柜和抽屉柜混合型系统，满足不同的供配电需要, 柜体内部分成：水平

母线区, 垂直母线区、功能单元区、电缆室、中性接地母线区, 各区室相互隔离。抽屉功能单元

与抽屉面板由主开关的手动操作机械进行机械连锁。并且手动操作机构可采用外加挂锁锁定在合

闸和分闸位置, 抽屉具有良好的互换性，抽扦灵活，操作轻便可靠, 外壳防护等级高。

GCS低压抽出式开关柜，使用于发电厂、石

油化工厂、冶金、纺织、高层建筑供电等行业，

在大型发电厂，石油化工等自动化程度高，要求

与计算机接口的场所， 作为三相交流频率为50（

60）HZ、额定工作电压为380（660）V，额定电流

为4000A及以下的发供电系统中的配电电动机仪器

控制，电抗器限流，无功功率补偿使用的低压盛

大配电装置。外壳防护等级符合IP3L0，IP4L0。

GCS低压抽出式开关柜结构设计：

1、主构架采用8MF开口型型钢，由2.5mm冷轧板

   冷弯制成，在型钢的两面三刀侧分别有模数

   为20mm和100mmΦ9.2mm的安装孔。

2、主框架设计为两种：全组装式结构和部分(侧

   框和横梁)焊接式结构。

3、装置各功能室严格分开。其隔室主要分为功

   能单元、室母线室、电缆室，各单元的作用相

   对独立。

4、水平母线采取柜层平置式排列的布局，以增

   加母线抗短路电流产生的电动力的能力是使装

   置随动稳定电流176KA的基本措施。

5、电缆间隔用用上下进出线的方式。

6、抽屉单元设有机械联锁装置，具有分、合、

   试验，抽出等明显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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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电接点压力表

用于易燃易爆气体上

压力表

技术指标

1. 精确度等级

2. 公称直径

3. 接头螺纹

4. 测量范围

5. 触头容量

6. 最大工作电压

7. 最大工作电流

8. 环境温度

9. 防爆标志

10.详细技术参数请参阅相关产品使用说明书

1.6 (1.5) 、2.5

Φ160mm

M20×1.5

0~0.1~40、-0.1~0、
-0.1~0~0.06~2.4MPa
10VA (10W)

  380V.AC

  0.7A

-20~+60℃
ExdⅡBT5

防溅型全不锈钢（耐震）压力表

用于防腐蚀的场合

1、1.6 (1.5) 、2.5

Φ60、Φ100、Φ150mm

M10×1、M14×1.5、M20×

1.5、G1/2、1/2NPT及其他

特殊螺纹

0~0.06~100、-0.1~0、
-0.1~0~0.06~2.4MPa
   不锈钢

   316L不锈钢

   ＜300℃

   甘油、硅油或约定其他

   类别

   IP65

技术指标

1. 精确度等级

2. 公称直径

3. 接头螺纹

4. 测量范围

5. 测压部件材质

6. 介质温度

7. 耐震型充夜

8. 外壳防护等级

9. 详细技术参数请参阅相关产品使用说明书

全不锈钢膜片式差压表

用于接液有粘稠物的地方

隔膜表

用于接液有粘稠物的地方

压力控制器

用于有压力控制起到开关作用

2.5

Φ100mm、Φ150mm

1/4NPT阴螺纹或G1/2、

M20×1.5、1/2NPT阴螺纹

6MPa

0~40~1000KPa
   IP65

   -20~+70℃

技术指标

1. 精确度等级

2. 公称直径

3. 测量范围

4. 最大静压

5. 测量范围

6. 外壳防护等级

7. 环境温度

8. 详细技术参数请参阅相关产品使用说明书

Φ150mm

0.04~40MPa
＜0.012~3.4MPa
0.2~45MPa
≤60次

IP65

220V.AC  6A（阻性)

M20×1.5、G1/2

1/2NPT

M20×1.5

-20~+60℃

技术指标

1. 公称直径

2. 设定值调节范围

3. 切换差

4. 最大允许压力

5. 开关切换次数

6. 外壳防护等级

7. 触电容量

8. 压力接口外螺纹

9. 电器接口内螺纹

10.环境温度

11.详细技术参数请参阅相关产品使用说明书

技术指标

1. 隔膜材料

   SUS316(316L)、蒙氏尔合金、哈氏

   合金、钛、钽、PTFE

2. 工业条件

   (1) 表体温度 -40~+200℃

   (2) 被测介质 耐腐性、高粘度、

               粘带性及有毒介质

3. 灌充液

   硅油、氟油或约定其他类别

4. 可与任意测压仪表连接，作为指示仪表

5. 详细技术参数请参阅相关产品使用说明书
全不锈钢活塞式压力表

用于有差压值得地方

2.5、4

Φ100、Φ150mm

1/4NPT阴螺纹或G1/2、

M20×1.5、1/2NPT阳螺纹

10MPa

1~100~1000Kpa
IP65

-20~+70m℃

技术指标

1. 精确度等级

2. 公称直径

3. 接口螺纹

4. 最大静压

5. 测量范围

6. 外壳防护等级

7. 环境温度

8. 详细技术参数请参阅相关产品使用说

   明书

T Y 1 1 5 1系列变送器

产品用途

用于连续测量过程流体的压力、微压力、负压力、差压及开口或

受压容器内介质的液体密度和不同密度液体的界面，与节流置

配合可测量流量。

KT3351双法兰变送器
KT3351差压变送器

TY1151差压变送器 TY1151压力变送器

TY1151液位变送器TY1151双法兰变送器

K-GP棒式变送器 K-GP卫生型变送器

K-GP压力变送器 K-GP投入式变送器

产品参数

准确度(智能型)：±0.2%

量程比：15∶1

输出：4~20mA.DC+HART
电源电压：24V DC

防爆等级：ExdⅡBT5   ExiaⅡCT5

K - G P系列变送器

产品用途

用于检测过程流体的表压力、绝对压力、开口容器、水池、江河

等液位的测量，并可与计算机、记录仪、报警器、调节器及计数

器配套使用，以实现对生产过程的自动检测和控制。

产品参数

测量范围(KPa)：0~60000
准确度：±0.5%、±0.25%、±0.1%

输出：4~20mA DC
电源电压：24V DC

防爆等级：ExdⅡCT5   ExiaⅡCT5

07 08

公
司
产
品
目
录

公
司
产
品
目
录

流
量
仪
表

流
量
仪
表

参数：公称口径：DN15-DN300

      工作温度：-40℃- +350℃

      工作压力：4.0MPa（＞4.0MPa协议供货）

      连接方式：法兰连接、法兰夹装

      供电电源：+12VDC；+24VDC；+5VDC；

                +3.6V锂电池      

      精    度：±1.0%R；±1.0%FS（4-20mA）

      输出信号：三线制电压脉冲、二线制电流输出

      材质：主体1Cr18Ni9Ti   316或其他合金

      防爆等级：ExdIICT5

      外壳防护等级：IP65

      补偿功能：温度压力补偿

      通讯：HART协议、RS485

L U系列智能涡街流量计

L U G B系插涡街流量传感器

L U G B系列插入式涡街流量传感器
L U系列插入式涡街流量计

LW Y系列智能涡轮流量计

LW G Y系列涡轮流量传感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公司研发生产的智能涡街流量计是目前国

际上主要流量仪表产品之一，广泛用于石油、化

工、橡胶、热力、冶金、电力、制药、纺织、印

染等工业部门以及市政建设、环境保护工程等。

实施对液体（如：水、酒精、低粘度油类、饮

料、调料、以及化工液体）；气体（如：空气、

氧气、氮气、天然气、煤制气等气体）和蒸汽

（饱和蒸汽、过热蒸汽）的流量计量、热量计

量及检测和控制。

用途：用于测量封闭管道内液体或气体、蒸汽的流量。

LUGB系插入式涡街流量传感器、LU系插入式涡街流量计属于我公司自主研发的流

量测量产品。

★技术参数简要描述：

   公称口径：DN300~DN1000
   工作温度：-40℃~+350℃
   工作压力：1MPa（＞1.6MPa协议供货）

   供电电源：+12VDC；+24VDC；+3.6V锂电池

   精度：±2.5%R；±2.5%FS （4-20mA）

   输出信号：三线制电压脉冲、二线制电流输出

   通讯：HART协议、RS485

用途：用于测量封闭管道内液体的流量。

LWY智能涡轮流量计属于我公司自主研发的流量测量产品。

★技术参数简要描述：

   公称口径：DN4-DN200

   介质温度：-20℃~+100℃
   环境温度：-20℃~+45℃
   公称压力：1.6-32MPa

   精度：±0.5%；±1.0%FS （4-20mA）

         二线制输出；现场六位显示累积流量

         四位显示瞬时流量

   供电电源：+3.6V锂电池  +24VDC

   防爆等级：ExdmIIBT4

   外壳防护等级：IP65

用途：用于测量封闭管道内液体的流量。

LWGY系列涡轮流量传感器属于我公司自主研发的流量测量产品。

★技术参数简要描述：

   公称口径：DN4-DN200介质温度：-20℃~+120℃
   环境温度：-20℃~+50℃
   公称压力：1.6-32MPa

   精度：±0.5%；±1.0%

   供电电源：+12VDC  -12VDC  +24VDC

   防爆等级：ExmIIT4

流量仪表

东芝  天仪电磁流量计

   LDTH系列电磁流量计是我公司引进TOSHIBA技术，采用日本

TOSHIBA生产的转换器，可生产10mm～3000mm的各种口径电磁流

量计。精度最高可达0.2%，在今年，东芝电磁流量计已实现了低

流速的测量，并已应用于航天科技上。LDTH系列电磁流量计具有

以下特点：

1.独有的抗干扰滤波电路和运算操作处理器，输出稳定。

2.反应速度快。

3.高集成度的转换器带有多种输出功能，并可现场更换。

4.脉冲输出脉宽可调。

5.带有避雷装置。

6.量程可多段设置。  

7.3个红外线切换键设置参数，不用打开转换器盖。

8.丰富生动LCD能得到大量信息。4字符×8行，具有显示流量、百

   分比、速度、棒图、图表以及方框图和警报指示显示等形式。

   LCD显示方向可通过软件设定实现90°、180°、270°旋转。

9.HART协议通信并可选项支持PROFIBUS。

LDSM系列电磁流量计是我公司与西门子合作研发生产的适用于多

行业测量的流量仪表。

★产品主要特性简要描述：

   信号分辨率高，可达最佳量程比

   多种可能性的数字信号处理

   具有密码保护的用户组态操作菜单

   3行，20个字符，11种语言显示

   各种流速单位

   累计流量，正向、反向流量和净流量以及其它更多信息

   用于过程控制的多功能输出，具有模拟、脉冲/频率和继电器输出

  （状态、流向和极限值）的最小组态

   丰富的自诊断功能，出错指示和故障记录

   批控制

   贸易结算认证：PTB，OIMLR75，R117，OIMLR49和MI-001

   MAG6000具有附加的总线模块：HART，MODBUS

   RTU/RS485，PROFIBUS PA和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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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用于测量封闭管道内导电液体

