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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501 军用压力传感器变送器  

特 点  

  不锈钢全焊接结构               高频响、高可靠性 

 小体积                         安装简易、方便 

 有高温传感器可选择             满足异形结构设计要求 

 内部采用 HIC 技术进行信号处理      

概 述 

FI-101 系列智能数显测控仪是采用大规模专用集成电路，元器件选择

和软硬件结合 FPC-103 系列硅压阻式压力传感器，采用性能优越的硅敏感芯

片作为压力敏感元件，利用隔离膜片充油技术，将其封装在不锈钢壳体中；

采用 HIC 电阻网络对输出信号的零点、满量程及温度进行补偿；全焊接结构

的应用，使产品充分满足了军用传感器高性能、高可靠的要求。该产品以其

体积小、输出高、动态响应和静态特性优异而为军方用户所青睐。同时该系

列产品为军方特制定做，可提供异形尺寸及多种信号输出方式等选择。 
该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舶、坦克、战车等特殊领域，公司拥

有各类动、静态进口实验设备，可承接各类军品任务。 

技术性能 

供电电源                   5VDC、12VDC、24VDC  

材质结构                   不锈钢全焊接外壳  

介质兼容性                   与 316L 不锈钢兼容的各种腐蚀性介质  

量程范围                   -100kPa～ 0kPa„100MPa  

综合精度                  0.25%FS（典型） 

输出信号                  0～100mV，0～5V，1～5V，4～20mA 

工作温度                  -55～125℃，-55～150℃，-55～200℃  

零点温度漂移              0.02%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2%FS/℃ 

响应频率                  20kHz～100kHz  

过载压力                  200%FS（典型）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外形结构  

FPC-501 军用压力传感器变送器根据用户的要求量身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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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T-517 军用温度传感器/变送器  

特 点  

 抗振动、抗冲击                   分度号：Pt100、Pt1000 可选   

 高稳定性、高精度、高可靠性       防爆标志：ExiaⅡCT6（本安型）          

概 述 

FTT-517 军用温度传感器/变送器，采用高可靠性设计，可以精确测量

-50℃～+600℃范围内的液体、气体介质以及固体表面的温度。 

技术性能 

热电阻分类、测量范围及基本误差： 
类 别 型 号 分度号 测量范围    0℃时电阻值 R0    允许偏差值△℃ 

铂电阻  FTT  Pt100、Pt1000 -50～+600℃ A 级 100±0.06Ω    A 级±（0.15+0.002|t|） 

                                        B 级 100±0.12Ω    B 级±（0.30+0.005|t|） 

最小置入深度：热电阻的最小置入深度≥20mm（特殊要求可协商） 

常温绝缘电阻：Pt 电阻绝缘电阻值≥250MΩ / 500VDC 

典型电流：1mA 

外形结构 

FTT-517 军用温度传感器变送器根据用户的要求量身定做，下面的结构图是其中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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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10 系列 OEM 硅压阻式压力芯体  

特 点  

 进口压力芯片                  高性能、全固态、高可靠性  

 18 个月质保期          

概 述 

FPC-10 系列硅压阻式压力芯体是制造压力传感器及压力变送器的

OEM 核心部件，作为一种高性能的压力敏感元件，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放大

处理，装配成标准信号输出的变送器，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

航空，航天，医疗设备，汽车，HVAC 等行业的过程控制。 

    FPC-10 系列是将扩散硅压力敏感芯片封装到 316L 不锈钢外壳中，外加

压力通过不锈钢膜片、内部密封的硅油传递到敏感芯片上，敏感芯片不直接

接触被测介质，形成压力测量的全固态结构，因此该产品可以应用于各种场

合，包括恶劣的腐蚀性介质环境。 

    FPC-10 系列采用 “O”型圈进行压力密封,便于安装。 

    公司还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承接特殊要求的压力传感器，如全焊接结

构、宽温度补偿、高可靠、抗强冲击及振动，尤其是为国防武器装备配套。

技术性能 

电桥电阻               3KΩ～6KΩ  

供电电源               恒流 1.5mA、恒压 10V 

使用温度               -40℃～125℃ 

补偿范围              -10℃～70℃  

壳体和膜片             不锈钢 316L 

精    度               0.25 %FS 

零    点               ±2mV 

满量程                 ≥100mV（1.5mA 供电） 

零点温漂               0.02%FS/℃ 

灵敏度温漂             0.02%FS/℃ 

绝    缘               100MΩ /250VDC 

密封圈                 丁晴或氟橡胶 

长时间稳定性           0.2%FS/年 

充    油               硅油、橄榄油、氟油 

响应时间               ≤1ms（上升到 90%FS） 

振    动               20g/（20～5000Hz） 

耐用性周期             100×106%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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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程选择 

G 表压（通气式表压，以当前大气压为零点）                单位：MPa 

量程   -0.1～0   -0.035～0   -0.02～0    -0.02   0.035  0.07   0.1 

过载%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200 

量程   0.16      0.25        0.4        0.6     1.0     1.6    2.5  

过载%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A 绝压（真空为零点）                                    单位：MPa 

量程     0.1    0.25    0.4    0.6   1.0   1.6 

过载%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S 密封式表压（校准大气压为零点）                        单位：MPa 

量程      1.0    1.6   2.5   6    10    25   40   60   100 

过载%     200    200  200  200  200    150  150  150  150 

D 差压                                                 单位：MPa 

量程        0.02    0.035   0.1   0.25   0.4   0.6   1.0   1.6   2.5  

过载%       300    3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150 

外形结构 

 
FPC-10P(纯平膜)            FPC-10D(差压)         FPC-10 (中、小量程)    

PC10(大量程) 

 

安装时需要在“O”型圈表面均匀涂抹少量的真空油脂。 

沿腔体轴向方向均匀用力，将芯体推入腔体中，注意“O”型圈不能有任何破损。 

芯体的膜片是压力敏感部位，在使用过程中请勿用手指或硬物触碰。 

“O”型圈密封方式为悬浮式密封，是绝对可靠的静态密封方式，无须再采用其它的密

封方式，正常情况下可用于 40MPa 的压力环境。 

超过 25MPa 的压力时，需要配备挡圈组合使用，密封压力可以达到 400MPa。 

在装配小量程芯体时，不易用力压紧，这样额外的力会使芯体的温度特性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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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电路 

 
3 电流输出 

3.1 与 XTR105 电路连接 

XTR105 电路有 2 路 0.8mA 的恒流电源，可以单独用任意一路给压力芯体供电，也可以

合在一起 1.6mA 供电，推荐采用 0.8mA 供电方式，同时在压力芯体电源负串接 1～1.6K

Ω普通电阻即可。 

 

3.2 与 XTR101 电路连接 

XTR101 是相当好的电路两线 4-20mA 电路，电路本身带有调零功能，还有 2 路 1mA 的

恒流电源，可以单独用任意一路给压力芯体供电，也可以合在一起 2mA 供电，推荐采用

1mA 供电方式，同时在压力芯体电源负串接 1～1.6KΩ普通电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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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与 XTR106 连接 

XTR106 电路也是两线 4-20mA 专用仪表放大电路，该电路给传感器供电为 5V 或 2.5V

恒压供电，与压力芯体配合不好。原因：硅压力传感器采用恒流供电进行温度补偿最佳，

恒压下工作温度漂移较大。建议用户采用同等价格的电路 XTR105。 

 

3.4 与通用运放连接 

采用通用运放设计的两线 4-20mA 性能上同专用仪表放大电路如

XTR105、XTR106、AD693、AM400、AM401 等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是价格便宜。如下图电路采用了通用四运放电路，建议给压力芯

体供电为 0.75mA 恒流。 

 

3.5 五线制芯体与 XTR105 电路的连接 

XTR105 电路是相当好的两线 4-20mA 专用仪表电路，但唯一的缺点是电路本身不带调

零电路，这样给应用带来极大的不便，采用传统的传感器 4 线外调零的方法固然可以达

到调零的目的，但是这样破坏了传感器温度补偿平衡，在某些场合会出现温度漂移过大，

调零和调满相互影响较大。5 线传感器是根据传感器温度补偿原理，调零采用传感器本

身调节的方式，有诸多优点： 

不影响温漂；   调零方便，调零和调增益相互几乎不受影响；  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迁移。 

