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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G500

数字式压力表

CPG500 型数字式压力表具有压力测量和显示等功能。

针对维护和维修应用，我们提供各种维修箱，如带气动压力或液压生成装置的维修箱。

测量范围 准确度
-0.1…2MPa

+/-0.25%FS
-0.1…4MPa
0…35MPa
0…70MPa
0…100MPa

CPG1000

数字式压力表

CPG1000 型不仅集成了数字测量技术的准确度，还和模拟压力表一样易于使用，可谓集无与伦比
的性能、易用性和多功能于一身，满足各种测量应用要求。

测量范围 准确度
0…7kPa

0.1%FS+/-100kPa
-100…200kPa
0…100kPa*

0.05%FS

0…200kPa*
0…700kPa*
0…2MPa*
0…3.5MPa
0…7MPa
0…14MPa
 0…20MPa
 0…35MPa
0…70MPa

* 可用于绝压模式

CPH6200

手持式压力显示仪

准确度达：0.2%FS (0.1%FS 可选 )
CPH6200 型显示仪可用于测量表压和绝压。使用 CPH6200-S2 双信道型号和两个 CPT6200 型基
准压力传感器还可测量差压。
压力类型：相对压力 , 【绝压：0 ... 2.5MPa 和负压测量范围：-1 ... +2.5MPa】, 差压仅限带
CPH6200-S2 型和两个已连接 CPT6200 型参考压力传感器的型号

测量范围 测量范围
0...2.5kPa 0...600kPa
0...4kPa 0...1MPa
0...6kPa 0...1.6MPa
0...10kPa 0...2.5MPa
0...16kPa 0...4MPa
0...25kPa 0...6MPa
0...40kPa 0...10MPa
0...60kPa 0...16MPa
0...100kPa 0...25MPa
0...160kPa 0...40MPa
0...250kPa 0...60MPa
0...400kPa 0...100MPa

CPH6200

CPT6200CPT62I0

CPH62I0
本安型 Ex ib IIC T4

便携式压力校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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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H6300

手持式压力显示仪

功能特性
 带可更换压力传感器的坚固防水型数显仪（即插即

用）
 测量范围：0 ... 10 kPa 至 0 ... 100 MPa
 压力类型：正 / 负表压、绝压和差压
 准确度：0.2 %，可选 0.1 %（含校验证书）
 GSoft 数据记录和评估软件和全套维修箱（包括泵）

该显示仪可用作测试仪表，特别适用于过程工程、化
工行业和炼油厂等领域。数显仪可自动检测所连接压
力传感器的测量范围，以确保实现高精度测量。

功能特性
 带可更换压力传感器的数显仪（即插即用）
 测量范围：0 ... 40 kPa 至 0 ... 600 MPa
 （可选真空和绝压范围）
 准确度：0.025 %（含校验证书）
 配备外部 Pt100 热电阻温度计，可同时测量压力和

温度
 最小值、最大值、压力变化率和数据记录仪等功能

选配 Pt100 热电阻温度计时，该型号显示仪还能准
确地测量温度。此外，该显示仪配有一个带背光（可
开 / 关）且易于读数的大型显示器和一个坚固耐用的
外壳，并且可简单直观地进行操作。

测量范围 准确度达
10kPa

0.2%FS 
(0.1%FS 可选 )

16kPa
25kPa
40kPa
60kPa
100kPa
160kPa
250kPa
400kPa
600kPa
1MPa

1.6MPa
2.5MPa
4MPa
6MPa
10MPa
16MPa
25MPa
40MPa
60MPa
100MPa
6MPa
10MPa
16MPa
25MPa
40MPa
60MPa
100MPa
10MPa
16MPa
25MPa
40MPa
60MPa
100MPa

测量范围
（双相）

测量范围
（表压）

准确度达

-100~0kPa 25kPa

0.025%FS

-100~6kPa 40kPa
-100~150kPa 60kPa
-100~300kPa 100kPa
-100~500kPa 160kPa
-100~900kPa 250kPa
-0.1~1MPa 400kPa

-0.1~2.4MPa 600kPa
1.6MPa
2.5MPa
4MPa
6MPa
10MPa
25MPa
60MPa
70MPa
100MPa
160MPa

0.1%FS
250MPa
400MPa
500MPa
600MPa

CPH6400

高精度手持式压力显示仪

CPT6400

压力
便携式压力校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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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H6000

过程校验仪

功能特性
 带可轻松更换压力传感器的数显仪（传感器也可安    
   装在外部）
 测量范围：0 ... 25 kPa 至 0 ... 600 MPa
 准确度：0.025 %（含校验证书）
 校验和压力开关测试功能
 可提供软件和全套维修箱（包括泵）

压力传感器不仅可以安装到仪表中，还可以使用一根
约 1m 的电缆连接到仪表。在更换仪表上的压力传感
器后，数显仪能自动识别新的传感器的测量范围，使
得操作人员无需通过菜单进行配置，节省了操作时间。
在设置菜单中可以选择三种运行模式：测量、校验和
压力开关测试。在校验和压力开关测试模式下，仪表
会弹出一个菜单助手，可以为用户的每次操作和记录
提供帮助，如提供多次校验的数据或自动计算开关迟
滞等。

功能特性
 测量范围：0 ... 2.5 kPa 至 0 ... 70 MPa（可选真空、
   绝压和差压范围）
 准确度：0.025 %（含校验证书）
 本安型 Ex ia IIB T3
 测量信号：4 ... 20 mA
 配备 Pt100 热电阻温度计时可准确测量温度

CPH65I0 型压力校验仪具有多种测量范围，可集成
最多 2 台不同的基准压力传感器。这些基准压力传感
器固定在外壳内。压力接口位于校验仪的底部。
CPH65I0 型压力校验仪集成有 2 台基准压力传感器，
具备电流输入和压力开关功能，并带有一个热电阻温
度计，可用于校验所有压力仪表。此外，该型号压力
校验仪还经过 ATEX 认证，能够直接用于危险区域。

测量范围 准确度
25kPa

0.025%FS

40kPa
60kPa
100kPa
160kPa
250kPa
400kPa
600kPa
1MPa

1.6MPa
2.5MPa
4MPa
6MPa
10MPa
16MPa

0.1%FS

25MPa
40MPa
60MPa
100MPa
60MPa
100MPa
160MPa
250MPa
400MPa
500MPa
600MPa

测量范围 压力类型
准确度 
%FS

+/-2.5kPa

表压

0.1
+/-7kPa 0.05
+/-35kPa 0.035+/-50kPa
+/-100kPa 0.025-100…+200kPa
0…100kPa

0.025

0…200kPa
0…350kPa
0…700kPa
0…1MPa
0…2MPa

0…3.5MPa
0…7MPa
0…10MPa
0…20MPa
0…35MPa 0.0350…70MPa
0…100kPa

绝压 0.025
0…200kPa
0…700kPa
0…1MPa
0…2MPa
0…2.5kPa

差压

0.1
0…7kPa 0.05
0…35kPa 0.035
0…200kPa

0.0250…350kPa
0…700kPa

CPH65I0

本安型手持式压力校验仪

便携式压力校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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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H6600