的流量。

参数：公称口径：DN10-DN3000

      精    度：±0.5%

      衬里材料：聚氨酯、氯丁橡

                胶、聚四氟乙烯、

                PFA

      电极材料：316、哈氏合金C、

                钛、钽、铂铱合

                金、316L

      公称压力：0.6-32MPa

      输出配置：4-20mADC

                HART协议

西门子  天仪电磁流量计

用途：用于测量封闭管道内导电液

体的流量。

参数：公称口径：DN10-DN2500

      精    度：±0.25%

      衬里材料：聚氨酯、氯丁橡

                胶、氟乙塑料

      电极材料：316、哈氏合金

                C、钛、钽、铂

                铱合金、316L

      公称压力：0.6-32MPa

      供电电压：115-230VAC  

                50-60Hz

                11-30VDC或

                11-24VDC

      输出配置：电流输出4-20mA

               （负载电阻＜800Ω）

                容积输出0-10KHz、

                幅值24V

                继电器输出负载

                42VAC/2A，

                24VDC/1A

      其它功能：参数设定配有特

                有的SENSORPROM

                存储芯片

L D C型插入式电磁流量计

用途：用于测量封闭管道内导电液体

的流量。

LDC型插入式电磁流量计是我公司自主研发产品。

★技术参数简要描述：

   公称口径：DN200～DN3000

   公称压力：0.6～1.6MPa

   精确度：±1.5%

   介质温度：0℃～+60℃

   供电电源：220VAC或24VDC

   输出配置：电流输出：4-20mA(负载电阻为0-750Ω)光电隔离

   容积输出：0～10KHZ  幅值：12V

   RS485串行口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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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公称口径：DN15-DN300

      工作温度：-40℃- +350℃

      工作压力：4.0MPa（＞4.0MPa协议供货）

      连接方式：法兰连接、法兰夹装

      供电电源：+12VDC；+24VDC；+5VDC；

                +3.6V锂电池      

      精    度：±1.0%R；±1.0%FS（4-20mA）

      输出信号：三线制电压脉冲、二线制电流输出

      材质：主体1Cr18Ni9Ti   316或其他合金

      防爆等级：ExdIICT5

      外壳防护等级：IP65

      补偿功能：温度压力补偿

      通讯：HART协议、RS485

L U系列智能涡街流量计

L U G B系插涡街流量传感器

L U G B系列插入式涡街流量传感器
L U系列插入式涡街流量计

LW Y系列智能涡轮流量计

LW G Y系列涡轮流量传感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公司研发生产的智能涡街流量计是目前国

际上主要流量仪表产品之一，广泛用于石油、化

工、橡胶、热力、冶金、电力、制药、纺织、印

染等工业部门以及市政建设、环境保护工程等。

实施对液体（如：水、酒精、低粘度油类、饮

料、调料、以及化工液体）；气体（如：空气、

氧气、氮气、天然气、煤制气等气体）和蒸汽

（饱和蒸汽、过热蒸汽）的流量计量、热量计

量及检测和控制。

用途：用于测量封闭管道内液体或气体、蒸汽的流量。

LUGB系插入式涡街流量传感器、LU系插入式涡街流量计属于我公司自主研发的流

量测量产品。

★技术参数简要描述：

   公称口径：DN300~DN1000
   工作温度：-40℃~+350℃
   工作压力：1MPa（＞1.6MPa协议供货）

   供电电源：+12VDC；+24VDC；+3.6V锂电池

   精度：±2.5%R；±2.5%FS （4-20mA）

   输出信号：三线制电压脉冲、二线制电流输出

   通讯：HART协议、RS485

用途：用于测量封闭管道内液体的流量。

LWY智能涡轮流量计属于我公司自主研发的流量测量产品。

★技术参数简要描述：

   公称口径：DN4-DN200

   介质温度：-20℃~+100℃
   环境温度：-20℃~+45℃
   公称压力：1.6-32MPa

   精度：±0.5%；±1.0%FS （4-20mA）

         二线制输出；现场六位显示累积流量

         四位显示瞬时流量

   供电电源：+3.6V锂电池  +24VDC

   防爆等级：ExdmIIBT4

   外壳防护等级：IP65

用途：用于测量封闭管道内液体的流量。

LWGY系列涡轮流量传感器属于我公司自主研发的流量测量产品。

★技术参数简要描述：

   公称口径：DN4-DN200介质温度：-20℃~+120℃
   环境温度：-20℃~+50℃
   公称压力：1.6-32MPa

   精度：±0.5%；±1.0%

   供电电源：+12VDC  -12VDC  +24VDC

   防爆等级：ExmIIT4

流量仪表

东芝  天仪电磁流量计

   LDTH系列电磁流量计是我公司引进TOSHIBA技术，采用日本

TOSHIBA生产的转换器，可生产10mm～3000mm的各种口径电磁流

量计。精度最高可达0.2%，在今年，东芝电磁流量计已实现了低

流速的测量，并已应用于航天科技上。LDTH系列电磁流量计具有

以下特点：

1.独有的抗干扰滤波电路和运算操作处理器，输出稳定。

2.反应速度快。

3.高集成度的转换器带有多种输出功能，并可现场更换。

4.脉冲输出脉宽可调。

5.带有避雷装置。

6.量程可多段设置。  

7.3个红外线切换键设置参数，不用打开转换器盖。

8.丰富生动LCD能得到大量信息。4字符×8行，具有显示流量、百

   分比、速度、棒图、图表以及方框图和警报指示显示等形式。

   LCD显示方向可通过软件设定实现90°、180°、270°旋转。

9.HART协议通信并可选项支持PROFIBUS。

LDSM系列电磁流量计是我公司与西门子合作研发生产的适用于多

行业测量的流量仪表。

★产品主要特性简要描述：

   信号分辨率高，可达最佳量程比

   多种可能性的数字信号处理

   具有密码保护的用户组态操作菜单

   3行，20个字符，11种语言显示

   各种流速单位

   累计流量，正向、反向流量和净流量以及其它更多信息

   用于过程控制的多功能输出，具有模拟、脉冲/频率和继电器输出

  （状态、流向和极限值）的最小组态

   丰富的自诊断功能，出错指示和故障记录

   批控制

   贸易结算认证：PTB，OIMLR75，R117，OIMLR49和MI-001

   MAG6000具有附加的总线模块：HART，MODBUS

   RTU/RS485，PROFIBUS PA和DP

.

.

.

.

.

.

.

.

.

.

.

.

.

.

.

.

.

.

用途：用于测量封闭管道内导电液体

的流量。

参数：公称口径：DN10-DN3000

      精    度：±0.5%

      衬里材料：聚氨酯、氯丁橡

                胶、聚四氟乙烯、

                PFA

      电极材料：316、哈氏合金C、

                钛、钽、铂铱合

                金、316L

      公称压力：0.6-32MPa

      输出配置：4-20mADC

                HART协议

西门子  天仪电磁流量计

用途：用于测量封闭管道内导电液

体的流量。

参数：公称口径：DN10-DN2500

      精    度：±0.25%

      衬里材料：聚氨酯、氯丁橡

                胶、氟乙塑料

      电极材料：316、哈氏合金

                C、钛、钽、铂

                铱合金、316L

      公称压力：0.6-32MPa

      供电电压：115-230VAC  

                50-60Hz

                11-30VDC或

                11-24VDC

      输出配置：电流输出4-20mA

               （负载电阻＜800Ω）

                容积输出0-10KHz、

                幅值24V

                继电器输出负载

                42VAC/2A，

                24VDC/1A

      其它功能：参数设定配有特

                有的SENSORPROM

                存储芯片

L D C型插入式电磁流量计

用途：用于测量封闭管道内导电液体

的流量。

LDC型插入式电磁流量计是我公司自主研发产品。

★技术参数简要描述：

   公称口径：DN200～DN3000

   公称压力：0.6～1.6MPa

   精确度：±1.5%

   介质温度：0℃～+60℃

   供电电源：220VAC或24VDC

   输出配置：电流输出：4-20mA(负载电阻为0-750Ω)光电隔离

   容积输出：0～10KHZ  幅值：12V

   RS485串行口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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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口径热计量装置

LW Q型气体涡轮流量计 超声波流量计

L L Q系列气体腰轮流量计 L G系列节流装置

L D Z系列超声波流量计 T D F金属管浮子流量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G型大口径热计量装置是我公司自主研发的适用于各种

工况的热计量的理想装置，

包括：涡街式热量表、电磁式热量表、机械式热量表、超声

      波热量表等。

★技术参数简要描述：

   公称口径：DN25~DN3000
   公称压力：1.6MPa（＞1.6MPa协议供货）

   精度等级：3级

   产品组成：流量传感器、XLF-30K流量（热量）数字显示仪、

             PT1000温度传感器

   介质要求：1）4℃~95℃  热水   2）蒸汽

   输出信号：4~20mA标准电流

   防护等级：IP65

公称口径：DN25~DN300
精确度：1.0%、1.5%

环境温度：-20℃~50℃
相对湿度：5%~95%
被测介质温度：-20℃~80℃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防爆等级：ExdIIBT6、ExiaIICT6

    SUF-300C固定安装插入式高

精度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融合了

世界上先进的流量测量技术，用

声立特独特的双时基时间放大运

算方式，数字截面校准技术，可

选隔离输入输出方式和现场可替

换的通讯I/O模块，功能齐全，

适合管径：65mm~4800mm

★技术参数简要描述：

   公称口径：DN25~DN200
   公称压力：1MPa

   精度：±1%，±1.5%

   显示：机械式，电子式

   输出：4~20mA
   通讯：RS485

   电源：+3.6V；+24V

   防爆等级：Exia II CT4

★产品简要描述：

    节流装置是差压式流量计的一次传感

器，经与差压变送器及显示仪表（或计

算机)配套使用，可实现对流体流量的测

量，并达到累积、显示及控制的目的。

我公司研发的LG系列节流装置包括：孔

板、威力巴流量计、阿牛巴流量计、V型

锥流量计等多种流量测量仪表。

     我公司研发的LDZ系列超声波

流量计包含：超声时差流量计、超

声时差多普勒、超声波明渠流量计

/液位计、多普勒明渠流量计等多

种产品。

★技术参数简要描述：

   准确度：±≤2%Fs（满量程）

   介质温度：-20℃~+150℃
   流体状态：满管、轴线对称。

   环境温度：-10℃~+45℃
   流    速：0.1~12m/s

★技术参数简要描述：

   量程比：10：1

   精度等级：1.5%

   最大工作压力：1.6MPa、2.5MPa、

   4.0MPa

  （注：根据用户需求也可生产大于

        4.0MPa压力的流量计）

   温度：流体温度：-20℃~+300℃
   环境温度：-20℃~65℃
   液体介质粘度：Φ15＜5mPa• S
                 Φ25～Φ150＜50mPa• S

流量显示仪

L U系列智能磁电流量计

水平卡箍连接式 水平法兰连接式

TAG系列智能型热量表① 智能型超声热量表②

L U X B系列智能旋进旋涡流量计 V S系列V型锥流量计

.