 

采用这种方式所做的变送器可以达到用昂贵的XTR101所做的性能。 

电路原理简图如下： 

 

 

 

 

 

 

 

 

 

 

 

 



北京风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海淀区科源小区乙 12 号附楼 104 室（中国科学院过程控制研究所西行 200 米）   

电话：010-51295202  13371727778  传真：010-51291807  Http://www.FX-Sensor.com   

7 

 FPC-13 型高稳定耐高温硅压阻式压力芯体  

特 点  

  进口 SOI高温压力芯片             宽温度补偿与零点偏差修正 

  耐高温，高性能，高稳定性         18 个月质保期     

概 述 

     FPC-13 型高稳定耐高温硅压阻式压力芯体，选用进口高稳定扩散硅芯

片，采用厚膜电路进行宽温度补偿和零点偏差修正，通过严格的检验和筛选，                     

广泛应用于各种高稳定性要求的压力测量场合。 

技术性能 

电桥电阻 3KΩ～6KΩ  

供电电源 恒流 1.5mA、恒压 10V 

使用温度 -55℃～125℃,-55～150℃,-55～200℃ 

补偿范围 -10℃～70℃(可选) 

壳体和膜片 不锈钢 316L 

精    度 0.25%FS（典型） 

零    点 ±2mV 

满 量 程 ≥100mV（1.5mA 供电） 

零点温漂 0.02%FS/℃ 

灵敏度温漂 0.02%FS/℃ 

绝    缘 100MΩ /250VDC 

密 封 圈 丁晴或氟橡胶 

长时间稳定性 0.2%FS/年 

充    油 硅油、橄榄油、氟油 

响应时间 ≤1ms（上升到 90%FS） 

振    动 20g/（20～5000Hz） 

耐用性周             100×106%FS 

量程选择 

G 表压（通气式表压，以当前大气压为零点）              单位：MPa 
量程    -0.1～0  -0. 035～0   -0.02～0   0.02  0.035  0.07  0.1 

过载%    300       3000         300       300   300   300   200 

量程 MPa   0.16     0.25         0.4      0.6   1.0   1.6    2.5 

过载%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A 绝压（真空为零点）                                    单位：MPa 

量程    0.1    0.25   0.4    0.6   1.0   1.6  

过载%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S 密封式表压（校准大气压为零点）                         单位：MPa 

量程    1.0    1.6    2.5   6   10    25   40  60   100 

过载%   200    200    200  200  200   150  150  1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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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08 系列 OEM 硅压阻式压力芯体  

特 点  

  进口压力芯片                  国外通用尺寸 

  高性能、全固态、高可靠性      18 个月质保期 

概 述 

    FPC-08 系列硅压阻式压力芯体外径 15mm，外形尺寸与国外通用产

品相一致，具有很好的互换性。 

技术性能 

技术性能等同 FPC-10 

量程选择 

A 绝压（真空为零点）                           单位：MPa 

量程    2.5     4      -       -       -      - 

过载%   200    200     -       -       -      - 

S 密封式表压（校准大气压为零点）                  单位：MPa 

量程    2.5    4      6     10    25    40   60   100    - 

过载%   200   200    200    200   150   150  150  150    - 

外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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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09 系列 OEM 硅压阻式压力芯体  

特 点  

 进口压力芯片                   超薄设计 

 高性能、全固态、高可靠性       18 个月质保期 

概 述 

    FPC-09系列OEM硅压阻式压力芯体在FPC-10基础上进行了

超薄化设计，外形类似 KELLER 9 系列产品，FPC-09 采用了玻璃

烧结结构，可靠性很高。 

技术性能 

电桥电阻 3KΩ～6KΩ  

供电电源 恒流 1.5mA、恒压 10V 

使用温度 -40℃～125℃ 

补偿范围 -10℃～70℃ 

壳体和膜片 不锈钢 316L 

精    度 0.25%FS（典型） 

零    点 ±2mV 

满 量 程 ≥100mV（1.5mA 供电） 

零点温漂 0.02%FS/℃ 

灵敏度温漂 0.02%FS/℃ 

绝    缘 100MΩ /250VDC 

密 封 圈 丁晴或氟橡胶 

长时间稳定性 0.2%FS/年 

充    油 硅油、橄榄油、氟油 

响应时间 ≤1ms（上升到 90%FS） 

振    动 20g/（20～5000Hz） 

耐用性周期 100×106%FS 

量程选择 

G 表压（通气式表压，以当前大气压为零点）             单位：MPa 

量 程    -0.1～0   -0.035～0   -0.02～0   0.02    0.035     0.1 

过 载%    200       300          300       300     300      200  

量 程     0.25      0.4          0.6       1.0      1.6     2.5   

过 载%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A 绝压（真空为零点）                               单位：MPa 

量 程       0.1     0.25   0.4    0.6   1.0    1.6   

过 载%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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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密封式表压（校准大气压为零点）                     单位：MPa 

量 程     1.0    1.6    2.5     6      10     -    -    -   - 

过 载%    200    200    200    200     200    -    -    -   -  

 

外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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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11 系列 OEM 硅压阻式压力芯体  

特 点  

   进口压力芯片                直径小      

   高性能、全固态、高可靠性    18 个月质保期       

概 述 

   FPC-11 系列硅压阻式压力芯体是采用了 FPC-10 的制造技

术，为高压力应用场合而设计，外径小，使芯体在安装后所承受的

力大大减小。 

  

技术性能 

电桥电阻           3KΩ～6KΩ  

供电电源           恒流 1.5mA、恒压 10V 

使用温度           -40℃～125℃ 

补偿范围          -10℃～70℃ 

壳体和膜片          不锈钢 316L 

精    度          0.25%FS(典型) 

零    点          ±2mV 

满 量 程          ≥100mV（1.5mA 供电） 

零点温漂          0.02%FS/℃ 

灵敏度温漂          0.02%FS/℃ 

绝    缘          100MΩ /250VDC 

密 封 圈          丁晴或氟橡胶 

长时间稳定性      0.2%FS/年 

充    油          硅油、橄榄油、氟油 

响应时间          ≤1ms（上升到 90%FS） 

振    动          20g/（20～5000Hz） 

耐用性周期           >100×10
6
 FS 

量程选择  

A 绝压（真空为零点）                                     单位：MPa 

量 程      2.5      4        -       -      -       -  

过 载%    200     200       -       -      -       - 

S 密封式表压（校准大气压为零点）                         单位：MPa  

量 程      2.5      4      6     10     25   40     60   100   - 

过 载%    200     200    200    200    150  150   150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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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结构 

 
有挡圈导线                            有挡圈导线 

 

有挡圈管脚                             有挡圈管脚 

 

 

 

 

 

 

 

 

 

 

 

 

 

 

 

 

 

 

 

 

 

 

 

 

 



北京风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海淀区科源小区乙 12 号附楼 104 室（中国科学院过程控制研究所西行 200 米）   

电话：010-51295202  13371727778  传真：010-51291807  Http://www.FX-Sensor.com   

13 

 FPC-12 系列 OEM 硅压阻式压力芯体  

特 点 

 进口压力芯片    高性能、全固态、高可靠性     18个月质保期 

概 述 

FPC-12 系列 OEM硅压阻式压力芯体是采用了 FPC-10的制造技术，为

原来使用外径为 15.8mm 的芯体用户而设计。 

技术性能 

电桥电阻             3KΩ～6KΩ  

供电电源             恒流 1.5mA、恒压 10V 

使用温度             -40℃～125℃         

补偿范围              -10℃～70℃   

壳体和膜片              不锈钢 316L 

精    度              0.25%FS（典型）  

零    点                ±2mV 

满 量 程              ≥100mV（1.5mA 供电） 

零点温漂              0.02%FS/℃ 

灵敏度温漂               0.02%FS/℃ 

绝    缘               100MΩ /250VDC 

密 封 圈               丁晴或氟橡胶 

长时间稳定性              0.2%FS/年 

充    油               硅油、橄榄油、氟油 

响应时间               ≤1ms（上升到 90%FS） 

振    动               20g/（20～5000Hz） 

耐用性周期                100×106%FS 

量程选择 

G 表压（通气式表压，以当前大气压为零点）            单位：MPa 

量 程       -        -     -        -      0.1-0     0.1 

过 载%     -        -       -        -     200      200  

量 程      0.25     0.4     0.6      1.0    1.6      2.5 

过 载%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A 绝压（真空为零点）                               单位：MPa 