带集成泵的手持式压力校验仪

功能特性
 带集成泵，只需简单按下按键就能产生或测量 -0.08...+2 MPa 的压力
 准确度：0.025 %（含校验证书）
 产生 4...20 mA 测量信号，可向变送器提供 24V 的电压
 配备 Pt100 热电阻温度计时可准确测量温度
 坚固耐用的紧凑型设计

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 准确度 压力类型
-80KPa … 200KPa

0.025%

表压
-80KPa … 1MPa 表压
-80KPa … 2MPa 表压

0 … 200KPa 绝压
0 … 1MPa 绝压

可选 Pt100 铂电阻温度计：-40℃ ... +150℃ , d=3mm, l=200mm
可选外部压力传感器 CPT6600

CPH7600

便携式压力校验仪

功能特性
 配备集成泵，可以测量或产生 -0.08...+2 MPa 的压力
 准确度：读数的 0.025 % ± 0.01 % FS（含校验证书）
 产生 4...20 mA 测量信号，可向变送器提供 24V 的电压
 带集成泵，只需简单按下按键就能产生或测量 -0.08...+2 MPa 的压力
 坚固耐用型设计，防护等级高达 IP 67

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达 压力类型
-80KPa … 2MPa 0.025 % rdg ± 0.01 % FS 表压

可选外部压力传感器 CPT6600

压力
便携式压力校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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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G2300
功能特性
 0.015% FS ( 量程 ≥7Kpa 表压 )
 双通道传感器
 可选带回路供电的 mA 测量功能
 0-50°C 数字温度补偿
 RS-232 通讯连接
 17 个可选压力单位和 1 个客户自定义单位
 校准密码保护
 最大最小值显示
 清零
 独特简单的交互界面
 可测量绝压，表压，双压力和真空
技术参数

总体不确定度 ≥7Kpa 表压 0.015% FS
<7Kpa 表压 0.030% FS

稳定性 180 天内 优于 0.015%FS(<35Kpa 表压时 0.03%FS)
校准周期 180 天

通道 A 量程 0…2.3Kpa 到 0…40Mpa 表压
0…52Kpa 到 0…40Mpa 绝压

通道 B 量程 0…21Kpa 到 0…7Mpa 表压
0…52Kpa 到 0…7Mpa 绝压

双压力，真空量程 最小 -2.5Kpa 到 +2.5Kpa，最大：-100Kpa 到 40Mpa

CPT2500

带 USB 接口的压力变送器
配备 USB 转接头和相关软件

功能特性
 记录时间间隔可在 1 ms...10 s 之间设置
 测量范围：0 ... 10 kPa 至 0 ... 100 MPa
 准确度：0.2 %，可选 0.1 %（含校验证书）
 无需外部电源
 配备 USBsoft2500 软件，可用于测量值的配置、

记录和分析

测量范围 测量范围
2.5kPa 250kPa
4kPa 400kPa
6kPa 600kPa
10kPa 1MPa
16kPa 1.6MPa
25kPa 2.5MPa
40kPa 4MPa
60kPa 6MPa

100kPa 10MPa
160kPa 16MPa

25MPa
40MPa
60MPa
100MPa

便携式压力校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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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6600

压力模块

压力模块适配器

功能特性
 适用于 CPH6600、CPH7600、
  CEP6000、CEP6100 和 CED7000
 可互换的外部压力模块
 准确度高达 0.025%FS
 表压范围：0…2kPa 至 70 MPa
 表压、负压、绝压和差压

压力类型 压力范围 准确度

表压

±2kPa ±0.15% ±0.1%
±7kPa ±0.1% ±0.05%

±35kPa ±0.1% ±0.75%
±50kPa ±0.1% ±0.07%
±70kPa ±0.05% ±0.03%

±100kPa ±0.04% ±0.04%
-100…200kPa ±0.025% ±0.025%
-80…350kPa ±0.03% ±0.03%
-80…700kPa ±0.025% ±0.025%
-0.08…1MPa ±0.03% ±0.03%
-0.08…2MPa ±0.025% ±0.025%
0…100kPa n/a ±0.025%
0…200kPa ±0.025%
0…3.5MPa ±0.025%
0…7MPa ±0.025%
0…10MPa ±0.035%
0…20MPa ±0.05%
0…34MPa ±0.05%
0…70MPa ±0.1%

绝压

0…100kPa ±0.04%
0…200kPa ±0.025%
0…350kPa ±0.03%
0…700kPa ±0.025%
0…2MPa ±0.025%

差压（最大静压
力为 1.4MPa）

0…35kPa ±0.075%
0…200kPa ±0.025%
0…3.5kPa ±0.03%

全套解决方案

简单测试或专业校准

CPH6000 / CPP30

过程压力变送器的校准

CPH6000 CPH6400 / CPP5000-X

过程压力变送器的校准 高压校准

利用手动测试泵 CPP30 作为压力源
CPH6000 上可读出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信号
用 CPH6000 记录校准值，
过后在 PC 上用 EasyCal 软件评估。

利用 CPH6600 的内置电子泵作为压力源
CPH6600 上可读出压力变送器输出的电子信号

用液压高压压力泵 CPP5000-X 作为压力源
通过数字压力显示器读出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在线获得校准数据，用 PrintCal 软件生成校准证书

压力
便携式压力校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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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30

气压手泵

功能特性
 用于在实验室、车间或现场轻松产生测试压力
 可用于测试、调节和校验各类压力测量仪表
 可产生 -95 kPa 至 +3.5 MPa 的气动压力
 基准仪表直接安装在泵顶 (G 1/2")，而待测仪表则通过一个带 G ¼“内螺纹的连接管（0.5 米，包含

在测试套件内）进行连接。

CPP7

微压手泵

功能特性
 CPP7 型是手持式气体增压泵，可用于 ≤0.7 MPa 的低压范围内，切   换到真空模式后可产生最低 -85 
kPa 的压力
 该试压泵可产生的最大压力或真空度均取决于所连接的测试容量
 该试压泵可平稳地产生压力，并配有集成的微调阀，使得用户能安全而精确地设置 mbar 级别的正 / 
负压力

通过带软管的 T 形接头，可轻松将增压泵连接到待测仪表和基准测量仪。

CPP700-H, CPP1000-H

液体手泵

功能特性
 CPP700-H 和 CPP1000-H 型手持式试压泵不仅外形紧凑，还能简单而精确地产生最高达 70 MPa 

(CPP700-H) 和 100 MPa (CPP1000-H) 的测试压力。此外，试压泵还配有一个集成的转换开关，可以
将系统压力切换到高压模式。
 基准仪表直接旋钮到泵顶，而待测仪表则通过一个带 G ¼“ 内螺纹的连接管（包含在测试套件内）进

行连接。CPP700-H 标配有一个 Minimess® 1620 待测仪表连接系统。

手持式 / 台式压力测试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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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性
 泵体内安装有平稳转动的精密主轴，可实现符合人体工学的操作
 集成油槽
 可移动星形手柄
 可自由旋转的测试连接（即用户可根据应用需要自由调节仪表方向）
 源自 CPB5000 型压力天平的成熟技术