.

.

.

.

.

.

.

.

.

.

.

★产品简要描述：

    XLF-30系列型数字流量显示仪可与脉冲信号输出的流量传感

器（例如：涡轮流量传感器、涡街流量传感器、插入式切向涡轮

流量传感器）配套组成流量检测系统。可以显示平均流速，瞬时

流量、频率和流量总量，并对传感器的仪表系数的非线性进行补

偿。

★产品简要描述：

    近年来我公司加快了新品研发脚步，适时对产品研发成果

进行转化，依据市场需要，开发了磁电流量计。LU系列智能磁

电流量计是一种速度式流量仪表，是集信号检测及微电子智能

化技术于一体的新型智能流量仪表，流量计由流量传感器（一

次仪表）和智能积算仪（二次仪表）组成。

     流量计由于磁电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完美结合使其兼有旋涡

流量计和电磁流量计两种仪表的优点，并大大提高了流量计的

抗震性,可靠性及稳定性，可水平、垂直或倾斜任意角度安装，

对上游直管段要求较低。

TAG系列智能型热量表

作为我公司自主研发的产品，是当

今市场上理想的供热计量仪表。

★技术参数简要描述：

   公称口径：DN15-DN50

   温度范围：3-95℃

   温差范围：3-40℃

   环境温度：0-55℃

   精度等级：CJ  128-2000   3级

   公称压力：1.6MPa

   外壳防护等级：IP54

公称口径：DN15~DN50
温度范围：3~95℃
温差范围：3~40℃
环境温度：0~55℃
精度等级：CJ 128-2000  3级

公称压力：1.6MPa

外壳防护等级：IP54

电池寿命：5年

    智能旋进旋涡流量计是我公司

开发研制的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新

型气体流量仪表。该流量计集流量

、温度、压力检测功能于一体，并

能进行温度、压力、压缩因子自动

补偿，是石油、化工、电力、冶金

等行业用于气体计量的理想仪表。

★产品简要描述：

    V型锥流量计是一种创新性的

差压测量装置，它通过悬挂在管线

中心的一个V型锥体来节流，这样

迫使流体以管线的中心线为中心，

围绕着锥体流过，这种形状与传统

节流元件相比具有许多优点，如流

场整直器的特殊设计构造。

★技术参数简要描述：

  精确度：±0.5%测量值

  重复性：±0.1%

  量程比：10：1

  公称口径：DN12~DN3000
  温度：-5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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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表

是皮模式容积计量表，计量准确、灵敏度高、性能稳

定、安全可靠，使用寿命长，在使用期内不需维修。

适用于工作压力为0.5~30kPa的煤气、天然气、液化

石油气、沼气等可燃性气体的累计耗量计量，也可用

于其他无腐蚀性气体的计量。

是由铝合金压铸壳体，合成橡胶膜片、聚甲醛工程塑

料模塑成型的传动机构、大字轮计数器以及旋转式圆

形阀盖等部件组成。适用于天然气、煤制气、液化气

等无腐蚀性气体的流量计量。

家用燃气表（钢外壳） 家用燃气表（铝外壳）

智能卡燃气表是管理型IC卡预收费的新型表具，它由

智能卡燃气表、智能卡（用户使用）和管理系统（燃

气供应商使用）组成。

是天津市燃气表具技术有限公司自行研制,开发,生产

的最新式膜式容积计量表,计量准确,灵敏度好,性能

稳定,安全可靠,使用寿命长,在使用期内不需维修

是一种速度式流量计量仪表，具有高精度、重复性

好、耐压高、压力损失小等特点。
是膜片容积式计量表，适用于煤气、天然气、沼气、液化石

油气等可燃性气体的累计计量，亦可适用于空气、氧气、氮

气、等无腐蚀性气体计量，可广泛用于工矿企业宾馆餐厅等

燃气的计量，也可做为居民楼栋燃气集中计量。

IC卡式燃气表 G6-G25膜式燃气表(拉伸外壳表)

智能气体涡轮流量计 IC卡预收费型工商业燃气表

水表

旋翼湿式大口径水表

垂直螺翼式水表

单流束水表

正逆流水表

水平螺翼

半液封水表

LXSY型旋翼式液封水表是用于计量流经自来水管道

水的体积总量的测量仪表，适用于小型工业和家庭

用水。

LXSY-15~40型为半液封结构计数器密封在特殊液体

中，LXSY-15~40F型为全液封结构计数器及表盘均

密封在特殊液体中，两种结构均具有洁净清晰，查

读方便，不受水质影响的特点。

LXS—80D~150D旋翼湿式或干式水表

（以下简称水表），用于计量流径自

来水管道内水的体积总量，它直接安

装在标准口径的管道上，借助流体的

流速进行工作，适用于工矿企业等大

型用户使用。
LXL-80~150V垂直螺翼式水表是介于旋翼式水表和

螺翼式水表之间的一种产品，具有流量范围宽（量

程比可达1：200）使用寿命长（采用硬质合金轴尖

和轴承）的特点，技术参照全面优于GB/T788《冷

水水表》标准的B级计量等级。

LXSG-15DX、20DX单流束水表是用于计量流经自来

水管道的体积总量的测量仪表，适用于小型工业用

水和家庭用水。

本产品设计独特：数字显示，视窗45°倾斜,并可

360°任意旋转，查读方便；干式结构，不受水质影

响，标度盘涌葆清晰。

原理及特点：

  正逆流表以叶轮的转数为依据借助

流体产生的动能，推动蜗杆传动装置

的转动，经转轴传递到指示机构，最

后显示出海水的总量。

用途：

计量海水流经管道内的正逆方向流

量。

本水表用于计量流经充满圆形管道的自来水的总

量，它借助于液体的流速来进行工作。

本水表有下列特点：

流通能力大、压力损失小、体积小、重量轻、结

构简单、维修和使用方便。



13 14

公
司
产
品
目
录

公
司
产
品
目
录

物
位
仪
表

物
位
仪
表

射频导纳TRD601

TRD801系列超声波

射频导纳TRD602

超声波TRD802

磁翻板TRD701

物位开关系列TRD201、202

产品参数:

物位开关仪表，Driven－shield电学设计，可

忽略挂料影响，免维护。

分辨率小于0.2PF，重复性小于1mm。

相应时间小于0.5秒，延时为1-55秒。

环境温度为-40℃~75℃，最大压力1000MPa。

防爆等级：Exia ⅡCT6。符合IP67防护标准。

产品用途

液体：导电液体和绝缘液体

浆体：导电浆体和绝缘浆体

颗粒：粮食、塑料颗粒、煤和饲料等

粉末：塑料飞沫、水泥、飞灰等

产品参数:

一体化超声波液位计，采用先进的微处理器和独特的

EchoDiscovery回波处理技术。

最大量程15米，最小盲区0.25米。

精度为满量程的0.2%。

分辨率1mm，重复性3mm。

过程温度为-40℃~75℃，最大压力10MPa。

防爆等级：Exia ⅡCT6。符合IP67防护标准。

产品用途：

工业领域液位测量，特别是水处理行业

产品参数:

分体超声波物位仪表，采用先进的微处理器和独特的

EchoDiscovery回波处理技术。

最大量程100米。精度：±0.5%，分别率1mm。

环境温度为-20℃~60℃，最大压力10MPa，

防爆等级：Exia ⅡCT6。符合IP67防护标准

产品用途：

工业领域液位、物位测量。

产品参数：

连续测量物位仪表，两线制本安设计，

Driven－shield电学设计，可忽略挂料影

响，免维护。

最大量程20000PF，最大距离1000米。

精度：±0.5%，响应时间小于0.5秒，延

时为0.5－80秒可调。

过程温度为-183℃~185℃，最大压力

1000MPa。

防爆等级：Exia ⅡCT6。符合IP67防护标

准。

产品用途

液体：导电液体和绝缘液体

浆体：导电浆体和绝缘浆体

颗粒：粮食、塑料颗粒、煤和饲料等

粉末：塑料飞沫、水泥、飞灰等

性能特点： 

1.多种类型，直观显示 

2.测量范围：0.5~6m 6~12m（特殊

产品） 

3.测量误差：±10mm 

4.介质密度：≥0.45g/cm3 

5.可4~20mA远传；可设报警点 

6.远传部分满足隔爆要求

介质：-40~+450°C 

工作压力： 

最大10.0 MPa 

输出方式： 

就地显示；4~20mA远传；开关点控制

用途： 

对石油、化工、轻工、环保等部门对开

口或承压容器中液位连续就地显示。特

别适用于易燃易爆及 有强渗透性介质

的液位测量。 

    TRD201、202系列阻旋式料位开关，广

泛用于现代工业生产过程和仓储部门。用

来对敞开式容器内的粉状及颗粒状物料，

进行料位检测或控制。其性能与目前国内

生产的老式产品相比，具有技术先进、结

构合理、性能可靠，使用维护方便、性能

价格比高（以高温型为例售价不足进口产

品的三分之一）等诸多优点，是替代进口

的首选产品。

雷达(微波) TDL-1250

雷达(微波) TDL-1260

雷达(微波) TDL-1460

雷达(微波) TDL-1200
导波雷达TRD31

导波雷达TRD32、33

物位仪表

产品参数:

采用西门子核心部件组装。25GHz脉冲雷达，两线制

供电回路。

最大量程20米，精度为满量程0.1％或5mm。

工作温度为-40℃~150℃，最大压力5MPa。

认证：CE，CSA, FM, ABS，FCC，R&TTE，ATEX，

      PED，Exia ⅡCT4

产品用途

应用于石油、化工等行业。

适用于液体、带搅拌的储罐和过程容器等。

尤其适用于带蒸汽液体、高温以及低介电常数介质。

产品参数:

采用西门子核心部件组装。25GHz脉冲雷达，两

线制供电回路。

先进的回波处理软件，集成瞄准器标准配置。

最大量程30米，精度为满量程0.1%或5mm。

工作温度为-40℃~150℃，最大压力5MPa。

认证：CE，CSA, FM, ABS，FCC，R&TTE，

      ATEX，PED，Exia ⅡCT4

产品用途

应用于水泥、电力、冶金、石油、化工、煤炭、

食品、采矿等行业。

适用于固体料仓。

尤其适用于高粉尘、高温高湿工况（可选吹扫

装置、防尘罩和导波管）。

产品参数:

采用西门子核心部件组装。5.8GHz脉冲雷达，

两线制供电回路。

最大量程20米，精度为满量程0.1％或10mm。

工作温度为-40℃~200℃，最大压力5MPa。

认证：CE，CSA, FM, ABS，FCC，R&TTE，

      ATEX，PED，Exia ⅡCT4

产品用途 

应用于化工、石化、食品、制药等行业。

适用于液体、储罐和过程容器等。

尤其适用于防腐和卫生型工况（可选PTFE杆

式天线）

产品参数:

采用西门子核心部件组装。四线制25GHz连续调频

雷达。

现场智能回波处理技术，集成瞄准器标准配置。

最大量程100米，精度为满量程0.1％或25mm。

工作温度为-40℃~200℃，最大压力5MPa。

认证：CE，CSA, FM, ABS，FCC，R&TTE，

      ATEX，PED，Exia ⅡCT4

产品用途

应用于水泥、电力、冶金、石油、化工、煤炭、

食品、采矿等行业。

适用于固体料仓。

尤其适用于高粉尘、高温高湿工况（可选吹扫装

置、防尘罩和导波管）。

产品参数:

最大量程30米（缆），精度为±10mm。

频率范围100MHz~1.8GHz
工作温度为-20℃~150℃，过程压力－10~40MPa。
防爆等级：Exia ⅡCT6。符合IP68防护标准。

产品用途：

应用与石化、电力、冶金、水泥等行业可测量

原油、轻油、天然气、油漆、浆料、煤仓、

化学水、分料仓等

产品参数:

TRD32单杆式

TRD33双杆式

最大量程6米，精度为±10mm。

频率范围100MHz~1.8GHz
工作温度为-20℃~150℃，过程压力－10~40MPa。
防爆等级：Exia ⅡCT6。符合IP68防护标准。

产品用途

应用与石化、电力、冶金、水泥等行业可测量

原油、轻油、天然气、油漆、浆料、煤仓、

化学水、分料仓等



15 16

公
司
产
品
目
录

公
司
产
品
目
录

温
度
仪
表

温
度
仪
表

产品参数

输入信号：热电阻；热电偶

输出信号：模拟4~20m
供电电源：7.5V~45V
内置冷端补偿

带HART协议

产品用途

智能温度变送器是一种小型化插装式结构的温度

变送器，它将来自热电偶的热电动势或热电阻的

阻值变换为与温度成比例的隔离1-5VDC或者4-

20mADC输出信号。

W B智能温度变送器

产品用途

用户可以指定保护管的长度和材料。

不锈钢保护管可耐化学腐蚀，可连续使用一年

以上。

内电源温度显示仪
产品参数

基本误差：±0.5%FS  

显示：3  位LCD

测量范围：-200℃~500℃

1
2

产品用途

我公司开发，研制的快速钢水温度数字显示仪，系

新一代质优价廉的高性能智能仪表。它与快速热电

偶配合使用，广泛应用于炼钢、炼铁、浇铸、玻璃

溶液等快速测温的场合，本仪表具有自动保持测数

据的功能；断偶自动报警功能；测量完毕提示功

能；自动打印测量值和大屏幕显示功能，其测量范

围已扩展到0℃～2000℃，优于国内其它同类型产品。

X M W- 1 0 C快速钢水温度数字显示仪表
产品参数

测量范围：0~2000℃
配用热电偶分度号：B S R WRe3/25

精度等级：0.5级

分辨率：1℃

工作电源：220VAC50HZ

工作环境：温度0~50℃ 相对湿度≤85%

抗干扰能力：SMRR≥40dB,CMRR≥100Db

安装方式：盘装式，台式均可

外形尺寸：320mm×100mm×280mm

开孔尺寸：322mm×102mm

产品用途

该产品除了具有耐磨损和防腐等特点外还可在保护

管使用磨损，出现泄漏时，即使关闭产品上附带的

切断阀，阻止泄漏品继续发生，所以切断式耐磨热

电偶是保炼油生产安全必备产品之一。

W R□M切断阀耐磨热电偶

产品参数

测温范围：0~900℃
分度号：K E J

保护管材质：1Cr18Ni9Ti外加喷涂

安装固定装置：固定法兰

接线盒形式：防爆接线盒

热响应时间：≤120S

工作压力：  ≤0.6Mpa

切断阀：a.材料：1Cr18Ni9Ti

        b.规格：旋塞式阀门外形Φ103 130

        c.承受压力：≤0.6Mpa 

产品用途

SITRANS TK-L无电气隔离，提供通用的传感器连

接，是连接Pt100测量的一种低成本的变送器。

SIPROM TK软件与用于参量化的SITRANS TK调制解

调器一起使用。紧凑的结构设计使SITRANS TK-

L变送器易于测量点的改造时或模拟变送器的使

用。该变送器可以选择非隔爆类型，也可以在潜在

爆炸区使用。

S I T R A N S  T K - L西门子技术用于
连接P t 1 0 0的经济型温度变送器
产品参数

输入：PT100

测量变量：温度

测量范围：-200~850℃
输出信号：4~20mA

防爆工业热电偶/阻

产品用途

耐磨热电偶采用耐磨材料，专门为高、中、低温耐磨

环境的测量场合设计制造，可使用于循环硫化床，沸

腾炉，水泥回转窖、烟窖、煤粉炉、球磨机等工业现

场。采用铠装或高温装配芯体，配以不同材质及规格

的耐磨套管，耐磨损、耐振动、抗热震性能好。在各

种磨损程度极高的恶劣场合中产品的使用寿命可达普

通产品的几倍之高寿命可达12个月。有多种直径选

择，安装方式任意选择。

产品用途

防爆型热电偶（阻）用于生产现场存在碳氢化合物等

爆炸性的煤炭、石油、冶金等部门用来测量-20℃

~+900℃范围内的液体、气体和蒸汽等介质的温度。

产品用途

双金属温度计是一种测量中低温度的现场测量仪表。

可以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的-80℃~500℃范围内液

体、蒸汽和气体介质温度。

产品用途

热风炉热电偶采用了碳化再结晶或镍基外保护管与

钢玉管或高铝管用高温胶粘剂特殊处理复合粘接而

成，偶丝和绝缘管可抽出，便于单独更换，广泛应

用于黑色，有色金属冶炼，稀土、陶瓷、玻璃、水

泥等工业窖炉测量。

产品参数

测温范围：0~900℃/-200~500℃
分度号：KEJTN/Pt100、Cu100、

        Cu50

保护管材料：1Cr18Ni9Ti

接线盒形式：防爆式

安装固定形式：固定螺纹 固定

              法兰

耐磨热电偶

产品参数

测温范围：0~1300℃
分度号：B S K

保护管材质：合金耐磨头与陶瓷

保护管结合

安装固定形式：固定法兰

接线盒形式：防水接线盒

精度：Ⅰ、Ⅱ级

误差:1.5℃或0.25%

产品参数

测温范围：-60~500℃
精确度等级：1.5级

基本误差：量程的1.5%

温度计指示部分（温度计表盘的外

径）：Φ60、Φ100、Φ150mm

安装固定形式：无固定装置、可

动外螺纹、可动内螺纹、固定

螺纹、固定法兰、卡套螺纹、卡

套法兰

保护管材料：1Cr18Ni9Ti、304、316、

            316L、C-276

表盘公称直径：60 100 150mm

位置特征：轴向型、径向型、万

向型

W S S双金属温度计

产品参数

测温范围： B 0~1600℃ S 0~1300℃
分度号：B S

精度：B 2级或3级S 2级

误差：B ±1.5℃或±0.25%t

        ±4℃或±0.5%t

      S ±1.5℃或±0.25%t

固定装置形式：螺栓式、法兰式

接线盒形式：大空腔接线盒

保护管材质：Φ30再结晶碳化硅管

W R    F热风炉热电偶

温度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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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301K O型球阀