量 程     0.1    0.25    0.4    0.6     1.0     1.6 

过 载%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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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密封式表压（校准大气压为零点）                   单位：MPa 

量 程       1.0     1.6    2.5    6    10    25    -    -   - 

过 载%     200     200    200    200  200   150  -    -   - 

 

外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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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20 型压力温度一体化芯体  

特点 

 进口压力芯片           全 316L隔离膜片结构 

 压力，温度同步测量       18 个月质保期 

概述 

FPC-20 型压力温度一体化芯体是在 FPC-10基础上，内置铂电阻，实

现了压力，温度的同步测量，满足同时测量压力、温度或对传感器进行进

一步温度补偿的需要。 

技术性能 

电桥电阻                3KΩ～6KΩ  

供电电源             恒流 1.5mA、恒压 10V 

使用温度             -40℃～125℃ 

补偿范围             -10℃～70℃ 

壳体和膜片              不锈钢 316L 

精  度                 0.25%FS（典型） 

零  点                 ±2mV 

满量程                 ≥100mV（1.5mA 供电） 

零点温漂             0.02%FS/℃ 

灵敏度温漂              0.02%FS/℃ 

绝  缘                 100MΩ /250VDC 

密封圈                 丁晴或氟化橡胶 

长时间稳定性            0.2 %FS/年 

充  油                 硅油、橄榄油、氟油 

响应时间             ≤1ms（上升到 90%FS） 

振  动                 20g/（20～5000Hz） 

耐用性周期              100×106%FS 

压力范围：              -0.1～0、0～0.02„100MPa 

温度范围：              -50～125℃ 

 

外形结构 

 

导线无挡圈                                  导线有挡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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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30 型带螺纹接口压力芯体  

特 点  

   隔离膜片结构               高性能，全固态，高可靠性     

   全焊接结构                 18 个月质保期   

概 述 

FPC-30 型带螺纹接口压力芯体将扩散硅压力芯片封装在带有螺纹

接口的不锈钢底座上，芯体采用全焊接密封，无密封圈，可靠性能更高。 

技术性能 

量  程                   10MPa„100MPa 

电桥电阻              3KΩ～6KΩ  

供电电源              恒流 1.5mA、恒压 10V 

使用温度              -45℃～125℃ 

补偿范围              -10℃～70℃ 

壳体和膜片               不锈钢 316L 

精  度                  0.25%FS（典型） 

零  点                  ±2mV 

满量程                  ≥100mV（1.5mA 供电） 

零点温漂              0.02%FS/℃ 

灵敏度温漂              0.02%FS/℃ 

绝  缘                  100MΩ /250VDC 

长时间稳定性             0.2%FS/年 

充  油                  硅油 

响应时间              ≤1ms（上升到 90%FS） 

振  动                  20g/（20～5000Hz） 

耐用性周期               100×106%FS 

外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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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101 型带压力接口压力传感器  

特 点  

   高性能、全固态、高可靠性、耐腐蚀             多种外形结构     

  不锈钢全焊接结构及“O”型圈密封结构           质保期:12 个月期 

   恒压源、恒流源供电可选择 

概 述 

为了方便广大用户使用，我公司提供了一款 FPC-101型带压力接口压力

传感器型 OEM 产品。该产品是将 FPC-10系列压力芯体封装在带有标准接口

螺纹的工件中，适用于各种不同压力测量产品的组装和生产。  

该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航空、航天、船舶、医疗设备、

车辆、制冷机、压缩机等行业的过程控制及测量。 

技术性能 

恒流供电                 1.5mA 

恒压供电              推荐 10V 

测量范围              0～20kPa„100Mpa 

补偿温度              -10～70℃ 

工作温度              -40～125℃ 

输入阻抗              3kΩ～6kΩ  

介质兼容性               与 316L不锈钢兼容的介质 

充  油                   硅油 

零点输出                 ±2mV 

满量程                  ≥100mV（1.5mA 供电） 

零点温度漂移          ±0.02%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2%FS/℃ 

过  载                  200%FS(10MPa 以下)；150%FS（25MPa 以上） 

响应时间                 ≤1ms（上升到 90%FS）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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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结构 

 

 

订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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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102 型卫生型平膜压力传感器  

特 点 

 高性能、全固态、高可靠性、耐腐蚀       多种外形结构 

 不锈钢全焊接结构                       质保期: 12个月 

 恒压源、恒流源供电可选择 

概 述 

FPC-102 型 OEM 产品采用了一次硅油充灌技术，将芯体封装在带有

标准接口螺纹的工件中，适用于各种不同压力测量产品的组装和生产。 

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酿酒等卫生型行业及测量介质可能结垢场合

的压力测试。 

技术性能 

恒流供电           推荐 1.5mA 

恒压供电           推荐 10VDC 

测量范围           0～20kPa„100Mpa 

补偿温度           -10～70℃ 

工作温度           -40～125℃ 

输入阻抗           3kΩ～6KΩ  

介质兼容性           与 316L 不锈钢兼容的介质 

充    油           橄榄油，硅油 

零点输出           ±2mV 

满量程               ≥100mV（1.5mA 供电） 

零点温度漂移       ±0.02%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2%FS/℃ 

过    载           200%FS 

响应时间           ≤1ms（上升到 90%FS）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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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结构 

 

 

 

订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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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124 系列简易压力传感器  

特 点 

 低价格、简易安装              大批量 OEM可专门设计 

 表压、绝压、差压多种选择      质保期：1年           

 高输出稳定性 

概 述 

FPC-124 系列是一款简易、价格低廉的硅压阻式压力传感器。通过简易

封装，将硅敏感芯片直接装配在 TO-5 底座上；或采用塑料封装，引脚之间

为 100mil 标准间距，可以直接焊接在 PCB 板上。 

FPC-124 系列简易压力传感器系列具有多种外型尺寸，多种性能等级和

多档补偿形式，可以采用恒压源或恒流源供电。适用于清洁的空气和无腐蚀

性的气体压力测量。 

典型应用包括：医疗设备、呼吸器、气压计、汽车、过程控制、家电和

泄漏检测等。 

对于大批量 OEM 应用，可根据需要专门设计，以便与您的仪表精密配

合。 

技术性能 

恒流供电           推荐 1.5mA 

恒压供电           推荐 10VDC 

测量范围           -100kPa„0～1kpa„2.5Mpa 

补偿温度           -10～70℃ 

工作温度           -40～125℃ 

存贮温度           -55～125℃ 

输入阻抗           3kΩ～6KΩ  

材    质           硅敏感芯片、柯伐引线、镍或 DIP外壳 

满程输出           ≥100mV（1.5mA 供电） 

零点温度漂移       0.05%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5%FS/℃ 

过载压力           200%FS 

响应时间           ≤50us（上升到 90%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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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103 系列硅压阻式压力传感器  

特 点 

 316L 不锈钢隔离膜片、全不锈钢结构       外形结构多样化 

 高精度、高输出                         质保期：1.5年         

 高可靠、耐腐蚀性优良 

概 述 

FPC-103 系列硅压阻式压力传感器，是利用 FPC-10 型硅压阻式压力芯

体组装而成的。压力接口和外壳均为不锈钢，具有很好的抗腐蚀性和长期稳

定性。传感器在宽温度范围内进行了补偿，保证了传感器的技术指标。 

产品广泛应用于气液压力控制系统、制冷设备、工业设备、医疗设备等

领域。 

公司可以为用户量身定做，承接特殊结构尺寸和温度要求的产品。技

技术性能 

恒流供电           推荐 1.5mA 

恒压供电           推荐 10V 

测量范围           0～20kPa„100Mpa 

补偿温度           -10～70℃ 

工作温度           -40～125℃ 

输入阻抗           3kΩ～6kΩ  

介质兼容性           与 316L 不锈钢兼容的介质 

充灌液               硅油 

零点输出           ±2mV 

满量程               ≥100mV（1.5mA 供电） 

零点温度漂移       ±0.02%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2%FS/℃ 

过  载              200%FS(10MPa以下)；150%FS（25MPa以上） 

响应时间           ≤1ms（上升到 90%FS）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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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结构 