应用
 用于在实验室、车间或现场轻松产生测试压力
 可用于测试、调节和校验各类压力测量仪表
 可产生最高达 700 MPa 的液压

可选连接接头 G1/4",G1/8",G3/8", M20x1.5 , 1/4NPT, 1/2NPT

550C

CPP1200-X

CPP1000-M,L

580EHXC

CPP-1000-X / CPP-1600-X

CPP-3000 /4000/ 7000-X

范围 (MPa) ：12
介质：气
连接方式：2 x G 1/2 " 母螺纹

范围 (MPa)：120
介质：油 , 水
连接方式：2 x G 1/2 " 母螺纹

范围 (MPa) ：100
介质：油
连接方式：2 x G 1/2 " 母螺纹

范围 (MPa)：260
介质：油
连接方式：2xG 1/2 " 锥面
 密封阳螺纹

范围 (MPa) ：100, 160
介质：油
连接方式：2 x G 1/2 " 母螺纹

范围 (MPa) ：300.400,700
介质：油
连接方式：2xM16x1.5 锥面
 密封阳螺纹

压力
手持式 / 台式压力测试泵



14

CPT6100 和 CPT6180

数字式压力表

描述
传感器测量不确定度为 0.01% IS-50（参见数据手册中的整体准确度），是精密压力测量技术领域
中最准确的传感器，深受广大用户喜爱。在标准输出模式下，用户可以通过“查询 — 响应”过程
查询压力值。

功能
CPT6180 和 CPT6100 型分别具有 RS-232 和 RS-485 接口，RS-485 接口可以真正实现多路连接，
并且布线简单。此外，传感器还具有 4 种不同的波特率，用户可以根据具体应用要求进行选择。在
规定限值内，用户还能将传感器配置为任意测量范围的表压或绝压传感器。
CPT6180 和 CPT6100 型还具有宽电源电压范围（直流 6 到 20V）和低功耗（<0.5 W）的优点，
一年（365 天）只需要重新校准一次。此外，传感器的显示分辨率高达 7 位有效数字，灵活性极强，
可满足广泛的应用要求。

应用
这些高精度传感器可用在 OEM 仪表（比如压力、流量或湿度校准仪）或需要高精度压力测量的仪
表中，还可用作压力测量仪表或校准台自动化生产过程中的基准压力传感器。
这些传感器具有准确度高、读取速度快和长期稳定性好等优点，特别适用于风洞或压力室，广泛应
用于计量学、水文学、海洋学以及航空和太空工业中。

技术参数

型号 测量范围

CPT6180
0... 100kPa 到 0...40MPa（表压）

压差（双向）不可用
0...100kPa 到 0...40.1MPa（绝压）

CPT6100
0...2.5kPa 到 0...40MPa（表压） 
+/-2.5kPa 到 -100kPa...40MPa

0...35kPa 到 0...40.1MPa（绝压） 
* 准确度高达 0.01% FS (CPT6100) 和 0.01%IS-50 (CPT6180)
* 0.01% IS-50  准确度：如果测量值不超过量程的一半，则准确度为测量值的 0.01%

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 准确度
0 … 35kPa, 0 … 40MPa（表压）

高达 0.02%FS0~ 50kPa ~ 40.1MPa（绝压）

CPT6010

精密型压力传感器

描述
CPT 6010 数字式压力传感器是一款独立的压力传感设备，可在单或双量程下提供高精度的压力测
量信号。该传感器采用了低迟滞硅传感器，并且在规定温度范围内以电子方式对压力线性误差进行
了补偿。CPT 6010 传感器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整个压力和温度范围内均可实现 0.020% FS 的不确定
度。该不确定度参数包括线性误差、迟滞误差、可重复性误差以及温度误差。该产品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有一路每秒更新 50 个读数 (20 ms) 的输出。

应用
CPT 6010 主要用于需要高精度压力传感的 OEM 应用中。也可用作传递标准或用在压力校准和生
产设施的测试区域中。

功能
CPT 6010 数字式压力传感器是一款高精度压力测量设备，可使用 RS-232 或 RS-485 与主机计算
机进行长距离通信。系统设计者会更加青睐于不受前面板约束而是可以远程使用的高精度压力传感
器所带来的灵活性。在通过 RS-485 对传感器进行远程操作时，设备最远可与主机相距 1200 米。
一根普通电缆就可以同时实现供电和双向通信的要求。

压力显示仪 / 压力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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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G2500

高精度压力显示仪

功能特性
  压力范围从 2.5kPa 到 290MPa（内部）
  压力范围从 2.5kPa 到 40MPa（外部）
  可移动 / 互换的压力传感器
  三个通道（两个内部传感器，一个外部传感器）
  高准确度，最高 :0.008%Intelliscale

技术参数

CPG2400

精密型压力显示仪

描述
CPG 2400 数字式压力显示仪是一款低成本的单量程压力测量仪表。测量不确定度为满量程的
0.03%，并且采用小型封装设计，是桌面式压力监测仪或气压计的首选。CPG 2400 独特的设计可
以提供峰值和零值功能（可从主菜单屏幕进行选择）。共有 17 种压力单位可供选择，还有一个可
由用户定义的单位。小巧的体积加上更低的误差等级，使得此款设备成为对误差等级要求不高但是
注重成本的应用的理想之选。

技术参数
型号 测量范围
表压 2.5kPa ~ 40MPa
绝压 50kPa ~ 40MPa

差压（双相压力） +/-2.5kPa
负压 -atm ~ 40MPa

准确度 0.03%FS

压力
压力显示仪 / 压力控制器

参考压力传感器

标准型 最小选择间隔 最大选择间隔 测量不确定度

表压
( 内部或外部 )

0 2.5 ... < 7kPa 0.03%FS
0 7 ... < 100kPa 0.01%FS
0 100kPa ... 40MPa 0.01% IS-50 (2)

0 >40 ... 70MPa 0.01%FS

绝压
 ( 内部或外部 )

0 50 ... < 100kPa 0.01%FS
0 100kPa ... 40.1MPa 0.01% IS-50 (2)

0 >40.1 ... 70MPa 0.01%FS

双向压力
( 内部或外部 )

（量程 = 最大 - 最小）

-7…0 kPa 2.5 ... < 7kPa 0.03% span
-34…0 kPa 7 ... <34 kPa 0.01% span
-100…0 kPa 34 ... <100 kPa 0.01% span
-100…0 kPa 100 ... < 1000 kPa 0.01% span
-100…0 kPa 1 ... 40.1MPa 0.01% IS-50 (2)

-100…0 kPa >40.1 ... 70 MPa 0.01% span
大气压力计 55.1kPa 117kPa 0.01%R

高精度型

高精度传感器
（仅内部 表压）

0 83 ... 114 kPa 0.008% IS-33 (2)

0 120 ... 227kPa 0.008% IS-33 (2)