桑达斯气动隔膜阀

双动型气动隔膜阀 西门子智能型定位器

手动隔膜阀

气动中线蝶阀

产品参数

公称通径：DN15~DN150
公称压力：PN20

介质温度（℃）：-20~+150
泄漏标准：ANSI B16.104 Ⅵ级

操作压力（MPa）：0.3~0.6
产品用途

该产品具有极优的切断性能，适用于各种

液体、气体、料浆类流体的切断控制。

产品参数

公称通径：DN50~DN600
公称压力：PN10、16

介质温度（℃）：-45~+150
流量特性：近似等百泄漏标准：无泄漏

操作压力（MPa）：0.3~0.6
产品用途

产品体积小、结构简单紧凑、90°回转开

关迅速、操作扭矩小、密封无泄漏、调节

性能好、寿命长且易拆装、选择不同零部

件材料可使用于多种介质，因此广泛用于

石油、化工、食品、医药、轻纺等系统管

道上，可在各种腐蚀性、非腐蚀性气体、

液体、半流体及固体粉末管线和容器上坐

调节和截流设备使用。

产品参数

公称通径：DN20~DN200
公称压力：PN10、16

介质温度（℃）：-10~+150
泄漏标准：不漏

最高操作压力（MPa）：0.6

产品用途

引进英国桑达斯技术，适用于不允许污染

及危险禁区的场合和各种酸碱腐蚀性介质

及高浓度带有纤维的悬浮液。

产品参数

公称通径：DN20~DN350
公称压力：PN6、10、16

介质温度（℃）：-10~+150
泄漏标准：不漏

产品用途

该产品适用于不允许污染及危险禁区的场

合和各种酸碱腐蚀性介质及高浓度带有纤

维的悬浮液。

产品参数

公称通径：DN25~DN125
公称压力：PN10、16

介质温度（℃）：-10~+100
泄漏标准：不漏

产品用途

该产品采用电、气两种操作方式，适用于

不允许污染及危险禁区的场合和各种酸碱

腐蚀性介质及高浓度带有纤维的悬浮液。

广泛应用于电厂、化工等行业。

产品参数

输入信号：4 mA~20 mA
气源压力（MPa）：0.14~0.7
产品介绍：

PS2智能型阀门定位器是引进德国西门子技

术生产制造的新一代智能化的阀门定位器，

具有操作简便，精度高等特点，应用于多

种类型控制阀的精确定位。

控制阀

G系列高性能调节阀 QZF气动执行机构

ZJM型气动执行机构 ZSL长行程执行机构

精小型调节阀 气动201C V型球阀

产品参数

公称通径：DN25~DN200
压力等级：150磅级,300磅级,600磅级

介质温度（℃）：-101~+538
流量特性：等百分比、直线、快开

固有可调比：50:1

泄漏标准：IEC 60534-4 Ⅳ级

最大气源压力（MPa）：0.35

弹簧范围（kPa）：20~100,40~200
材质：WCB  CF8  CF8M  CF3M

产品用途

该产品具有动作可靠、可调范围宽、操作

稳定、调校简单、阀座泄漏量小和多种材

质可互换的阀内件等突出优点，广泛用于

石油、化工、电站及其它工业部门的自动

化控制。

产品参数

动作方式：单作用，双作用

输出扭矩(N.m)：1300~20000
气源压力（MPa）：0.5

可配附件：定位器

产品用途：

QZF314/200型气动执行机构以压缩空气为

动力，接受调节单元或人工给定的4~20mA
直流电信号，转变成与输入信号相对应的

直线位移，以调节水量，控制浮选槽机构。

产品参数

动作方式：启闭式，调节式

输出扭矩(N.m)：250~2500
气源压力（MPa）：0.5

可配附件：定位器

产品应用

ZJM气动执行机构是我公司从日本富士电

机制造株式会社引进的产品。它通过性能

调节单元或人工给定的4~20mA的直流电信

号(0.02~0.1MPa气讯号)转变成与输入信

号相对应的转角位移，以调节风门挡板阀

门等。产品技术先进，工作安全可靠，并

且具有三断自锁保位装置，加热器，流量

放大器以及角位移变送器等。

产品参数

动作方式：启闭式，调节式

输出扭矩(N.m)：250~2500
气源压力（MPa）：0.5

可配附件：定位器

产品用途

ZSL型气动长行程执行机构是以压缩空气

为动力，接受调解单元或人工给定的

4~20mA电信号（或0.020.1Mpa气信号),

转变成与输入信号相对应的转角位移，以

调解风门、阀门等。它是自动化调解系统

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广泛应用在发电、炼

油、化工、冶金、船舶、纺织等行业。

产品参数

公称通径：DN25~DN200
公称压力：PN16、40、64

150磅级,300磅级

介质温度（℃）：-10~+150
流量特性：等百分比、直线

泄漏标准：GB/T4213  Ⅳ级

产品用途

气动薄膜调节阀是生产过程自动化控制中

的执行调节单元，与其它执行器相比用量

最大，最为重要的产品之一。而ZJHP型气

动单座调节阀和ZJHM型气动套筒调节阀又

是其中最为经济的通用产品，它适用于一

般流体介质的工艺过程控制

产品参数

公称通径：DN25~DN300
公称压力：PN20、50、100

介质温度（℃）：-45~+500
流量特性：近似等百分比

最大气源压力（MPa）：0.7

产品用途

本身具有自清洗作用，在小开度范围内V

型切口可以实现微小流量的调节，而且V

型球阀可增大可调比，它是一种用途广泛、

节约能源、高质量的调节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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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键技术：

采用MicroChip公司的DSP微处理器实现电动执

行机构的智能化控制，具有良好的人机界面

（LED液晶显示）、自诊断、自校准功能。总

线部分采用Profibus-DP总线协议。

3、产品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电源：单项220V，50Hz；

三相380V(400V~)，50Hz；控制线为220V，

50Hz

工作环境：环境温度－10℃~55℃；

          相对湿度≤80％

防护等级：IP65

SD系列智能总线型 1、产品功能及用途：

智能总线型电动执行机构是在原智能型电

动执行机构基础上开发的，为了在自动化

系统之间、自动化系统和所连接的分散的

现场设备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它是一种串

行的、数字的、多点的、双向通信的数据

总线。

主要技术参数

1、控制方式：可以通过编程设定为比例调

节方式或开关式。

比例式调节：输入控制信号4～20mA或0～

10mA DC电压信号0～5V或1～5V，输出位

置反馈信号4～20mA DC或0～5V DC，输

入阻抗：①电流型250Ω②电压型100KΩ。

开关型使用：输入为无源开关量，也可以

远控、开关型使用。

2、输出轴的动作方式：可设定为正作用或

反作用。与此同时输入、输出信号也同时

随着输出的动作方向变化而自动改变

SD系列智能型
3、死区范围：死区：0.3~3％任意设定；

4、上、下限位有三种方式：

①软限位设置：下限可设定为0~99％，

  上限可设定为l~100％的范围内任值；

②上、下行程开关限位；

③终端机械限位(保护)；

5、基本误差：±l％；

6、供电电源：  220V±l0％  50HZ；

               380V(400V)±10％  50HZ；

主要技术参数

1、工作电源：220V-±10%，50Hz-±

   2%～380V-±10%，50Hz-±2%

2、控制信号：在4-20mA或1-5V范围内任

   意设定：输入阻抗≤250Ω；

3、执行器位置反馈信号：

   4-20mA(≤250Ω)或20-4mA(≤250Ω)；

4、控制精度±1.0%；(始、终点除外)

5、不灵敏区(死区)控制±0.5%~20%，任

   意设定：

6、可在线修改开度特性：开度特性具有线

   性、等比、近似快开三种，可任意设定；

7、执行器伺服电机软起动功能，软起动时

   间1~100S(秒)任意设定；

8、执行器伺服电机调速范围0.2~1.5倍；

   (50Hz为1) 

SP 系列智能变频型 9、具有输入信号断线保护功能，输入信号

   ≤4mA，可以保持执行器位置或恢复执

   行器的原始位置；

10、作用方式任意设定；

11、具有上限和下限限幅功能。

    下限：0～50%(满量程)，任意选定；

    上限：50～100%(满量程)，任意选定。

12、有电机过载、断相、短路，各种保护。

13、环境温度：-25~50℃；相对湿度≤90%

14、功能特点：具有智能变频的作用。

15、新技术的应用：利用智能化、变频调速

    技术对电动执行器电机实现变频调速控

    制，使之具有良好的动态特性。

主要技术参数

1、输入信号：4～20mA(如用户需要可接

   收4～12mA、12～20mA、0～20mA、

   0～10V  等输入信号)

2、输入通道：1个

3、输入电阻：250欧姆

4、基本误差：1％、2.5％

5、回差：1.5％

6、死区：0.5～3％可调

7、额定行程时间误差：±20％

8、阻尼特性：无摆动

9、电源电压：三相：380V(400V)

             50HZ±l0％

SA 系列隔爆型
SB 系列隔爆型

10、工作环境：温度：-l0°～+40°

    湿度：小于85％，周围空气不含有腐蚀

    作用的介质。

11、防护等级：IP67

12、特点：可以通过不同的减速器零部件及

    不同规格电动机的组合，构成不同品种

    和规格的执行机构。 

13、功能特性：具有远方手动控制功能，它

    还同时具有过力矩逻辑记忆功能。

14、新技术的应用：三相电动执行机构采用

    无触点的三相固态继电器替代有触点的

    继电器，大大提高了执行机构的可靠性

    和寿命。

15、可接收客户订制。

执行机构

SD系列

SS系列智能型

SN 系列智能开关型

电动执行机构主要技术参数

1、输入信号：4~20mA 阻抗250Ω，0~10mA阻抗200Ω。

2、死区（灵敏度）：0.3~3% 连续可调。

3、输入通道：模拟量电流输入通道一个，开关量通

   道一组。

4、输出信号：4~20mA DC 阻抗≤750Ω。

5、输出力矩和行程：

   角行程：100Nm—36000Nm  行程90度

   直行程：2000N—25000N  行程10、16、25、40、

    60、100mm

   多转式：40 Nm—900Nm  最大行程150圈

6、基本误差：±1%；±1.5%

7、来回偏差：≤1%

8、阻尼特性：无摆动（零周期摆动）

9、防护等级：IP67

10、使用环境：温度：-25℃—+70℃

11、电源电压：单相：220V~±10% 50Hz，

    三相380V~±10% 50Hz远控型（含开

    关型）上述技术参数中第1和第2项不

    涉及，其余各项与比例调节型完全相同。

12、特点：具有本机操作的功能、动态制动、

    信号隔离、断信号保护及手轮脱开等诸

    多功能，整机的防护等级可达IP67以上，

    有良好的品质和可靠性，并获得CE安全

    认证。

13、可接受客户订制。

新一代SS系列智能型电动执行机构是采用了国外先进技术，利用数字集成芯片、绝对量光电编码

器、菜单操作和显示、机电一体化的结构设计，具有调试简单、操作方便、保护功能多、可靠性

强、性能优异的特点。适合与各种阀门配套使用，广泛应用于电力、化工以及污水处理系统等自

动控制中，能满足各项调节控制的要求。

1) 采用数字集成芯片，多功能，高精度

2) 绝对量光电编码器，对脉冲信号数字化处理，对阀门定位误差控制在0.5％之内

3) 电机、减速箱、电子控制模块、接线盒设计一体化，采用铝合金外壳，使执行器体积小、

   重量轻。

4) 执行机构功能，参数设定、调试，由红外线遥控器进行设定，无需打开箱盖．保证执行器

   完美性。

5) 全部采用数字显示，直观明了，易学、易懂、易操作。

1、产品功能及用途：

SNP电动执行机构是一种独立式部分回转电动执行机构产品，适用于蝶阀、球阀、

旋塞阀等阀瓣90°回转的阀门。

SNM电动执行机构是一种独立式多回转电动执行机构产品，适用于闸阀、截止阀

等阀瓣做直线运动的阀门。

2、关键技术：

双CPU协同工作，静态、动态相序检测，缺相诊断；报警输出自行配置，双语操

作界面，总路线功能，就地远方红外摇控操作支持。

3、产品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电源：电机为三相交流380V(400V)，50Hz；控制线为220V，50Hz

工作环境：环境温度－20℃~70℃；相对湿度≤90％（≤25℃时）

防护等级：IP65，IP67

SNM

S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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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参数：

1． 输入信号：200V A.C开关信号

2．开度信号：4~20 mADC 或  1~5KΩ
3．额定行程：10~100mm
4．输出推力：1600~16000N 
5．全行程时间：7~50s
6．耗电功率: 40~350W