 

订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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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104 型流量计专用压力传感器  

特 点 

 316L 不锈钢隔离膜片、全不锈钢结构、安装方便  高长期稳定性 

 小体积、高可靠性                             多样化外型结构   

 具有极高的抗振和抗冲击性能                   质保期：12个月 

概 述 

FPC-104 型流量计专用压力传感器采用了高性能、高可靠的硅压阻式压

力芯体组装而成。压力接口和外壳均为不锈钢，具有良好的抗腐蚀性。 

为了满足流量计电池工作的需要，传感器在温度补偿时，采用了小电流

温度补偿技术，保证了传感器在-40℃～60℃温度范围内的技术指标。 

 传感器外形和压力接口需按用户要求进行适配，激励源可选择恒流源供

电或恒压。 

 产品广泛应用于流量计中的压力测量及微功耗的场合。 

技术性能 

恒流供电          推荐 1.5mA 

恒压供电          推荐 10VDC 

测量范围          0～20kPa„100Mpa 

补偿温度          -10～70℃ 

工作温度          -40～125℃ 

输入阻抗          3kΩ～6kΩ  

介质兼容性          与 316L 不锈钢兼容的介质 

充灌液              硅油 

零点输出          ±2mV 

满量程              ≥100mV（典型 1.5mA） 

零点温度漂移      ±0.02%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2%FS/℃ 

过  载              200%FS(10MPa以下)；150%FS（25MPa以上）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根据用户要求量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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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401 型投入式静压液位变送器  

特 点 

 橡胶圈防水密封                 长期稳定性好 

 多种结构尺寸，最小φ 19mm      多样化外型结构   

 具有极高的抗振和抗冲击性能     质保期：12个月 

 防结露 

概 述 

FL-401 型投入式静压液位变送器将 OEM 充油芯体封装在不锈钢壳体

内，前端防护帽起保护传感器膜片的作用，也能使液体流畅地接触到膜片，

防水导线与外壳密封连接，通气管在电缆内与外界相连，确保了测量的准确

性，独特的内部结构具有防结露的作用，可长期投入液体介质中使用，同时，

FL-401 型内置微型信号处理电路，可进行远程传输。 

FL-401 型广泛应用于环保、水利、变频供水、工业过程控制、化工等

领域的液位测量控制。 

技术性能 

供电电源            24VDC  

输出信号            4～20mA、1～5V、0～10mA、0～20mA、0～5V、RS485； 

量程范围            0～0.5m„200m 水柱  

补偿温度            0～80℃ 

介质温度            0～100℃ 

环境温度            0～85℃ 

材    质            全不锈钢 

综合精度            0.1、0.3、0.5级可选  

零点温度漂移        ±0.03%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3%FS/℃  

过载压力            200%FS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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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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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402 型集气筒式液位变送器  

特 点  

   耐高温                        防结露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与可靠性      质保期：12 个月 

概 述 

    FL-402 型集气筒式液位变送器用于测量较高温度液体介质的液

位，液体介质通过毛细管内的空气传递压力，传感器膜片不与被测介质

直接接触，因此可以测量较高温度的液体介质液位，内部独特的结构具

有防结露作用，可长期投入液体中使用。 

广泛用于环保，水利，供水等较高温度介质的液位测量。 

技术性能 

供电电源 24VDC  

输出信号 4～20mA、1～5V、0～10mA、0～20mA、0～5V、RS485； 

量程范围 0～0.5m„200m 水柱； 

补偿温度 0～80℃  

介质温度 0～150℃ 

环境温度 0～85℃  

材    质 全不锈钢 

综合精度 0.1、0.3、0.5 级可选  

零点温度漂移 ±0.03%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3%FS/℃  

过载压力 200%FS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外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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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403 型投入式防腐液位变送器  

特 点  

  聚四氟材料                           防结露 

  坚固密封、耐腐蚀性强                 抗干扰强、长期稳定性好 

  高可靠、高精度、精巧的防腐结构设计      质保期：12 个月 

概 述 

  FL-403 型投入式防腐液位变送器采用陶瓷电容传感器作为压力测量

元件，把液体深度准确测量出来，并经过专用信号处理电路转换成标准信号

输出。整个变送器前端为全聚四氟乙烯材质，具有很强的防腐蚀性，且在壳

体、导线等各个环节的连接处都进行了可靠密封，确保了变送器有较长的使

用寿命。独特的内部结构具有防结露作用。 

  FL-403 型投入式防腐液位变送器广泛应用于化工、环保、医药等诸

多领域。 

技术性能 

供电电源 24VDC  

输出信号 4～20mA、1～5V、0～10mA、0～20mA、0～5V、RS485； 

量程范围 0～0.5m„200m 水柱； 

补偿温度 0～70℃ 

介质温度 0～100℃ 

环境温度 0～85℃ 

材    质 聚四氟乙烯、ABS  

综合精度 0.1、0.3、0.5 级可选  

零点温度漂移 ±0.03%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3%FS/℃ 

过载压力 200%FS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传感器               陶瓷电容、陶瓷压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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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结构 

 

订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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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 

 FL-404 型投入式防雷击液位变送器  

特 点  

  橡胶圈防水密封           长期稳定性好 

  防雷击                   防结露 

  质保期：12 个月 

概 述 

FL-404 型投入式防雷击液位变送器将OEM充油芯体封装在不锈钢壳

体内，前端防护帽起保护传感器膜片的作用，也能使液体流畅地接触到膜片，

防水导线与外壳密封连接，通气管在电缆内与外界相连，确保了测量的准确

性，独特的内部结构具有防结露的作用，可长期投入液体介质中使用，同时

内置安装了三级防雷击模块，可以有效地防止感应雷击的破坏。 

FL-404 型投入式防雷击液位变送器广泛应用于海洋、江河等水利、水

文检测。 

技术性能 

供电电源             24VDC  

输出信号         4～20mA  

量程范围          0～0.5m„200m 水柱 

补偿温度         0～80℃ 

介质温度         0～100℃ 

环境温度         0～85℃ 

材    质          全不锈钢 

综合精度          0.1、0.3、0.5 级可选  

零点温度漂移      ±0.03%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3%FS/℃ 

过载压力          200%FS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北京风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海淀区科源小区乙 12 号附楼 104 室（中国科学院过程控制研究所西行 200 米）   

电话：010-51295202  13371727778  传真：010-51291807  Http://www.FX-Sensor.com   

31 

典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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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201 型小巧压力变送器  

特 点 

  316L不锈钢隔离膜片结构                 高精度、全不锈钢结构    

  微型放大器，电压、电流、频率信号输出     抗干扰强、长期稳定性好 

  外形结构多样化                          质保期: 12 个月   

概 述 

FPC-201 型小巧压力变送器采用扩散硅压力芯体作为敏感元件，内置

处理电路将传感器毫伏信号转换成标准电压﹑电流﹑频率信号输出，可直接

与计算机、控制仪表﹑显示仪表等相连。可进行远距离信号传输。FPC-201

型采用一体化全不锈钢结构，经过多次不锈钢焊接，实现了全固态设计，在

恶劣环境中可以长期使用。产品安装方便，具有极高的抗振性和抗冲击性。 

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设备配套及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等过程控

制领域。 

技术性能 

供电电源                       24VDC  

输出信号                       4～20mA、1～5V、0～10mA、 

                         0～20mA、0～5V、 

量程范围                       -0.1„0～0.02„100Mpa  

补偿温度                       -10～70℃ 

介质温度                       -40～125℃  

环境温度                      -40～85℃ 

外壳防护                       IP65  

压力类型                       表压、绝压、密封压 

综合精度                       0.1、0.3、0.5 级可选 

零点温度漂移                ±0.03%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3%FS/℃  

过载压力                       200%FS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响应时间                       ≤1ms(上开到 90%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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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结构   

 

订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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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202 型隔爆压力变送器  