0 551 ... 758 kPa 0.008% IS-33 (2)

0 0.83 ... 1.5MPa 0.008% IS-33 (2)

高精度传感器
（仅内部 绝压）

0 83 ... 114 kPa 0.008% IS-33 (2)

0 127 ... 227 kPa 0.008% IS-33 (2)

0 248 ... 345 kPa 0.008% IS-33 (2)

0 551 ... 758 kPa 0.008% IS-33 (2)

0 1.10 ... 1.5 MPa 0.008% IS-33 (2)

0 1.65 ... 3.03 MPa 0.008% IS-33 (2)

0 2.76 ... 3.45 MPa 0.008% IS-33 (2)

0 3.45 ... 7.58 MPa 0.008% IS-33 (2)

0 9.65 ... 22.76 MPa 0.008% IS-33 (2)

0 30 ... 40.1 MPa 0.008% IS-33 (2)

0 55.2 ... 76MPa 0.01%FS
0 82.7 ... 113.8 MPa 0.014%FS
0 110.3 ... 151.7MPa 0.014%FS
0 165.5 ... 217.2 MPa 0.014%FS
0 220.7 ... 290 MPa 0.014%FS

1)  测量不确定度（K=2）, 包括迟滞，线性，重复性，漂移和温度影响，以及在校准范围内指定的校准时间间隔周期性的重新归零。
2)  intelliscale 指是满量程一定范围内的百分比读数。0.01%IS-50 的准确度：测量值在量程的 0 至 50% 范围内时，准确度为半量程
的 0.01%；测量值在量程的 50% 至 100% 范围内时，准确度为读书的 0.01%；0.008%IS-33 的准确度：测量值在量程的 0 至 33%
范围内时，准确度为满量程的 0.008%；测量值在量程的 33 至 100% 范围内时，准确度为读数的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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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2000

便携式压力控制器

功能特性
  压力范围：0.1 ... 100 kPa
  准确度：0.1 % FS
  集成的自动压力源
  便于携带，采用锂离子电池，无需外部电源亦可工作
  易于操作

应用
该设备主要用作暖通空调、过滤、无尘室和医疗技术中的校验仪、高准确度测量设备或精密压力变
送器。

功能
CPC2000 型是一种可采用市电或电池供电的低压控制器，带有内置的自动压力源和压力参考。控
制器配备一个集成的电动泵，可为管道连接提供正压和 / 或负压。仪表启动时会自动进行零点调节，
不会产生零点漂移。
随后，用户只需要执行几步简单的准备工作便可进行校验。首先，使用“MENU（菜单）”按钮，
在所保存的压力单位中选择其一，并在 0...50% 范围内选择压力变化级差。
在控制模式中输入满量程之后，用户就可以使用导航按钮以设定的等级轻松增大或减小压力。另外，
用户也可以使用 LEAK（泄漏测试）按钮检查校验组件或待测设备是否存在泄漏。这样可以将压力
锁定在测试组件中，并能测量可能发生的压降和显示压降时间。

接口
该设备具有 RS-232 和 USB 接口，可与计算机进行通信和数据交换。

校验证书
每台仪表的准确度在出厂时都经过认证，并配备出厂校验证书。另外，我们还可根据客户要求，提
供 DKD/DAkkS 校验证书。

技术参数

压力范围 (kPa) 准确度
0.1, 1, 5, 10, 50, 100 0.1%FS 其他范围0.3%FS 范围 100Pa

CPC2090

便携式压力控制器

功能特性
  压力范围：0.2 kPa 到 100 kPa（表压和差压均可）
  总不确定度为 0.2%
  内置压力源（手动操作）
  便携式设备，电池供电
  可根据 1/5 可调比设置第二压力范围

应用
该设备主要用于 HVAC（暖通空调）、过滤、除尘、无尘室和医疗技术领域进行校验和精确测量。

功能
CPC2900 型是采用集成压力源和压力参考的压力校验仪，可通过电池或者市电供电。该型号校验
仪可通过手泵产生压力，并且用户能使用金属波纹管对产生的压力进行微调。
内置压力传感器特别适用于干燥、清洁和非腐蚀性的气体。用户按下一个特殊按钮可将检验仪测量
范围改变 1/5，也通过另一个按钮可以对仪表的响应时间进行设置。
我们可以根据客户要求提供出厂校验证书、DKD 校验证书或其他类似校验证书。
该型号校验仪通过一个灵敏薄膜测量压力，可以根据测量值大小自动调节压力范围。此外，校验仪
还配备一个电感系统，可以产生一个和测量压力大小成比例变化的线性信号。

技术参数

压力范围 (kPa) 准确度
1/0.2, 10/2, 100/20 0.2%FS +/- 1 位

压力显示仪 / 压力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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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3000

高速气动压力控制器

功能特性
  压力范围：-0.1 ... +7 MPa
  控制速度：< 3 秒
  控制稳定性：0.004 % FS
  准确度：0.025 % IS (IntelliScale)

描述
CPC3000 型高速气动压力控制器具有设计紧凑、可靠性高等特点，采用了获得专利的控制设备，
可实现 -0.1...+7 MPa 的压力测量范围，可满足广泛应用要求。此外，该型号控制器采用台式和 19"
机架安装两种类型。

功能
该型号控制器具备大型触摸屏和简洁的菜单导航，非常易于使用。此外，控制器还支持多种语言显
示，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可操作性。
根据具体应用的不同，操作员可以在 3 种输入功能或菜单组中进行选择：
 数字键盘：可用于精确输入受控压力值（设定值）。
 步进按钮组（最多 12 个）：每个按钮代表一个指定的压力值（可通过菜单自由定义这些压力值

之间的级差）。
 点动按钮：使用这些按钮，用户可将当前压力值的 3 个最低有效位增大或减小一位。

应用
该型号控制器准确度高达 0.025% IS-50，并且压力控制速度极快，因此特别适合用作压力表和变
送器制造中的生产工具或对各类压力测量仪表进行验证和校验的工厂 / 工作标准。

技术参数

表压 绝压 双压力 精度

0…3.5kPa /0... 7MPa 0…100kPa / 0…
7.1MPa

-100kPa…-35kPa/ 
35kPa...7MPa

0.025%IS-50
0.025%FS < 100kPa

CPC6000

高速气动压力控制器

功能特性
  压力范围：-0.1 ... +10 MPa（最多可使用四个传感器）
  压力类型：正 / 负表压、绝压和差压（通过 2 个控制信道）
  控制稳定性：0.003 % FS（主动型传感器）
  准确度：0.01 % IS (IntelliScale)

描述
CPC6000 型气动精密压力控制器采用模块化设计，最大限度实现了配置的灵活性，可满足客户的
应用要求。该型控制器有台式和 19" 机架安装两种类型，并且有多达两个独立信道。每个信道中
都安装有控制器单元和 2 个（最多）参考压力传感器，并且控制器单元和参考压力传感器无需使
用工具即可随时快速进行更换。