开关式电动执行器 (SKZ-K系列直行程)

SKJ系列
角行程智能型电子式电动执行机构（二位式）

产品用途：

接受220V A.C正反切换控制信号,转换成相应的

直行程位移,去操纵阀门等调节机构,实现自动

调节。

产品用途：

接受4~20mADC、0~10mADC、1~5V(接受

220V A.C正反切换控制信号)等的电信号，

转换成相应的角位移去操纵蝶阀、球阀、

挡板等调节机构，实现自动调节。

规格参数：

1. 输入信号：4~20mADC、0~10mADC(220V A.C
   开关信号)1~5v等任意设定

2. 阀位输出信号：4~20mADC、0~10mADC、1~5v
   等任意设定

3. 额定行程：0~900任意选定

4. 输出力矩：20~2500N.m
5. 报警输出：多种可选

6. 全行程时间：25~280s/900
7. 耗电功率：40~350W
8. 基本误差：±1％、±2.5％

SKZ系列
直行程智能型电子式电动执行机构（二位式）

产品用途：

接受4~20mADC、0~10mADC、1~5v(接受

220V A.C正反切换控制信号)等的电信号，

转换成相应直行程位移，去操纵阀门等调

节机构，实现自动调节。

规格参数：

1. 输入信号：4~20mADC、0~10mADC(220V A.C
   开关信号) 1~5V等任意设定

2. 阀位输出信号：4~20mADC、0~10mADC、1~5V
   等任意设定

3. 额定行程：10~100mm任意设定

4. 输出推力：1600~16000N
5. 报警输出：多种可选

6. 全行程时间：7~50s
7. 耗电功率：40~350W
8. 基本误差：±1％、±2.5％

规格参数：

1．输入信号：220V A.C开关信号

2.开度信号：4~20 mADC 或  1~5KΩ
3．额定行程：0~900任意选定

4．输出力矩：20~25000N．m

5．全行程时间：25~280s/900
6．耗电功率: 40~350W

开关式电动执行器(SKJ-K系列角行程)

产品用途：

接受220V A.C正反切换控制信号,转换成相应的

角位移去操纵蝶阀、球阀、挡板等调节机构,

实现自动调节

基本技术参数

1、产品符合JB/T8528-1997《普通型阀门

   电动装置技术条件》的规定

2、动力电源为两种：200V单相和380V三

   相电源

3、产品为户外型：防护等级为IP67（特殊

   要求可为IP68）

4、使用环境温度：-20℃~70℃
5、海拔高度：不大于1000m（高于此值应

   在订货时提出）

6、使用环境湿度：不大于90%（25℃时）

主要技术参数

1、输入信号：4~20mA(如用户需要可接收

   4~12mA、12~20mA、0~20mA、0~10V
   等输入信号)

2、输出力矩范围：1250Nm~12000Nm
3、输入电阻：250Ω

4、基本误差：1％，2.5％；

5、回差：1.5％；

6、死区：0.5—3％连续可调；

7、额定行程时间误差：±20％

8、阻尼特性：无摆动；

9、电源电压：

       三相：380V(400V)50Hz±10%；

       单相：220V 50Hz ±10%；

SLP 系列部分回转

7、工作环境中不含强腐蚀性介质

8、普通型产品不得在有爆炸性混合气体环

   境中使用

9、产品为短时工作，额定时间10min

10、无强烈振动工况

11、特点：适用于蝶阀、求阀、旋塞阀等阀

    瓣90度回转阀门的自动化控制，可实现

    被控阀门的现场和远距离操作。

12、功能特性：在综合了同类产品的基础上

    新研制的一档独立式部分回转电动执行

    机构。

13、可接收客户订制。

ST系列

SM 系列

10、工作环境：温度：-20~70℃；

    湿度：≤85％，周围空气不含有腐蚀作

    用的介质；

11、防护等级：IP67

12、特点：SR系列电动执行机构是组合机构，

    它可以通过不同的减速器零部件及不同

    规格电动机的组合，构成不同品种和规

    格的执行机构。

13、功能特性：具有本机操作的功能，安装

    调试更加方便，采用差动轮转动结构，

    具有手轮电动优先的功能。具有过力短

    逻辑记忆功能，此时只能电机反向启动

    解除。

14、新技术的应用：三相电动执行机构带有

    相位鉴别器，避免三相相位接错。

15、接受客户订制。

主要技术参数

1.输入信号：4~20mA 阻抗250Ω，

  0~10mA阻抗200Ω。

2.死区（灵敏度）：0.3~3% 连续可调。

3.输入通道：模拟量电流输入通道一个，

  开头量通道一组。

4.输出信号：4~20mA DC 阻抗≤500Ω。

5.基本误差：±1%；±1.5%

6.来回偏差：≤1%

7.阻尼特性：无摆动（零周期摆动）

8.防护等级：IP67

9.使用环境：温度：-25℃—+70℃

10.电源电压：单相：220V~±10% 50Hz，

   三相380V(400V)~±10% 50Hz

11.特点：SM系列电动执行机构工作制为

   100%，电动机允许启动1800次/小时，

   产品包括：多转式：SMA和SMB；角行程：

    SMAQ、SMBQ、SMA+RS、SMB+RS；

   直行程：SMAL、SMBL电动执行机构。

   SM系列产品是为动作特别频繁的工况

   而设计，例如电厂的给水等。

12.可接受客户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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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RA-303智能多通道小长图记录仪
仪表的主要技术指标及性能

1.输入通道数为一至八通道，通道之间相互

  隔离，通道之间无干扰；

2.输入信号：各种热电偶、热电阻、标准电

  压及电流信号，由键盘设定选择；

3.高亮度定点或巡回显示测量数据；

4.使用进口固定式热印头，记录曲线或打印

  数据，记录真实、可靠，不能人为改动；

5.防掉电连续计时，六组继电器接点输出，

  用户可任意组合使用；

6.每个通道可选择上限、超上限、下限、超

  下限报警；

7.走纸速度任意设定，采用便于查阅的折纸

  收纸方式；

8.测量精度：0.2%F.S；

9．外形尺寸：144x144x200mm；

10．开孔尺寸：138+1x138+1mm。

用途

以独特的热印记录方式和先进的微处理器控

制技术，可对被测信号进行趋势记录和数字

记录，能在本身打印的100mm宽的纸格上同

时记录刻度值、时间及每一个信号的曲线，

并将通道号印在各通道的轨迹旁。可通过键

盘设定测量信号种类、显示范围、记录边界、

报警值、数据打印间隔、走纸速度及时间等

参数，并对所设参数加以保护。该仪表广泛

应用于医药、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等行

业及科研单位。

可选配RS232C或RS485通讯接口；4-20mA模

拟量传送输出；DC24V变送输出。

XEL系列交流电流记录仪

主要技术特性

1．测量范围：经互感器将0～75A或0～100A

   或0～150A信号转换成0～5A；

2．精确度：记录基本误差±2.5%,记录回差

   ±1.5%;

3．走纸速度: 有两档：1转/24小时和1转/

   168小时;

4．走纸精度:24小时±0.2%;

5. 走纸驱动方式：交流110V供电；

   交流220V供电；自记钟驱动。

6．仪表外型尺寸：280×280×130mm；

7．开孔尺寸：262＋1 ＋262＋1mm；

用途

主要应用于油田电泵控制柜记录交流电流。

XG-36系列中园图数字显示记录仪

该仪表可以与各种标准分度的热电阻、

热电偶及产生直流电势的变送器配合使

用，热电偶冷端温度自动补偿。

仪表的主要技术指标及性能

1．测量精度：±0.5%

2．记录精度：±1%

3．显示方式：4位LED数字显示

4．旋转周期：24小时旋转一周

5．热电阻输入：采用三线制连接，三

   根引线电阻必须相等

6．供电电源：AC220V±10%，50Hz

7．外形尺寸：280x280x120mm

8．开孔尺寸：263+1x263+1mm

产品用途

采用微处理技术新型智能化数字显示控

制仪。供化工、冶金、石油、发电等企

业做自动测量记录。该仪表可以与各种

标准分度的热电阻、热电偶及产生直流

电势的变送器配合使用，热电偶冷端温

度自动补偿。

显示仪表

XM系列
智能型数字显示调节控制仪表

DTG系列

SFA系列卡装仪表

煤量计

光柱数字显示调节控制仪表

规格参数：

1. 输入信号：4~20mA、1~5V、0~10mA、
             各种热电偶、Pt100、Cu50、

             mV、频率、脉冲

2. 输入电阻：电流信号100Ω

电压信号：＞200KΩ

热电偶 ＞10MΩ

频率  0.01~10000HZ
3. 测量精度：±0.5%±1个字

4. 测量范围：-1999~9999字
5. 配电输出：24V DC＜100mA

6. 供电电源：220V DC

规格参数：

1. 输入信号：4~20mA、0~10mA、1~5V、

   热电偶、Pt100等

2. 输出信号：4~20mA、0~10mA
3. 具有抗积分饱和功能，有效抑制超调

4. 自动手动切换无扰动

5. 可上下限限幅

6. 供电电源：220V AC或24V DC

规格参数：

1. 防爆标志：Ex(ia)ⅡC

2. 危险区允许输入信号：

热电偶：K、E、S、B、J、T、R、N

毫  伏：0~20mV、0~75mV、0~200mV
信号类型和量程在订货时确定，也可自

行编程

3. 向安全区输出信号：

直流电流：0~10mA、4~20mA、0~20mA
直流电压：1~5V、0~10、V0~5V
信号类型和量程在订货时确定，也可自

行编程。

规格参数：

1. 输入信号：脉冲信号

2. 累计显示： 8位LED数字显示

3. 供电电源：220V AC

产品用途：

将来自危险区的热电偶或毫伏信号，经隔离

变送器输出单路或相互隔离的双路电流或电

压信号到安全区，也可通过配置的通讯接口

在安全区进行串行通讯联网。它是智能化的

安全栅产品，具有在线故障自诊断功能，用

户可通过手持式中文编辑器对本产品进行输

入信号类型及输出量程的设置。

产品用途：

接收各种电量信号与给定值进行比较，其偏

差直径PID运算后配合各种执行器进行自动调

节。

产品用途：

将温度、压力、流量、液体、湿度、时间、

速度、重量、电流、电压、频率等参量数字

显示。

产品用途：

仪表由传感器及显示两部分组成，适合链条

炉排式锅炉的用煤计量，计量单位可为体积

或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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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JJS酒精生产过程自动化控制系统