特 点 

  316L不锈钢隔离膜片结构             抗干扰强、长期稳定性好  

  高精度、全不锈钢结构                外形结构多样化 

  微型放大器，电压、电流、频率信号输出     质保期: 12 个月   

概 述 

FPC-202 型采用扩散硅压力芯体作为敏感元件，内置处理电路将传感

器毫伏信号转换成标准电压﹑电流信号输出，可直接与计算机、控制仪表﹑

显示仪表等相连。可进行远距离信号传输。FPC-202型采用一体化全不锈钢

结构，经过多次不锈钢焊接，满足隔爆设计要求，在恶劣环境中可以长期使

用。产品安装方便，具有极高的抗振性和抗冲击性。 

广泛应用于易燃、易爆的场合中。 

技术性能 

供电电源                   24VDC  

输出信号                   4～20mA、1～5V、0～10mA、0～20mA、0～5V  

量程范围                   -0.1„0～0.02„100Mpa 

补偿温度                   -10～70℃ 

介质温度                   -40～125℃ 

环境温度                   -40～85℃ 

外壳防护                   IP65 

压力类型                   表压、绝压、密封压  

综合精度                   0.1、0.3、0.5级可选 

零点温度漂移               ±0.03%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3%FS/℃ 

过载压力                   200%FS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响应时间                   ≤1ms（上升到 90%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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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结构 

 

订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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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203 型防爆压力变送器  

特 点 

  316L不锈钢隔离膜片结构                抗干扰强、长期稳定性好 

  高精度、全不锈钢结构                   外形结构多样化 

  微型放大器，电压、电流、频率信号输出   质保期: 12个月   

概 述 

FPC-203 型采用扩散硅压力芯体作为敏感元件，内置处理电路将传感

器毫伏信号转换成标准电压﹑电流﹑频率信号输出，可直接与计算机、控制

仪表﹑显示仪表等相连。可进行远距离信号传输。FPC-203型采用一体化全

不锈钢结构，经过多次不锈钢焊接，满足防爆设计要求，在恶劣环境中可以

长期使用。产品安装方便，具有极高的抗振性和抗冲击性。广泛应用于易燃、

易爆的场合中。 

技术性能 

供电电源                   24VDC  

输出信号                   4～20mA、1～5V、0～10mA、0～20mA、0～5V  

量程范围                   -0.1„0～0.02„100Mpa 

补偿温度                   -10～70℃ 

介质温度                   -40～125℃ 

环境温度                   -40～85℃ 

外壳防护                   IP65 

压力类型                   表压、绝压、密封压  

综合精度                   0.1、0.3、0.5级可选 

零点温度漂移               ±0.03%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3%FS/℃ 

过载压力                   200%FS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响应时间                      ≤1ms（上升到 90%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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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结构 

 

 

订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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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204 型压缩机专用压力变送器  

特 点  

   结构紧凑，小巧美观          批量化生产、经济可靠     

   既有良好的适应性            质保期:12 个月期 

概 述 

 FPC-204 型压缩机专用压力变送器采用无缝焊接结构，可批量化生

产，经济，可靠，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可应用于各种复杂的环境，该产品输

出形式多样，压力接口可以提供定制，最大限度的满足您的适用要求。 

广泛应用于压缩机、空调系统及工业自动化产品配套等。 

技术性能 

供电电源              24VDC  

输出信号              4～20mA、1～5V、0～10mA、0～20mA、0～

5V 量程范围              0～0.02„100Mpa 

补偿温度              -10～70℃ 

介质温度              -40～125℃ 

环境温度              -40～85℃  

外壳防护              IP65 

压力类型              表压、绝压、密封压  

综合精度              0.1、0.3、0.5级可选  

零点温度漂移          ±0.03%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3%FS/℃  

过载压力              200%FS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响应时间              ≤1ms（上升到 90%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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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205 型无腔平膜压力变送器  

特 点  

   无腔平膜结构                       高稳定，高可靠 

   可测量带有颗粒介质的压力           质保期:12 个月期 

概 述 

FPC-205 型无腔平膜压力变送器采用应变片式压力敏感元件封装而成，

纯平膜结构且具有一定的强度，使产品可用于测量带有颗粒性介质的压力，

广泛用于泥浆，水泥，原油等有颗粒流体行业的压力测量场合。 

技术性能 

供电电源             24VDC 

输出信号             4～20mA、1～5V、0～10mA、0～20mA、0～5V  

量程范围             0～2„200Mpa 

补偿温度             -10～70℃ 

介质温度             -40～125℃ 

环境温度             -40～85℃ 

外壳防护                IP65 

压力类型             表压、绝压、密封压 

综合精度              0.1、0.3、0.5级可选 

零点温度漂移          ±0.03%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3%FS/℃ 

过载压力              200%FS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响应时间              ≤1ms（上升到 90%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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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206 卫生型压力变送器  

特 点  

  无进压孔、无腔平面结构             卫生型、防结垢 

  高精度、高强度                     质保期:12 个月期 

概 述 

FPC-206 卫生型压力变送器采用平面膜直接感受压力。传感器接口

有卡箍式，螺纹及法兰式可供选择。输出信号有电压、电流、等可选择，

传感器平膜片防止了结垢，不卫生及粘稠液体堵塞等问题。 

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酿酒等卫生型行业及测量介质可能结垢场

合的压力测试。 

技术性能 

供电电源             24VDC 

输出信号             4～20mA、1～5V、0～10mA、0～20mA、0～

5V  

量程范围             0～2„200Mpa 

补偿温度             -10～70℃ 

介质温度             -40～125℃ 

环境温度             -40～85℃ 

外壳防护                全不锈钢结构 

压力类型             表压、绝压、密封压 

综合精度              0.1、0.3、0.5级可选 

零点温度漂移          ±0.03%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3%FS/℃ 

过载压力              200%FS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响应时间              ≤1ms（上升到 90%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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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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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207 型工业压力变送器  

特 点  

 耐高温选择                           防护等级 IP65 
 有百分表和液晶显示两种形式选择       防爆等级 ExiaⅡCT6 

 抗过瞬时浪涌电压冲击                 外形款式多样 

 反向接电保护，抗雷击、抗电磁干扰     质保期：12 个月 

概 述 

FPC-207 型工业压力变送器采用高性能，高稳定性 OEM 压力芯体作为

信号测量元件，传感器信号经过专用信号处理电路转换成标准信号输出，经

过长期老化及稳定性考核等稳定性筛选，产品性能稳定可靠，应用于环境比

较恶劣的露天现场，同时能够现场压力显示，零点，量程可迁移，管饭应用

于工业控制，石油，化工，冶金等行业。 

技术性能 

供电电源             24VDC 

输出信号            4～20mA、1～5V、0～10mA、0～20mA、0～5V量

程范围             0～2„200Mpa 

补偿温度             -10～70℃ 

介质温度             -40～125℃ 

环境温度             -40～85℃ 

外壳防护                全不锈钢结构,铝合金外壳 

压力类型             表压、绝压 

综合精度              0.1、0.3、0.5级可选 

零点温度漂移          ±0.03%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3%FS/℃ 

过载压力              200%FS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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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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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208 型智能压力变送器  

特 点  

   Hart协议通讯            零点、满量程软件修正 

   带背光 LCD 显示           质保期:12 个月期 

  无可动件，性能可靠 

概 述 

FPC-208型智能压力变送器采用高性能全焊接压力芯体和 Ti专用芯片

并结合微处理器技术研制而成,具有现场显示、数据处理、零点、量程软件

调整，设置参数永久保存、4-20mA 输出及通讯等功能。它广泛应用于工业

过程控制、石油、化工、冶金等行业。 

技术性能 

供电电源                24VDC  

量程范围             0～2kPa～100Mpa 

介质温度             -40～85℃ 

环境温度             -20～85℃ 

材    质             全不锈钢结构，铝合金外壳  

压力类型             表压、绝压 

综合精度             0.1、0.3、0.5级可选  

零点温度漂移         ±0.03%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3%FS/℃ 

过载压力              200%FS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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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结构 

 

 

订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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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C-301 系列数字压力表  