功能
该型号控制器具备彩色触摸屏、合理的菜单结构和多种显示语言，大大提升了操作便捷性。用户
不仅可通过触摸屏输入或通过远程接口发送压力设定值，还能使用“步进”按钮以可编程设置的
步距控制压力的变化。此外，用户还可以使用仪表菜单创建丰富的测试程序。

技术参数

压力范围 标准 可选
精度 0.01％ FS 0.01％ IS-501）

表压 0 ... 2.5kPa 至 0 ... 10MPa2） 0... 100kPa 到 0... 10MPa
双向 -100kPa ... -2.5kPa, +2.5kPa... +10MPa2） -

绝对压力 0 ... 35kPa 至 0 ... 10,1MPa 绝对值。 0 ... 100kPa 到 0... 10,1MPa 绝对值。
精密度 0.005％ FS 0.005％ IS-50

1) 0.01％ IS-50 精度：0... 50％上半量程的 0.01％和读数在 50...100％下半量程的 0.01%。
2) 测量范围 <7kPa 测量跨度 =>0.03％ FS。

压力
压力显示仪 / 压力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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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8000

高端压力控制器

功能特性
CPC 8000 高端压力控制器是我们性能最佳的压力控制器。具有以下特征：
 压力范围：最高达 40 MPa
 压力类型：正 / 负表压和绝压
 可集成多达 3 个可更换基准传感器
 控制稳定性：量程的 0.001 %
 准确度：0.008 % IS (IntelliScale)
 可装配 19" 安装机架
 易于维护，可靠性高
 配备电容式玻璃触摸屏的宽屏显示器
 随机附有 A2LA 实验室出具的校准证书 ( 美国原厂证书 )
 配备前置面板门，用户可以接触仪器内部

应用
CPC8000 型高端压力控制器具有很高的准确度等级（参见技术参数），可为不同应用提供最合适
的解决方案。控制器采用获得专利的阀门技术，并使用特殊压力传感器作为测量单元，实现了卓越
的控制性能，可用作对各类压力测量仪表进行测试或校验时的工厂或工作标准。CPC 8000 专为自
动检测和检验所有类型压力设备和仪器而设计。可配备多达三个满刻度量程的可拆卸 / 可更换压力
传感器。每个传感器模块均使用各自的机数检验参数进行配置，不确定度为 0.01%IS-50。用户也
可选配不确定度为 0.008%IS-33 的传感器模块。三个传感器与产品内部的控制阀调节器相配合，
可提供动态输出。操作员既可以使用单个选定的传感器控制压力，也可以利用三个传感器实现自动
量程控制。CPC8000 的最大满量程与最小满量程之比不得超过 10:1. 用户可以选择三个不同的量程。
在仪器压力范围内优化不确定度。

设计
CPC8000 型具有台式和 19" 机架安装两种类型，可从正面更换传感器，无需拆开整个控制器（如
拆下一个校验装置）。

技术参数

1) 0.01%IS-50 的准确度：测量值在量程的 0 至 50% 范围内时，准确度为半量程的 0.01%；测量
值在量程的 50% 至 100% 范围内时，准确度为读书的 0.01%。

2) 测量范围 <70mMPa 时，准确度降至 0.03%FS。
3) 0.008%IS-33 的准确度：测量值在量程的 0 至 33% 范围内时，准确度为三分之一程量程的

0.008%；测量值在量程的 33 至 100% 范围内时，准确度为读数的 0.008%
4) 0.008%IS-50 的准确度；测量值在量程的 0 至 50% 范围内时，准确度为半量程的 0.008%；测

量值在量程的 50% 至 100% 范围内时，准确度为读数的 0.008%
5) 若用于压力仿真，我们建议使用本机绝压传感器，这样可通过校验零点消除零点偏移。

杰出的控制性能
CPC8000 型高端压力控制器显著特点之一就
是杰出的控制性能。控制部分具有最高的准确
度和极高的控制稳定性，实现了快速、一致且
无超压的压力值控制。

可选择三个量程，用户还可以额外选配一台大
气压力传感器，可以与绝压或表压传感器配合
使用，仿真相反类型的压力。

CPR8000 型 标准 可选
准确度 0.01%FS 0.01%IS-501）

表压 0 至 2.5KPa，最高可达 0 至 40MPa2) 0 至 100KPa，最高可达 0 至 40MPa

双向压力
-2.5 至 +2.5KPa，最高可达 -0.1 至
+40MPa

绝压
0 至 35KPa，最高可达 0 至 40.1MPa 
abs

0 至 100KPa，最高可达 0 至 40.1MPa 
abs

精密度 0.005%FS 0.005%IS-50
CPR8800 型

准确度 0.008%IS-333） 0.008%IS-504)

绝压 0 至 0.1，最高可达 0 至 40.1 MPa abs 0 至 6，最大可达 0 至 40.1 MPa abs
精密度 0.005%IS-33 0.004%IS-50

可选大气参考

功能
气压参考可用于切换压力类型 4）（绝压或表压）。使用表压传感器时，传感器
测量范围的最小值必须是 -100KPa，以实现绝压仿真。

量程 55.2KPa 至 117.2KPa abs
准确度 测量值的 0.01%

压力单位 38 个自带单位和 2 个可编程单位

压力显示仪 / 压力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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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8000-H

GPS-III

精密型高压控制器

精密型高压控制器

功能特性
  压力范围：60 / 100 / 160 MPa
  压力介质：液压油或水
  控制稳定性：0.003 % FS
  精度：0.01 %FS
应用
CPC8000-H 型液压式高压控制器具有很高的准确度和控制稳定性，特别适合在对各类高压测量仪
表进行自动测试和校验时作为工厂 / 工作标准。由于具有良好的坚固性和可靠性，该型号控制器还
可用于自紧任务或循环压力负载测试。无需使用电源就可以使控制器工作，只需为气动控制线路提
供清洁干燥的压缩空气即可。输出端使用的液体介质是液压油或水，我们也可根据客户要求提供可
使用其他介质的控制器。

技术参数

功能特性
  压力范围：200 / 276 / 500 MPa
  压力介质：液压油或水
  控制稳定性：0.005 % FS (0.05%FS @500MPa)
  精度：0.01 %FS (0.1%FS @500MPa)

附件和定制系统
针对特殊工业和研究应用，威卡 (WIKA) 可提供附件设备和定制系统。

75 型增压器
 机架安装型

75 型增压器，防滚动机架安装型 
增压能力：40MPa

9415 型多通道压力系统 车载式校验系统

参考压力传感器
CPR8050 型 标准 可选

准确度 0.01 % FS ——
表压 0…40MPa/ 0…70MPa ——

CPR8850 型 标准 可选
准确度 0.01 % FS 0.014 % FS
表压 0…48MPa/ 0…103MPa 0…103MPa/ 0…160MPa

压力
压力显示仪 / 压力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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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A8001