TP-PLS全自动智能配料控制系统

我所自二十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承接酒精生产过程自动化控制

系统。近十年来针对酒精生产中的运行安全、保证吨粮出酒率、提

高酒精质量、节能降耗、绿色环保等关键技术问题，开发研制出性

能优异、用于酒精生产的DCS、PLC等控制系统软件包。该系统已成

功应用于四川宜宾五粮液集团、安徽毫州古井有限公司、山东兰陵

陈香有限公司、河南天冠集团、泰国太原酒精厂等近20条生产线的

生产过程自动化控制中。

系统指标：

高达1/6000的称重分辨率

系统配料精度可控制在0.02%以内

实践晶白料玻璃合格率达90%以上

系统特点：

先进的控制技术：计算机、仪表、PLC直接通讯，实现

控制数据传输的零误差，保证系统全自动、半自动及手动状

态的灵活切换和顺利操作；系统安全可靠、称量精确、操作

简便、易于维护、开放性强、易于扩展；

优质的机械设备：系统采用性能优良的活化器、给料机

、输料皮带、斗提机、混料机、除尘器等设备保证配料车间

免受粉尘、噪音的困扰，还情洁于自然；

可扩展远程统一监控与管理功能：预留远程监控与管理

空间，为企业发展做好充分准备；

运行效果优越：配料精确、运行稳定、维护成本低；

优质的系统培训与售后保障：做到售后保修一年；系统

终身维护，保修后48小时到现场。

碎玻璃处理系统：

精细剔除碎玻璃中的铁铜铝等所有金属，剔除石块、陶瓷等

不透明物；按玻渣颜色或玻璃种类进行分选。工作处理能力大，

剔除精度高，可达2mm，一次剔除率98%，剔除、分选玻渣不必

水洗（水洗后效果更佳），大大节省人力，提高产品质量。

该系统为DCS分散型控制系统结构，采用Emerson公司的Deltav或

Honeywell公司的HC900和S9000系列，西门子或施耐德的PLC等控制系

统，实现对生产过程的集中监视管理、分散控制。由监控站（含工

程师站及操作员站）、现场控制器、通讯网络、智能化检测仪表、

传感器等组成。

系统总体设计为新型分布式控制系统。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

另配置不同的设备，挂接在网络上，实现系统协调工作，信息和数

据共享，完成酒精生产过程的各种控制及管理功能。系统具有高可

靠、低成本、易操作等特点，不仅达到安全，节约能源，降低成本

的目的，同时还大大提高了企业管理的水平。

系统特点

技术先进、自动化程度高，实现远程监控、集中管理一体化

先进的控制策略，保证吨粮出酒率、提高酒精质量

控制精度高、控制软件功能丰富

具有开放性、配置灵活、可扩展，能满足用户新增控制点要求

友好的中文图形界面，菜单选项、操作简单

系统安全可靠、性价比高、降低投资

DZZ2自动气象站

技术参数

湿度测量范围：10%RH～100%RH

温度测量范围：-36℃～46℃和

              -26℃～51℃两种。

温度表刻度的最小分度值：0.2℃

外形尺寸：φ100 mm×410mm(不含储水

          瓶部件)    

重 量：0.9kg

DHM2A型通风干湿表

DWHC2温湿传感器

JDF1型直路风洞

杯式风速传感器

技术参数

温　　度

测量范围：-50℃~ 60℃ 

最大允许误差：±0.2℃

输出信号：四线电阻输出

温度传感器：PT100 IEC751 Class A

湿　　度

测量范围：0% RH～100% RH

对应模拟输出：0% RH～100%RH

              对应于0V～1V

技术参数

要素：气温、相对湿度、风速、风向、气压、降水量、地温

测量范围：气温：-50℃～50℃相对湿度：0%～100%风速：0m/s～

60m/s风向：0°～360°气压：450 hPa～1100 hPa降水量：0mm～

999mm地温：-50℃～80℃

分辨率：气温：0.1℃相对湿度：1%风速：0.1 m/s风向：3°气压

:0.1 hPa降水量:0.1mm地温:0.1℃

最大允许误差：气温±0.2℃相对湿度：±3% R.H.风速：±0.3m/s

（≤10m/s）； ±0.03v ( >10 m/s )风向：±3°气压：±0.3 hPa降

水量：±0.4mm（≤10mm）； ±4%（＞10mm）地温：±0.3℃

平均时间：气温：1min 相对湿度:±3%（t＞0）风速:±5%（t≤0）

风向：1s 气压：1s 降水量：1min累计

采样速率：气温：10s 相对湿度：10s 风速：1s 风向：1s 气压：10s 

降水量：1min累计 地温：10s

最大允许误差：±1.5%RH （23℃±5℃）

　　　　　　　±2%RH  （-10℃~50℃）

　　　　　　　±3%RH  （-30℃~70℃）

长期稳定性：≤1%RH/年

重 复 性：0.5%RH

温度系数：±0.05%RH/℃

工作温度：-40℃～60℃

存储温度：-40℃～80℃

供　　电：3.5V～50V DC（推荐5V DC）

稳定时间：500ms

功　　耗：≤4mA

输出负载：≥10kΩ

技术参数

试验段尺寸：

大：1400mm×1400 mm×2000mm

小：700mm×700 mm×1400mm

风速范围：0.4 m/s～50m/s

流场不均匀性：＜1%

流场不稳定性：＜0.5%

紊流度：　　　＜0.5%

气流偏角：　　＜1°

电机功率：　　15kW

技术参数

参数指标：EL15-1型

使用环境：-50℃～60℃  0%RH～100%RH

工作电压：AC 24V, DC 12V～15V

重量：1kg

外形尺寸：319mm×225mm

测量范围：0.3 m/s～60m/s

测量误差：±0.3m/s（≤10m/s） ±0.03 v 

          (>10 m/s )

启动风速：0.3m/s

分辨率：0.05m/s 

风速输出：0 Hz～1221 Hz

抗风强度：75m/s

环境气象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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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6001BLS玻璃窖炉DCS控制系统

TP-FFS防腐生产线自动控制系统

我单位长期致力于天然气、石油、成品油管线的防腐生产线

的整体设计、成套、施工、调试工作，先后完成了近四十个管道防

腐厂的设计和建设工作，其中包括以下各种形式的防腐设备:

外防腐：包覆式、缠绕式、夹克管生产线；

内防腐：内抛丸除锈、内喷砂除锈、内液态环氧涂敷。

近十年来，先后参与了多项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如西气东

输、西南成品油管线、中哈管线、海南环岛管线、沿江管线、出川

管线等。

我单位研制的管道防腐生产线控制系统，该系统按工位顺序

包括以下设备和装置：上料平台、返回小车、外除传动线、预热中

频、除锈系统、外防腐（内防腐）中央料台、外涂敷传动线、加热

中频、微尘处理装置、粉末喷涂系统、PE挤出系统、水冷系统、成

品管料台等组成并且辅助以气动系统、拨管装置、吹扫设备和空气

冷冻干燥过滤装置等。

系统功能：

该系统的控制采用集中控制，具有内部自检、外部检测、自动

追脱管、自动速度平衡、自动负荷分配等功能。每个工艺段集中操

作，必要的地方加入了PLC进行连锁，其自动化程度高、抗干扰能力

强、环境适应广泛、操作简单、易于维护。产品多样，为用户提供

了高、中、低价格的选择空间，也为运行在不同的电网、电磁干扰

、温度环境提供了全面的解决方案。该系统目前广泛应用于石油、

天然气、自来水、污水等管道的防腐处理过程。

系统检测点和控制回路设置

（06年8月在张裕玻璃有限公司108M2马蹄焰炉配套实施）

1. 主要监测点：

温度参数：蓄热室南空气温度

          蓄热室北空气温度

          蓄热室南煤气温度

          蓄热室北煤气温度

          碹顶温度

          炉底温度

          蓄热室炉底温度

          烟道温度

          分配料道温度1

          分配料道温度2

          工作池温度1

          工作池温度2

          混合气温度

压力参数：窖压

          烟道抽力

          煤气出口压力

          煤气发生炉压力

流量参数：一次风流量

          蒸汽流量

          阻燃风流量

位置参数：玻璃液面高度

2. 控制回路：

窖炉部分：1.碹顶温度控制

          2.窖压控制

          3.助燃风流量控制

          4.玻璃液位控制

          5.换向控制时间及

            顺序控制

煤气发生炉部分：

1.混合气比率及流量自动控制

2.加煤控制

3.除渣控制

工业控制计算机

工业以太网

现场仪表

Eurotherm

T2550

典型工程的控制效果及技术指标：

系统在烟台张裕玻璃有限公司实施后使得窖炉节煤效果明显，耗煤

降至200KG/吨玻璃液。

其他指标为：

1.碹顶温度  设定值 ±2℃

2.玻璃液面  设定值 ±1mm

3.窖压      设定值 ±5Pa

4.换向温度过渡时间≤100秒

样板工程：

烟台张裕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烟台新中萃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华晶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技术指标：

使用管径：Φ159~Φ2600mm

钢管长度：6~12m(部分需要加接头)

生产速度：80~200m/h

除锈等级：Sa2.5级以上

作业线长度：约(55+72.5)m

环境温度：-15~50℃

TP-GLS中温中压锅炉自动控制系统

中温中压锅炉自动控制系统是针对中温中压参数自然循环全燃

气锅炉而设计。它实现了锅炉全过程工艺参数的监控，保证了锅炉

自动点火、锅炉燃烧、水位等自动控制功能的实现。为锅炉达到经

济燃烧、提高锅炉热效率，减轻劳动强度，减少环境污染提供了手

段；为全面提高工厂管理水平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该系统已

成功应用于天津钢铁有限公司气动鼓风机站锅炉自动控制中，真正

做到了使锅炉运行在最优工况。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该系统总结了多年锅炉自动控制的经验和实际运行情况，综合