特 点 

 不锈钢                 可按客户要求定制 

 LCD 显示               质保期：12个月 

 自动断电      

概 述 

FPC-301 系列数字压力表采用全焊接硅压阻式压力芯体，保持了固态

传感器的特点。采用了智能微处理器，消除了可动部件调整，使得数字压力

表具有更长的寿命。LCD 数字显示避免了模拟显示仪表在读数过程引起的

误差。显示值的调零仅需要通过面板上的按钮即可完成。读数显示一段时间

后自动进入休眠工作状态，压力表功耗非常低。优异的精度和方便的读数，

使得 PFPC-301 系列数字压力表成为传统模拟压力表理想的升级替代产品。 

技术性能 

供电电源              电池工作 

量程范围              0～2kPa～100Mpa  

储存温度              -40～85℃ 

工作温度              -20～85℃ 

材    质           铝合金、全不锈钢 

精    度           0.1、0.3、0.5 级可选 

防爆等级           IP65 

显    示           LCD 

电池寿命           1年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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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结构 

 

 

 

订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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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401 型风差压变送器  

特 点 

 零点、灵敏度温度全范围补偿               安装简便 

 抗干扰强、优良的长期稳定性               质保期：12 个月 

 外形结构多样化     

概 述 

FPC-401 型风差压变送器采用 OEM 硅压阻式差压芯体组装而成。外

壳为铝合金结构。两个压力接口为 M10 螺纹和旋塞结构，可直接安装在

测量管道上或通过引压管连接，安装使用方便，广泛应用于锅炉、煤炭、

电力等行业中干燥无腐蚀性气体的微差压的检测。 

技术性能 

供电电源                12VDC～36VDC（标准 24VDC）  

输出信号                4～20mA、1～5V、0～10mA、0～20mA、0～5V  

量程范围             0～1kPa～600kpa 

补偿温度             0～50℃ 

介质温度             -20～85℃  

环境温度             -20～85℃ 

工作方式             差压 

综合精度             0.1、0.3、0.5级可选  

零点温度漂移            ±0.05%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5%FS/℃  

过载压力                300%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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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结构 

 

 

 

订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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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C-402 型一体化差压变送器  

特 点 

 316L 不锈钢隔离膜片结构                  安装简易方便 

 零点、灵敏度温度宽范围补偿              外形结构多样化 

 高精度、高强度、精巧的全不锈钢结构      质保期：12个月 
 抗干扰强、优良的长期稳定性 

概 述  

FPC-402 型一体化差压变送器采用硅压阻式差压芯体组装而成。外

壳为全不锈钢结构，具有很强的耐腐蚀性，两个压力接口为螺纹连接（用户

可选择压力接口尺寸），可直接安装在测量管道上或通过引压管连接。 

 FPC-402 型一体化差压变送器有多种信号输出等可供选择，可以很

方便地安装使用，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医疗设备，HVAC 等领域

的差压、液位、流量测量。 

技术性能 

供电电源               24VDC 

输出信号              标准电压，电流 

量程范围              0～10kPa„100Kpa～6MPa  

补偿温度               -10～70℃ 

介质温度            -40～85℃ 

环境温度            -40～85℃ 

贮存温度            -40～125℃ 

结构材料            全不锈钢 

工作方式            差压 

综合精度            0.1、0.3、0.5级可选 

零点温度漂移           ±0.03%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3%FS/℃ 

过载压力            200%FS 

长期稳定性            ≤0.2FS/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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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结构 

 

订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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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C-403 1151/3051 工业型差压变送器  

特 点 

  高可靠性      

  备用件少，易于维修 

  量程、零点、满度、线性可外部连续调节 

  高精度，最高可达 0.075% 

  介质兼容性强 

  量程迁移比宽 

概 述  

FPC-403 1151/3051 系列产品利用差动电容检测原理，当两侧压力不一

致时，致使容室中测量膜片产生位移，其位移量与压力差成正比，通过电路

处理将电容变化量转换成 4-20mA 的二线制电流信号。该变送器具有坚固抗

振、量程、零点和阻尼现场连续可调。 

    FPC-403 1151/3051 系列具有现场安装式，防爆和全天候结构的工业用

电容式/差压/流量变送器。 

应用场合：液体、气体和蒸汽的压力检测。 

技术性能 

结构材料           压力容室、接头、泻放阀、隔离膜片等与测试介质接

触的部件材料有 316L不锈钢、哈氏合金、蒙乃尔等

可选择，电气外壳为低铜铝合金，螺栓为碳钢镀烙。 

安装影响           当工作膜片未垂直安装时，可能产生不大于 0.24 的零

位误差，此误差可通过调整零位来消除，对量程无影响。 

电源影响          小于输出范围的 0.005%。 

负载影响          电源稳定时，几乎无负载影响。 

连接方式          引压接头上的连结螺纹为 NPT1/2。 

                  输出电缆连接孔的螺纹为 M20×1.5。 

重    量          约 5kg（不包括附件） 

测量介质          液体、气体和蒸汽。 

量程范围          0-0.16kpa 至 0-10Mpa。 

工作电压          一般 24VDC 

输出信号          4-20mA 

量程与零点        外部连续可调。 

正负迁移          正向最大迁移量为最小调校量程的 500%。 

                   负向最大迁移量为最小调校量程的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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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  尼                        充硅油时，0.25s-1.67s连续可调。 

温度范围                 环境温度：20C-70℃，储存温度：-40C-100℃。 

精  度                        0.25%；0.1%，0.075%。 

稳定性                        优于 0.1%Fs/年。 

电源变化影响                  小于输出量程的 0.005%V 

振动影响      在任意方向上振动频率 200Hz时，最大误差范围为量程+0.05%/g。 

温度影响                      1、最大量程 

                              零点误差：﹤量程的±0.005%V/55℃ 

                              总误差： ﹤量程的±1.0%/55℃ 

                              2、最小量程 

                              零点误差：﹤量程的±3.0%/55℃ 

                              总误差： ﹤量程的±3.5%/55℃ 

重    量                      约 5kg（不包括选件） 

 

FPC-403 1151/3051 系列电容式差压/压力变送器选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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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T-518 系列热电阻温度传感器  

特 点 

 抗振动、稳定性好、准确度高    分度号：PT100、Pt1000 可选 

 抗高压                        防爆标志：ExiaⅡCT4（本安型）  

概 述 

FTT-518 系列热电阻温度传感器，利用铂电阻的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

化，并呈一定函数关系的特性来测量被测介质的温度。 

通常用来与温度变送器显示仪表和计算机配套，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

程中-50℃～+600℃范围内液体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表面等的温度。 

技术性能 

热电阻分类、测量范围及基本误差限： 

热电阻类别  型号 分度号  测量范围   0℃时电阻值 R0 允许偏差值△℃ 

铂电阻        FTT   Pt100、  50～+600℃  A级 100±0.06Ω  A级±（0.15+0.002|t|）

Pt1000 

热响应时间：<30S； 

最小置入深度：热电阻的最小置入深度≥10mm（特殊要求可协商）； 

绝缘强度：100MΩ /100VDC； 

允通电流：≤5mA； 

公称压力：一般是指在工件温度下保护管所能承受的静态外压力而不破裂。 

热电阻的安装与使用 

热电阻应避免安装在距加热体太近处，应尽量安装在震动很小的地方，

同时要便于施工和维护。安装位置应尽可能保持垂直，但在有流速时则必须

倾斜安装。接线盒出孔应向下方。热电阻应按规定接线，一般采用三线制。

连接导线应采用绝缘（最好是屏蔽）铜线，其截面积应≥1.0平方毫米，导

线的阻值应按显示仪表的规定配准。 

    由于热惰性会使热电阻阻值变化滞后，为消除误差，应尽可能地减少热

电阻保护管外径，适当增加热电阻的插入深度使热电阻受热部位增加。要经

常检查保护状况，发现氧化或变形应立即采取措施，并定期进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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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结构 

 

订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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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T-113 系列一体化温度变送器  

特 点 

 全新设计、高性能               特有的传感器工艺，测温迅速 

 多种输出方式，可远距离测量     全不锈钢结构 

 标准信号输出，抗干扰能力强     满足防爆要求 

概 述 

FTT-113 系列一体化温度变送器防爆温度变送器，是由温度传感

器、补偿电路和转换电路三部分组成，全不锈钢焊接结构，满足防爆设

计要求，广泛应用于冶金、机械、电力、化工、压缩机等行业。 

技术性能 

供电电源              典型 24VDC 

输    出              4～20mA、1～5V 

精度等级              0.1、0.3、0.5 级可选  

工 作 环 境 

                      ⑴ 环境温度：-40～85℃ 

                      ⑵ 相对湿度：5%～95%  

                      ⑶ 机械振动：f≤55Hz，振幅<0.15mm； 

                      ⑷ 周围空气中不含有引起变送器腐蚀的介质  

                      ⑸ 消耗功率：＜0.5W  

温度漂移    环境温度每变化 1℃，零点变化±0.015%FS，量程变化±0.01%FS  

防爆等级              ExiaⅡCT6（本安型）； 

本公司可为用户提供适用于各种一体化变送器的温度控制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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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结构 