CPA2501

飞行数据校准仪 / 控制器

精密型飞行数据显示仪

功能特性
 传感器可拆卸 / 可互换
 可选自动清零功能
 可选大气参考
 RVSM（缩小最小垂直间隔）和 CE 证书

应用
CPA 8001 飞行数据测试装置是一款飞行数据校准仪 / 控制器，设计用于高度计、爬升率指示器、
空速指示器和飞行数据计算机的自动化测试。

用户界面
高分辨率的彩色触摸屏和直观的界面可使用户对海拔 / 上升率和 / 或空速 / 空速变化率进行同步或
异步控制。用户可通过人性化的按钮和菜单可以非常自然地输入设定值和完成系统设置。
此外，通过用户可编程序列功能还可实现标准测试协议的存储和自动控制。

传感器和控制
系统共有两个可拆卸 / 可互换传感器，且传感器准确度达 0.009%IS-50*（0.008% IS-33* 可选）。
使用任一传感器均可达到 RVSM 规格参数的要求。用户指定范围可用于军用、商业或直升机应用。
可选自动清零功能会在一个自动清零电路中增加一个高精度的绝对传感器。这样可以通过自动调节
两个通道的零点从而实现更高的准确度等级。百分比读数参数加上一个独特的控制阀调节器，可以
提供精确而稳定的控制。

技术参数

功能特性
  准确度：0.01%FS
  LCD 触摸屏
  单量程或双量程
  RS232 数字接口和以太网（可选 GPIB）
  大气参考可选 (0.01% rdg)

技术参数

总不确定度 0.008% IS-33
0.009% IS-50

Ps 范围 0 ... 28 至 0 ... 37 in Hga（0 ... 950 至 0 ... 1253 mbar）
Qc 范围 -1 ... 3 至 -1 ... 100 in Hg（-34 ... 100 至 -34 ... 3386 mbar）
Pt 范围 0 ... 40 至 0 ... 110 in Hga（0 ... 1355 至 0 ...  3725 mbar）

海拔 -3000 至 100,000 ft
空速 最高达 1140 节

海拔和空速控制

压力范围
信道 A：Ps（绝压） 0…32 至 0…35 in Hga @ ℃ 绝压
信道 B：Qc（表压）含参考端口 0…36 至 -1…103 in Hga @ ℃ 表压
信道 B：Pt（绝压） 0…38 至 -1…122 in Hga @ ℃ 绝压
信道 B：气压计 8 至 17psi（绝压），准确度为读数的 0.01%
外壳
台式
19" 支架安装

压力显示仪 / 压力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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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B6000PL

基准活塞压力计

CPB6000-PL（气动式—低压）

这是用于高级计量应用的纯净气体式压力标准。

该活塞压力计活塞筒面积非常大，可用于测量2MPa 以下的低气压，具有低至0.01 Pa 的超高分辨率。
压力范围：最高 2MPa

砝码套件总计 100kg

CPB6000PX

基准活塞压力计

CPB6000-PX（气动式—高压）

这是带液体润滑活塞 - 汽缸的气动式活塞压力计，标准量程范围 0.02-80MPa（可选 100MPa）。
CPB6000-PX 可用于任意无腐蚀性气体测试介质。无论是与气体润滑活塞压力计，还是与油压式标
准和分离器或接口的组合相比，其使用都更简便、快捷。液体润滑消除了气动式活塞相关的操作难
题，同时又不影响计量性能。

压力范围：最高 100MPa

砝码套件总计 80kg

可选压力量程 (MPa) 砝码套件 (kg) 标准准确度 可选准确度
PCU KN 首个刻 40 50 60 80 100

—— ——
度值 (kPa) 最大压力 (MPa)

10kPa/kg 5 0.4 0.5 0.6 0.8 1 0.0035% 0.0015%
20kPa/kg 10 0.8 1 1.2 1.6 2 0.0035% 0.0015%

可选压力量程 (MPa) 砝码套件 (kg)
标准准确度 可选准确度PCU KN 首个刻 40 50 60 80

度值 (kPa) 最大压力 (MPa)
0.1MPa/kg 20 4 5 6 8 0.0035% 0.0015%
0.2MPa/kg 40 8 10 120 16 0.005% 0.003%
0.5MPa/kg 100 20 25 30 40 0.005% 0.003%
1MPa/kg 200 40 50 60 80 0.005% 0.003%
2MPa/kg 400 80 100 - - 0.005% 0.003%

压力
活塞压力计 / 基准活塞压力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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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B6000HL

基准活塞压力计

CPB6000-HL 最大压力 150MPa，砝码套件总计 100 kg

CPB6000-HL – 液压活塞压力计
这是油压式活塞压力计，量程 0.02-150MPa。
CPB6000-HL 用于以油为加压介质的场合

CPB6000-HX（液压式—最大压力量程 500MPa）
这是与 CPB6000-HL 工作原理相同的油压式活塞压力计，不同之处在于 CPB6000-HX 有个 5:1 的
增压器，使量程范围从 0.5 扩展至 500 MPa。

CPB6000-HX

基准活塞压力计

CPB6000-HX 最大压力 500MPa，砝码套件总计 100 kg

可选压力量程 (MPa) 砝码套件 (kg)
标准

准确度
可选

准确度
PCU KN 首个刻度

值 (MPa)
40 50 60 80 100

最大压力 (MPa)
0.1MPa/kg 0.02 4 5 6 8 10 0.005% 0.003%
0.2MPa/kg 0.04 8 10 12 16 20 0.005% 0.003%
0.5MPa/kg 0.1 20 25 30 40 50 0.005% 0.003%
1MPa/kg 0.2 40 50 60 80 100 0.005% 0.003%
2MPa/kg 0.4 80 100 120 160 200 0.005% 0.003%
5MPa/kg 1 200 250 300 400 500 0.020% 0.010%

CPB6000-HS

基准活塞压力计

CPB6000-HS – 带一体式油 / 水接口的液压式活塞压力计

专门针对带有一体式油 / 水接口的管道的检测而设计

压力范围最高 100MPa，砝码套件总计 80 kg

可选压力量程 (MPa) 砝码套件 (kg)
标准准确度 可选准确度PCU KN 首个刻 40 50 60 80

度值 (MPa) 最大压力 (MPa)
0.5MPa/kg 0.1 20 25 30 40 0.005% 0.003%
1MPa/kg 0.2 40 50 60 80 0.005% 0.003%
2MPa/kg 0.4 80 100 0.005% 0.003%

活塞压力计 / 基准活塞压力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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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B6000DP

45000

基准差压活塞压力计

超高压力校验台

功能特性
  总的测量不确定度：0.002 % 差压，静态压力影响低至 1 ppm
  静态管路压力最高达 80 MPa（气动）
  差压范围：10 Pa 至 80 MPa

功能
CPB6000DP 型专门设计用于在高静态管线压力条件下进行差压校验，在一个外壳中集成了两个气
动活塞压力计。
CPB6000DP 型的一侧还单独用于校验表压。
该型号活塞压力计具有两个活塞气缸组件，其中一个确定差压，另一个作为零点参考。使用时，先
在带有浮动测量元件的两个活塞气缸组件上施加相同的静态压力。

技术参数

功能特性
  压力范围：1~1000MPa
  准确度：读数的 0.03%
  CPB 高精度活塞
  比率为 1:10 的倍增器元件
  压力高达 1000MPa 的倍增器元件