新一代DCS、PLC、现场总线技术、网络技术、OPC技术和中高压全

燃气锅炉自身特点及现今我国锅炉自动控制的现状而设计。该设计

遵循了先进、可靠、安全、经济、适用、开放的原则，采用分层、

分布式结构，将微机监控、网络通信结合一起，实现信息和数据共

享。系统主要由工程师工作站、操作员站、控制站、服务器、通讯

网络、智能化检测仪表、传感器、执行机构等部分构成。主控系统

由德国SIEMENS公司和美国GE公司，DELL公司等知名厂家产品组成。

系统特点：

1. 先进性：利用当前计算机领域崭新的网络和数据库技术，采用

先进的设计手段和软件开发工具，完全实现远程监控与管理。

2. 安全性：系统能长时间连续稳定可靠地运行，保证数据的完整

和一致性，可防止来自系统自身的意外或人为地误操作。

3. 可靠性：系统全面提供自诊断功能使系统达到符合要求的高可

靠性和高可利用率。

4. 经济性：采用最合理硬、软件配置，使开放性、灵活性与高的

性价比有机结合。

5. 适用性：丰富的人机界面，全中文操作显示充分适应用户的需

要及系统功能。

6. 开放性：系统各方面均满足国际、国内有关标准，易于集成、

维护、扩充和升级，很容易纳入管理信息系统(MIS)。

工业窖炉自动控制系统

工业窖炉是工矿企业的重要设备，我所自70年代以来，先后完

成冶金、电子、建材、化工等行业的玻璃窖炉、炼钢炉、马弗炉、

抽屉窖、水泥窖等多种炉型的自控系统的设计、实施。在实现生产

过程工艺参数的自动检测与控制、稳定工矿、延长炉龄、提高产品

质量、节约能源、提高生产及管理水平方面获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

效益。

该系统已在50多个用户的80余台窖炉上应用，多次获省，部级

科技成果奖。 抽屉窖自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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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6001BLS玻璃窖炉DCS控制系统

TP-FFS防腐生产线自动控制系统

我单位长期致力于天然气、石油、成品油管线的防腐生产线

的整体设计、成套、施工、调试工作，先后完成了近四十个管道防

腐厂的设计和建设工作，其中包括以下各种形式的防腐设备:

外防腐：包覆式、缠绕式、夹克管生产线；

内防腐：内抛丸除锈、内喷砂除锈、内液态环氧涂敷。

近十年来，先后参与了多项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如西气东

输、西南成品油管线、中哈管线、海南环岛管线、沿江管线、出川

管线等。

我单位研制的管道防腐生产线控制系统，该系统按工位顺序

包括以下设备和装置：上料平台、返回小车、外除传动线、预热中

频、除锈系统、外防腐（内防腐）中央料台、外涂敷传动线、加热

中频、微尘处理装置、粉末喷涂系统、PE挤出系统、水冷系统、成

品管料台等组成并且辅助以气动系统、拨管装置、吹扫设备和空气

冷冻干燥过滤装置等。

系统功能：

该系统的控制采用集中控制，具有内部自检、外部检测、自动

追脱管、自动速度平衡、自动负荷分配等功能。每个工艺段集中操

作，必要的地方加入了PLC进行连锁，其自动化程度高、抗干扰能力

强、环境适应广泛、操作简单、易于维护。产品多样，为用户提供

了高、中、低价格的选择空间，也为运行在不同的电网、电磁干扰

、温度环境提供了全面的解决方案。该系统目前广泛应用于石油、

天然气、自来水、污水等管道的防腐处理过程。

系统检测点和控制回路设置

（06年8月在张裕玻璃有限公司108M2马蹄焰炉配套实施）

1. 主要监测点：

温度参数：蓄热室南空气温度

          蓄热室北空气温度

          蓄热室南煤气温度

          蓄热室北煤气温度

          碹顶温度

          炉底温度

          蓄热室炉底温度

          烟道温度

          分配料道温度1

          分配料道温度2

          工作池温度1

          工作池温度2

          混合气温度

压力参数：窖压

          烟道抽力

          煤气出口压力

          煤气发生炉压力

流量参数：一次风流量

          蒸汽流量

          阻燃风流量

位置参数：玻璃液面高度

2. 控制回路：

窖炉部分：1.碹顶温度控制

          2.窖压控制

          3.助燃风流量控制

          4.玻璃液位控制

          5.换向控制时间及

            顺序控制

煤气发生炉部分：

1.混合气比率及流量自动控制

2.加煤控制

3.除渣控制

工业控制计算机

工业以太网

现场仪表

Eurotherm

T2550

典型工程的控制效果及技术指标：

系统在烟台张裕玻璃有限公司实施后使得窖炉节煤效果明显，耗煤

降至200KG/吨玻璃液。

其他指标为：

1.碹顶温度  设定值 ±2℃

2.玻璃液面  设定值 ±1mm

3.窖压      设定值 ±5Pa

4.换向温度过渡时间≤100秒

样板工程：

烟台张裕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烟台新中萃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华晶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技术指标：

使用管径：Φ159~Φ2600mm

钢管长度：6~12m(部分需要加接头)

生产速度：80~200m/h

除锈等级：Sa2.5级以上

作业线长度：约(55+72.5)m

环境温度：-15~50℃

TP-GLS中温中压锅炉自动控制系统

中温中压锅炉自动控制系统是针对中温中压参数自然循环全燃

气锅炉而设计。它实现了锅炉全过程工艺参数的监控，保证了锅炉

自动点火、锅炉燃烧、水位等自动控制功能的实现。为锅炉达到经

济燃烧、提高锅炉热效率，减轻劳动强度，减少环境污染提供了手

段；为全面提高工厂管理水平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该系统已

成功应用于天津钢铁有限公司气动鼓风机站锅炉自动控制中，真正

做到了使锅炉运行在最优工况。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该系统总结了多年锅炉自动控制的经验和实际运行情况，综合

新一代DCS、PLC、现场总线技术、网络技术、OPC技术和中高压全

燃气锅炉自身特点及现今我国锅炉自动控制的现状而设计。该设计

遵循了先进、可靠、安全、经济、适用、开放的原则，采用分层、

分布式结构，将微机监控、网络通信结合一起，实现信息和数据共

享。系统主要由工程师工作站、操作员站、控制站、服务器、通讯

网络、智能化检测仪表、传感器、执行机构等部分构成。主控系统

由德国SIEMENS公司和美国GE公司，DELL公司等知名厂家产品组成。

系统特点：

1. 先进性：利用当前计算机领域崭新的网络和数据库技术，采用

先进的设计手段和软件开发工具，完全实现远程监控与管理。

2. 安全性：系统能长时间连续稳定可靠地运行，保证数据的完整

和一致性，可防止来自系统自身的意外或人为地误操作。

3. 可靠性：系统全面提供自诊断功能使系统达到符合要求的高可

靠性和高可利用率。

4. 经济性：采用最合理硬、软件配置，使开放性、灵活性与高的

性价比有机结合。

5. 适用性：丰富的人机界面，全中文操作显示充分适应用户的需

要及系统功能。

6. 开放性：系统各方面均满足国际、国内有关标准，易于集成、

维护、扩充和升级，很容易纳入管理信息系统(MIS)。

工业窖炉自动控制系统

工业窖炉是工矿企业的重要设备，我所自70年代以来，先后完

成冶金、电子、建材、化工等行业的玻璃窖炉、炼钢炉、马弗炉、

抽屉窖、水泥窖等多种炉型的自控系统的设计、实施。在实现生产

过程工艺参数的自动检测与控制、稳定工矿、延长炉龄、提高产品

质量、节约能源、提高生产及管理水平方面获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

效益。

该系统已在50多个用户的80余台窖炉上应用，多次获省，部级

科技成果奖。 抽屉窖自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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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网络图
管理层

控制层

路由器

现场层

预处理工作站 超滤工作站 反渗透工作站 除盐工作站

PLC双机热备

PLCPLCPLCPLC

网络打印机 工程师站 操作员站 操作员站 操作员站

TP-SWS自来水厂、污水厂、电厂化水学自动控制系统

系统功能：

系统集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通讯技术以及显示技术于一体

，通过通讯网络将中央级监控站和若干现场子站连接起来，实现集

中监测管理和分散控制。这样克服了集中控制系统危险度集中、可

靠性差、不易扩展和控制电缆用量大等缺陷，实现了信息、调度、

管理上的集中和功能及控制危险上的分散。

唐钢污水厂

系统特点：

1. 提高设备利用率，保证水处理质量，通过现场仪表，连续监测

各种工艺参数，系统可以根据这些参数，协调各工段污水处理工艺

间的关系，保证设备的充分利用，同时纠正偏差，从而保证了水处

理质量。

2. 保证系统运行可靠，在全厂各工艺流程段设置了相应的水质监

测仪表，中控室冗余监控管理计算机可以监测到全厂各设备的运行

参数和运行状态，随时发现设备故障，并及时报警。

3. 实现微机优化控制，节省日常运行费用，降低污水处理成本。

4. 节省人力和减轻人工劳动强度，提高信息化水平。

SBR污水处理厂自控系统配置图

天津陈塘垫电有限公司电厂化学水控制系统

现场实景图

超滤系统 除盐系统 反渗透系统

管网监控系统

TP-GRS区域供热管网监控系统

TP-MDS-100SCADA系统

系统功能：

供热管网监控是由控制室内的管网监控站来完成

对各换热站各种参数的采集、监视、控制、报警、记

录、打印等多种功能。通过这些功能，可以对系统进

行分析、优化，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该系统已应用

于天津市各区供热管网。

主要功能：

根据室外温度和人们一天对温度的

不同要求以及一次网回水温度等多

参数优化设定二次网供回水温度

具有分户计量要求的二次网差压控

制

管网站监测中心可以通过电话线或

GPRS对换热站进行监测和控制

TP-MDS-100SCADA系统介绍

TP-MDS-100 通讯系统、SCADA是建立在GPRS或GSM短信通讯

平台上的远程监控和数据检测系统。由监控调度中心GPRE通讯系统

远程终端单元(RTU)组成。监控调度中心通过GPRS数据通讯系统实时

监视和控制远程设备的运行，以数字、图表、曲线、图像等方式显

示远端现场情况，并可以通过OPC、ODBC等标准接口为更上层的管

理系统提供实时数据。RTU是以微处理器为核心带有丰富外围接口的

终端测控单元，能根据本地运行状态和控制策略做出本地的控制动

作。通讯系统采用代表无线通讯技术2.5代的GPRS网络在调度中心和

RTU之间架设实时数据传输通道。

TP-MDS-100 SCADA系统可广泛应用在电力配送、油气输送、

环保监控、水文监测、灯光监控、气象监测、热网监测等多个领域

。实现高水平的远程监控。

TP-MDS-100SCADA系统介绍

我所开发研制的TP-MDS-100SCADA系统，是在多年从事计

算机监控技术研究应用的基础上，综合了SCADA系统的新技术，

目前国内各领域对SCADA系统的实际需求、以及当今工业远程数

据通讯发展趋势后设计的，具有适合国内工业现场实际需求，较

高性价比的综合SCADA系统。

系统网络图

局域网IE浏览

TCP/IP网络

GPRS

通讯平台

厂长 调度 企管

通讯服务器 管理服务器

市话局

CDMA/GPRS

RTU

现场设备

换热站

RTU

现场设备

换热站

RTU

现场设备

换热站

RTU

现场设备

换热站

RTU

现场设备

换热站

公共网固定
IP或ADSL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