 

订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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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T-114 系列活动接头温度变送器  

特 点 

 全新设计，小体积、高性能       特有的传感器工艺，测温迅速 

 多种输出方式，可远距离测量     一体化结构，安装方便 

 标准信号输出，抗干扰能力强     质保期：12个月 

概 述 

FTT-114 系列活动接头温度变送器是由温度传感器、补偿电路和转

换电路三部分组成，具有性能稳定，灵敏度高，可靠性强等优点。广泛应

用于冶金、机械、石油、电力、化工、压缩机、轻工、纺织、建材等自动

化温度测控系统中。 

技术性能 

供电电源              典型 24VDC 

输    出              4～20mA、1～5V 

精度等级              0.1、0.3、0.5 级可选  

工 作 环 境 

                      ⑴ 环境温度：-40～85℃ 

                      ⑵ 相对湿度：5%～95%  

                      ⑶ 机械振动：f≤55Hz，振幅<0.15mm； 

                      ⑷ 周围空气中不含有引起变送器腐蚀的介质  

                      ⑸ 消耗功率：＜0.5W  

温度漂移    环境温度每变化 1℃，零点变化±0.015%FS，量程变化±0.01%FS 

 本公司可为用户提供适用于各种一体化变送器的温度控制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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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结构 

 

订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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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T-115 系列铠装温度变送器  

特 点 

 低成本型         标准信号输出，抗干扰性能强。 

概 述 

     FTT-115 系列铠装温度变送器是由温度传感器、补偿电路

和转换电路三部分组成，具有性能稳定，灵敏度高，可靠性强

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冶金、机械、石油、电力、化工、压缩机、

轻工、纺织、建材等自动化温度测控系统中。 

技术性能 

输入类型             热电阻，Pt100，二线或三线  

                     热电偶，所有已知类型 

输入范围             Pt100，-200～500℃  

                     热电偶，最小 5mV 

输出                 4～20mA 

调节范围             ±25%（零点和满量程） 

电源电压             12～36VDC，带反极性保护 

环境温度             -40～85℃，带显示型为-10～70℃ 

环境湿度             0～95%RH,不冷凝 

显示选项             31/2 位 LCD 显示器或 0～100%线性指示表 

隔爆选项             ExiaⅡCT6 

传感器材料            316不锈钢  

防护等级            I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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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结构 

 

订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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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R-101A 高精度温度变送模块  

概 述 

FTR-101A 是一种低成本两线温度变送器。可以接收 Pt100 热电阻，

或各类热电偶输入。可直接安装于传感器接线盒内，信号准确，可远传（最

大 200 米），精度好，抗干扰，稳定性好，免维护。已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

领域。 

技术性能 

输  出                  4～20mA 

输入范围           热电阻：Pt100，-200～500℃；Cu50，-200～500℃

      热电偶：K型 300～1200℃、E型 200～800℃、S型 600～1600℃ 

线性度                  热电阻：±0.25%FS  

温度漂移                ±0.02%FS/℃  

年漂移                  ＜0.2%FS 

冷端补偿                 0～50℃ 

调整方式                 电位器  

电源电压                 24VDC 

负载能力                 0～500Ω  

环境温度                 -20～70℃ 

环境湿度                 0～95%RH，不冷凝 

使用与校准  

1 安装接线 

    4VDC电源通过屏蔽电缆给变送器供电,“+”接 24VDC 的正极，“-”接

负极。输出 4～20mA。 

    变送器与热电阻连接时，如超过 5米应采用三线制接法，“+”接热电阻

的一端，“-”接另两端。注意线应牢固接在接线柱上以减少接触电阻。 

变送器与热电偶连接时，“+”，“-”极应与热偶的相对应，并注意伸展

丝表面清洁，以防接触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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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准 

    将变送器接到标准信号源上（或放入实际环境中，以标准温度计为准），

在信号源给出零点和满量程信号时反复调整零点及满度电位器，即可精确调

整量程。在变送器上，具有零点调整电位器与满度调整电位器，所有电位器

在出厂前都已校好。在使用中，因环境温度影响而产生误差或冷补不准时，

只需微调零点电位器即可校正。本校准方法也可用于修系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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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W-101 S 型应变式拉压力传感器  

特 点  

  采用箔式或半导体应变计制做       结构紧凑      

  抗偏载能力强                     高稳定性，高精度，输出信号大 

  抗过载能力大于 150%FS             质保期：12 个月 

概 述 

 FW-101 S 型应变式拉压力传感器采用全密封、全补偿的箔式应变片

或半导体应变片，通过专用设备将应变片粘贴在应变梁的应力集中点上，经

高温处理，使之与应变梁较好的粘合在一起，具有高稳定性及较高的输出，

除传统盲孔，柱式和 S型拉压传感器外，还可根据用户的特殊需要进行设计

生产。 

FW-101 S 型应变式拉压力传感器具有多种规格和多个量程，广泛应用

于水泥，煤炭，船舶，工程，机械等行业的测试及控制系统。 

技术性能 

恒压供电            推荐 10VDC，最大 15VDC 

桥路阻抗            120Ω、350Ω、650Ω  

桥路形式            惠斯通全桥 

材    质            铬钢或铝合金 

绝缘电阻            大于 100MΩ /100VDC 

防护等级            IP65 

量程范围            0～50N„500KN 

综合精度            0.05%（典型） 

不重复性            0.05%FS 

滞    后            0.05%FS 

零点输出            5%FS 

灵敏度输出         大于 1.5mV/V，20mV/V  

工作温度范围        -20℃～80℃ 

零点温度漂移        0.005%FS/℃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05%FS/℃ 

过载能力           150%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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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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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W-102 悬臂梁式称重传感器  

特 点  

  采用箔式或半导体应变计制作        高稳定性，高精度，输出信号大    

  结构紧凑，不需安装其他配件        保质期：12 个月 

  抗过载能力达到 150%FS 以上           

概 述 

FW-102 悬臂梁式称重传感器采用全密封全补偿的箔式应变片或半导

体应变片，利用专用设备将应变片粘贴在应变梁的应力集中点上，经高温处

理，使之与应变梁较好地粘合在一起，具有高稳定性及输出。除传统板环、

荷重、悬臂梁等称重传感器外，还可根据用户的特殊需要进行设计生产。 

FW-102 悬臂梁式称重传感器具有多种规格和多个量程，广泛应用于水

泥、煤炭、船舶、工程、机械等行业的测试及控制系统。 

技术性能 

恒压供电                  推荐 10V（最大 15VDC） 

桥路阻抗                  120Ω、350Ω、650Ω  

桥路形式                   120Ω、350Ω、650Ω  

材    质                   铬钢或铝合金 

绝缘电阻                   100MΩ /100VDC 

防护等级                  IP65 

量程范围                   0～5kg～50T 

输出信号                   2mV,0～5VDC 或 4～20mA 

非线性                     ±0.05%FS 

重复性                     ±0.05%FS 

滞  后                     ±0.05%FS 

零点输出                   5%FS 

灵敏度输出                 大于 1.5mV/V，20mV/V 

灵敏度温度漂移             0.003±%FS  

工作温度范围               -40℃～80℃（典型） 

过载能力                   150%FS 

长期稳定性                 ≤0.3%FS/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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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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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901 系列线位移传感器  