可选压力量程 (MPa) 砝码套件 (kg)
标准准确度 可选准确度

活塞 Kn 分辨率 (Pa) 0.1g 20kg 30kg 40kg
0.1MPa/kg 10 2 3 4 0.0035% 0.0015%
0.2MPa/kg 20 4 6 8 0.005% 0.003%
0.5MPa/kg 50 10 15 20 0.005% 0.003%
1MPa/kg 100 20 30 40 0.005% 0.003%
2MPa/kg 200 40 60 80 0.005% 0.003%

待检仪器

高压端

10:1 压力

倍增器

低压发生器

低压端

10 倍压力

乘法器

高压活塞

CPB6000HL
或者 CPB8000

压力
活塞压力计 / 基准活塞压力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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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D8000

全自动数字式活塞压力计

独特的工作原理
CPD8000 型测量原理基于活塞压力计的工作原理，并且以定义压力的基本公式作为基础。该公式
为 p = F/A，其中 p 表示压力，F 表示力，A 表示有效面积。
CPD8000 型是全球首创的结合了两种高端技术的仪表：

最佳的活塞气缸组件→可实现迄今为止最大的有效面积 A
高准确度测力传感器→可精确测量力 F

CPD8000 型的定位是一种数字式压力天平和高准确度的压力测量仪表。

原级标准
CPD8000 型采用的是一种原级测量标准，有效地结合了测量准确度和基本压力标准的可靠性以及
全自动数字仪表的易用性。
易于使用 CPD8000 型具有和高端基准压力仪表相同的高准确度，可为用户带来以下益处：

无需对砝码进行处理
内置用于自动校验的基准砝码组件
具有环境监控模块，可显示经过全面修正的压力值

功能
当在活塞上施加压力时，CPD8000 型天平会将施加压力线性的转化成一个大小和施加压力完全成
比例的力，必将其传递到测力传感器上。
一个微处理器会计算出与压力对应的力的大小，并针对所有环境影响对计算结果进行修正，最后将
压力值传到显示器和通信接口。
测力传感器可持续对压力所产生的力进行测量和插值法计算。

高性能仪表
CPD8000 型仪表底座有 3 种类型：
 CPD8000-AL 气动型低压底座，适用于绝压和表压测量，可耐受压力最大为 1 MPa，带内置润滑

装置
 CPD8000-AH 气动高压底座，适用于绝压和表压测量，可耐受压力最大为 5 MPa，带外部润滑

装置
 CPD8000-GH 气动底座，仅可用于表压测量，最大 50 MPa

CPD8000 可选的活塞杆组件

型号 压力范围 分辨率 PCA Kn 工作流体
A01 0.1 Pa ... 100 kPa 0,1 Pa 10kPa/kg 纯气
A02 0.2 Pa ... 200 kPa 0,2 Pa 20kPa/kg 纯气
A03 0.5 Pa ... 500 kPa 0,5 Pa 50kPa/kg 纯气
A04 1 Pa ... 1 MPa 1 Pa 100kPa/kg 纯气
A05 2 Pa ... 2 MPa 2 Pa 200kPa/kg 纯气
A06 5 Pa ... 5 MPa 5 Pa 500kPa/kg 纯气
G01 0.1 Pa ... 100 kPa 0,1 Pa 10kPa/kg 纯气
G02 0.2 Pa ... 200 kPa 0,2 Pa 20kPa/kg 纯气
G03 0.5 Pa ... 500 kPa 0,5 Pa 50kPa/kg 纯气
G04 1 Pa ... 1 MPa 1 Pa 100kPa/kg 润滑气体
G05 2 Pa ... 2 MPa 2 Pa 200kPa/kg 润滑气体
G06 5 Pa ... 5 MPa 5 Pa 500kPa/kg 润滑气体
G07 10 Pa ... 10 MPa 10 Pa 1MPa/kg 润滑气体
G08 20 Pa ... 20 MPa 20 Pa 2MPa/kg 润滑气体
G09 50 Pa ... 50 MPa 50 Pa 5MPa/kg 润滑气体
N1B -100kPa…900kPa 1Pa 100kPa/kg 润滑气体
N2B -100kPa…1.95MPa 1Pa 200kPa/kg 润滑气体

数字活塞压力计

数字活塞压力计无需操作砝码

与机械活塞压力计不同，数字活塞压力计中不配备
任何砝码。通过活塞组件，压力直接转化为其中的
力 F(F=P x A)，然后“称出”重量 (m= F/g)。例如，
活塞的力传递至下部的负载单元，利用电磁学补偿
获得压力。

采用独特原理的数字活塞压力计若与压力控制仪结
合使用，可在最高精度标准下实现全自动校准。仪
器内置环境参数检测模块，可对结果自动修正。

活塞

活塞筒

负载单元

活塞压力计 / 基准活塞压力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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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B8000

全自动压力校准装置

功能特性
 准确度为读数 ±20 ppm
 可用气压和液压分别高达 1000bar、5000bar。
 自动 100kg 砝码装载系统，精确度为 0.1 g
 自动压力生成

大容量校验
CPB8000 型能够提供满足工业需求的最佳计量规格，具有很高的 MTBF（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其压力源系统可以产生压力并控制大容量待测压力。

自动化和计量技术的完美结合
该型号天平结合了用于伺服控制的可变容积压力源与用于测量活塞位置的内置光学检测器件，可以
提供精细且可靠的压力控制。用户只需要小心操作砝码组件（使用一个储物柜保护），就能实现最
高的稳定性。该型号天平可以针对所有环境参数自动对压力进行全面修正。

高性能仪表系列
CPB8000 型有 4 种不同类型：
  气动压力源
  液压压力源
  带调节砝码组件处理系统（最小为 10 mg）
  不带调节砝码组件处理系统（最小为 1kg）
我们还提供了各种活塞气缸组件，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具体应用需求。

技术参数

尺寸 (mm) 600 x 600 x 1800（砝码装载机架） 550 x 1250 x 1000（压力生成器）
重量 (kg) 200 kg（砝码装载机架） 170 kg（压力生成器）
驱动气源 8 to 10 bar
电源 240 Vac 50-60 Hz（110V 工频电力的国家，需采用变压器）
计算机接口 GPIB（SCPI 协议）
压力范围 气动式 CPB8000-PX 最高 1000bar 液压式 CPB8000-HX 最高 5000bar
砝码 : 以二进制单位递增至 100kg 。LR 型精确度为 1kg，HR 型为 10mg
材料 AISI316 austenitic 非磁性不锈钢
PCA 材料 碳化钨
压力传输介质 润滑介质
CPB8000-PX 清洁干燥的空气或氮气 当要求兼容氧时，使用 Drosera™ 润滑油
CPB8000-HX 癸二酸酯 癸二酸酯
准确度
所有的 Desgranges & Huot 设备都附带 Cofrac 认证实验室授权版本的校验证书。
准确度是结果除 /（重复精度 2+ 精确度 2+ 线性 2+ 滞后 2），以读数百分比形式表示
典型读数精度 PCU KN 可用介质
10 0.1 MPa/kg 气体润滑 / 润滑油
10/5 0.2 MPa/kg 气体润滑 / 润滑油
5 0.5 MPa/kg 气体润滑 / 润滑油
10/5 1 MPa/kg 气体润滑 / 润滑油
10 2 MPa/kg 仅润滑油
15 5 MPa/kg 仅润滑油