特 点  

  采用 LVDT原理         

  安装方便    

  性能稳定，可靠性高 

  质期：12个月           

概 述 

FL-901 系列线位移传感器，运用线性差动变压器（LVDT）原理，将

直线移动的各种机械量转换成相应的电量(电压量、电流量)，用于位移的自

动测量和自动控制，测量预先被变成位移的各种物理量，比加:伸缩、膨胀、

差压、振动、应变、流量、厚度、重量等等。其特点是工作可靠、寿命长；

线性度、重复性、一致性均好，灵敏度高、测量范围大，广泛应用于机械、

电力、发电厂、航空航天、冶金、煤炭、石油、铁路、交通、轻工、纺织、

建材、水利等行业的工矿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军工单位产品开发与

应用的自动测量与自动控创。 

技术性能 

线性行程                 1～1500mm ；±0.5～±500mm 

输  出                    2.5～50mV/V/mm，4～20mA，0～5V变送输出 

精  度                    0.5％、0.3％、0.2％、0.1％ 

初级激励电压              5VrmS(3～8V) 

激励电压频率             1KHz(1～5KHz)  

动态频率                  0～200Hz(3db) 

温度漂移                  零点 0.02％/℃、灵敏度 0.03％/℃ 

工作温度                  －10℃～＋70℃ 

外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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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901型位移传感器规格型号和外形尺寸    单位:mm 

型 号

FL-901- 

1L 1D 5L 2.5D 10L 5D 15L 7.5D 20L 10D 

线形行程 1 ±1 5 ±2.5 10 ±5 15 ±7.5 20 ±10 

结

构

尺

寸 

A 60 60 90 90 106 

B  26 23 23 25 

C φ 20 φ 20 φ 20 φ 20 φ 20 

D φ 5 φ 5 φ 5 φ 5 φ 5 

 

型 号

FL-901- 

30L 15D 50L 25D 100L 50D 150L 75D 200L 100D 

线形行程 30 ±15 50 ±25 100 ±50 150 ±75 200 ±100 

结

构

尺

寸 

A 170 210 260 310 410 

B 88 110 135 155 191 

C φ 20 φ 20 φ 20 φ 26 φ 26 

D φ 5 φ 5 φ 5 φ 5 φ 5 

 

型 号

FL-901- 

300L 150D 400L 200D 500L 250D 600L 300D 700L 350D 

线形行程 300 ±150 400 ±200 500 ±250 600 ±300 700 ±350 

结

构

尺

寸 

A 620 900 900 900 1000 

B 76 422 425.5 410 800 

C φ 26 φ 26 φ 26 φ 26 φ 26 

D φ 5 φ 5 φ 5 φ 5 φ 5 

 

型 号

FL-901- 

900L 450D 1500L 

线形行程 900 ±450 1500 

结

构

尺

寸 

A 1200 1800 

B 1000 1600 

C φ 26 φ 26 

D φ 5 φ 5 

上述尺寸是基本尺寸，特殊规格、特殊尺寸可根据用户要求设计订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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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101 系列智能数显测控仪  

特 点  

  微处理器控制操作，触摸式按键，全数字调校     

  可以为外接传感器提供隔离的电源   

  人性化设计的操作方法，易学易用    

  先进的模块化结构设计，提供丰富的输出规格 

  全球通用的 100-240VAC 开关电源 

  显示起点可根据需要任意设置  

  当前记数值、设定值掉电不丢失 

  可增加 485 串行通讯口输出           

概 述 

 FI-101 系列智能数显测控仪是采用大规模

专用集成电路，元器件选择和软硬件结合规范合

理，产品质量可靠稳定，性能价格比合理，非常

适合于各种数显、控制及数据通讯使用。 

    FI-101 采用标准 ABS 塑料外壳，常用的外形

有 96×96；160×80；96×48；；48×96 等，数码显示四位高亮度 LED。 

    FI-101 很方便的和各种传感器、变送器（如压力、液位、温度、湿度、

位移、光电等）配接，即可构成各种物理量的显示和控制系统，所有测量信

号都可转化为标准信号（4～20mA、0～10mA、1～5V、0～5V）输出。同

时，可根据用户的特殊需要进行设计和配置各种显示、控制系统。 

FI-101 数字显示仪表广泛应用于冶金、石油、化工、气象、电力、自来

水、港口等过程控制领域。 

技术性能 

供电电源                 交流 220V 50Hz 

继电器触点容量            AC220V 3A；DC24V 5A（阻性负载） 

环境温度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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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铂热电阻 Pt100 型分度表（ITS-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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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铂热电阻 Pt100 型分度表（ITS-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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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我国对爆炸性危险区域的划分（GB50058-92） 

(1)气体或蒸气爆炸性混合物的危险区域分为： 

0 区：连续出现或长期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 

1 区：在正常运行时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 

2 区：在正常运行时不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或即使用出现也

仅是暂时存在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 

(2）爆炸性粉尘环境危险区域分为： 

10 区：连续出现或长期出现爆炸粉尘的环境 

11 区：有时会将积留下的粉尘扬起而偶然出现爆炸性粉尘的环境 

注：IEC（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对爆炸性危险区域的划分与我国相同。 

 

我国对爆炸性物质的分类 

        A 类：矿井甲烷 

        B 类：爆炸性气体和蒸汽 

        C 类：爆炸性粉尘和纤维 

 

级 别    &max,mm               MICR 

A        &max≥0.9             MICR＞0.8 

B        0.9＞&max＞0.5        0.8≥MICR≥0.45 

C        0.5≥&max             0.45＞MICR 

注：&max-爆炸性气体混合物最大试验安全间隙，mm 

MICR-爆炸性气体混合物最小点燃电流与甲烷比值 

 

美、中工厂用电气防爆标志简明对照表 

美国联邦实验室（UL）标准          中国标准 GB3836 

1、防爆型式（无符号）             1、防爆型式 

充油型     正压型                 充油型:O     正压型:P 

充砂型     隔爆型                 充砂型:q     隔爆型:d 

增安型     本安型                 增安型:e     本安型:i 

                                  特殊型:s     无火花型:n 

2、防爆级别                       2、防爆级别 

A：乙炔                           ⅡC 

B：氢气、氧化乙烯、丁二烯         ⅡC 

C：乙醚、乙烯、氢化氰             ⅡB 

D：丙酮、丙烯腈、丁烷、汽油       ⅡB 

甲烷、乙烷、丁铜、辛烷、           ⅡA 

石脑油、戊烷、二甲苯等             ⅡB 

                                   ⅡA 

 

 

 



北京风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海淀区科源小区乙 12 号附楼 104 室（中国科学院过程控制研究所西行 200 米）   

电话：010-51295202  13371727778  传真：010-51291807  Http://www.FX-Sensor.com   

74 

 

 

欧洲共同体、中国工厂用电气防爆标志简明对照表 

 
 

 

注：本安型电路分为两类：ia及 ib 

    ib 本安电路必须保证正常工作状态下以及电路中存在一起故障时，电

路元件不发生燃爆。在 ib 型电路中，工作电流被限制 

    在 150mA 以下，仅适用于 1区 

    ia 本安电路侧要求正常工作状态下及电路存在两起故障时，电路元件

不发生燃爆。在 ia型电路中，工作电流被限制在 100mA 

以下，适用于 0区和 1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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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IP 代码的组成及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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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变送器接触介质部分耐腐蚀材料的选用参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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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法兰标准 

D-法兰外径    t-法兰厚度 

f-凸台高度    g-凸台直径 

美国国家标准的法兰（A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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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质量 

1 grain 格令=0.065 gram 克 

1 dram 打兰=1.772 grams 克 

1 ounce 盎司=16 drams 打兰=28.35 grams 克 

1 pound 磅=16 ounces 盎司=7000 grains 谷 

          =0.4536 kilogram 千克 

1 stone 英石=14 pounds 磅=6.35 kilograms 千克 

1 stort ton 短吨（美吨）=2000 pounds 磅 

                        =0.907 tonne 公吨 

1 long ton 长吨（英吨）=20 hundredweight 英担 

                       =1.016 tonnes 公吨 

 

 

常用计量单位换算 

 

面积 

1 square inch 平方英寸 =6.45 sq.centimetres 平方厘米 

1 square foot 平方英尺 =144 sq.in.平方英寸 

                       =9.29 sq.decimetres 平方分米 

1 square yard 平方码 =9 sq.ft.平方英尺 

                     =0.836 sq.metre 平方米 

长度 

1 inch 英寸=25.4 millimetres 毫米 

1 foot 英尺=12 inches 英寸=0.3048 metre 米 

1 yard 码=3 feet      英尺=0.9114 metre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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