压力
活塞压力计 / 基准活塞压力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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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B5000

气动型活塞压力计

应用
 定义量程为 10 MPa（气动型）或 40 MPa（液压型，带气 - 油分离器）的压力仪表刻度的参考仪

表
 工厂和校验实验室对压力测量仪表进行测量、调节和校验时的基准仪表
 完整的独立系统，可现场使用

功能特性
 总的测量不确定度：读数的 0.008 %
 可长期稳定运行，只需每隔 5 年重新校验一次
 砝码组采用不锈钢和铝制成，可依据当地重力进行调节
 可提供获得专利的 ConTect 快拆系统，能够快速、安全地更换活塞气缸系统以更改天平量程

技术参数

范围 标准准确度 可选准确度
-atm ~ -30kPa 0,015% -
30 – 200kPa 0,015% 0,008% 
0.2 - 1 MPa 0,015% 0,008% 
0.02 - 1 MPa 0,015% 0,008% 
0.04 - 5 MPa 0,015% 0,008% 
0.04 - 10 MPa 0,015% 0,008% 

CPB5800

液压型活塞压力计

功能特性
 总的测量不确定度：测量值的 0.006 %
 双量程活塞气缸系统，可全自动切换量程
 长期稳定性高，建议每五年重新校验一次
 可提供获得专利的 ConTect 快拆系统，能够快速、安全地更换活塞气缸系统

技术参数

范围 (MPa) 标准准确度 可选准确度
0.1…12 0,015% 0.007%
0.2…30 0,015% 0.006%

0.1…6/ 1…70* 0,015% 0.006%
0.1…6/2…120* 0,015% 0.007%
0.1...6/2…140* 0.025% 0.007%

* 双活塞活塞组件

CPB5000/CPB5800 可 与 CPU6000 配 合 使
用，详见 P35

高压活塞杆

低压活塞杆 /
高压活塞桶

* 双活塞活塞组件

量传级活塞压力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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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B5000HP

高压型

功能特性
 总的测量不确定度：测量值的 0.02 %
 260 MPa 双量程活塞气缸系统，可全自动切换量程
 长期稳定性高，建议每五年重新校验一次
 砝码组采用不锈钢和铝制成，可依据当地重力进行调节

技术参数

范围 (MPa) 标准准确度 可选准确度
2.5…250 0,025% 0.02%
2.5…400 0,025% 0.02%
2.5…500 0,025% 0.02%

0.1…5/2…260* 0,025% 0.007%

* 双活塞活塞组件
所有接口都拥有防滑表面以及包含密封锥面的螺纹转接头。
所有型号均包含将测试端转成 M16 x 1.5，M20 x 1.5 以及 9/16-28 UNF 快速螺纹转接头。

CPB5000HP 可与 CPU6000 配合使用，详见 35

压力
量传级活塞压力计

CPB5600DP

差压型

功能特性
 测量范围（= 静态压力 + 差压）：气动型达 40 MPa、液压型达 160 MPa
 总的测量不确定度： 0.008 % 差压 + 0.0001 % (1 ppm) 静态压力
 可长期稳定运行，只需每隔 5 年重新校验一次
 砝码组采用不锈钢和铝制成，可依据当地重力进行调节

技术参数

范围 (MPa) 标准准确度 可选准确度 双活塞活塞组件
2.5…250 0,025% 0.02% 无
2.5…400 0,025% 0.02% 无
2.5…500 0,025% 0.02% 无

0.1…5 0,025% 0.007% 有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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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B3500

气体活塞压力计

功能特性
 总体标准不确定度为 0.015% 读数 
 可拆卸式活塞组件 
 牢固可靠的结构 
 修正重力、温度和活塞工作位置的软件 
 5 种模式的量程覆盖 -0.1 到 12MPa，3 年有效期

技术参数

型号 551 552 554 558

量程 1.5 - 100kPa 10 – 700kPa 20 - 
2500kPa 0.1 – 12MPa

标准准确度 0,015% 0,015% 0,015% 0,015% 
可选准确度 0.006% 0.006% 0.006% 0.007%

砝码组成

单片砝
码重量 /

Kpa

砝码数量
/ 片

单片砝码
重量 / Kpa

砝码数量 /
片

单片砝码重
量 /Kpa

单片砝码重
量 /Kpa

砝码数量 /
片

1.5 仅活塞杆
和托盘

10 仅活塞杆
和托盘

20 100 仅活塞杆和
托盘

0.5 1 40 1 30 100 2
2 3 50 2 450 1800 1
1 2 100 5 500 2000 4
5 6 20 2 200 1000 1
10 6 10 1 100 400 2

5 1 50 200 1
可选砝码 可选砝码 50 1

2 2 20 可选砝码
1 1 10 40 1

0.5 1 5 20 1
2 10 1
1 4 2

2 1

量传级活塞压力计

压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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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量传级活塞压力计

CPB3800

紧凑型压力天平

功能特性
 总的测量不确定度：测量值的 0.025%
 长期稳定性高，建议每五年重新校验一次
 不锈钢制造，可根据本地重力进行调节
 紧凑型设计

技术参数

范围 (MPa) 标准准确度 可选准确度
0.1…12 0,05% 0.025%
0.25…30 0,05% 0.025%
0.5…70 0,05% 0.025%
1…120 0,05% 0.025%

使用 CPS5800 型活塞杆和 CPM5800 型砝码

范围 (MPa) 标准准确度 可选准确度
0.1…12 0,015% 0.007%
0.2…30 0,015% 0.006%

0.1…6/ 1…70* 0,015% 0.006%
0.1…6/2…120* 0,015% 0.007%

* 双活塞活塞组件

操作原理

活塞压力计

机械式活塞压力计（压力基准），基于物理原理 压力 ＝ 力 / 面积

加载于活塞组件上的砝码，能产生一个精确定义出的力。当通过手持
泵等压力源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力时，活塞系统可以达到受力平衡，此
时压力恰好维持砝码组和活塞等组件处于悬浮状态，从而在测试接口
处获得非常精确的压力。

上述情况需要的外接源为压力源，但气压时必须 >1 Mpa，或接真空
源获得负压。

优势：量程覆盖范围广，检定周期长，可独立操作

砝码组

活塞组件

压力泵

测量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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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活塞压力计

80L
应用
管线的现场泄漏测试

功能特性
 范围：3 ... 60 Mpa（80 型）和 0.7 ... 12 Mpa（80L 型）
 准确度：0.03 % + 0.05 bar（80 型）和 0.04 % + 0.015 bar（80L 型）
 人体工学布局，是现场应用的理想产品
 砝码组完全可互换

CPB3800HP
液压活塞式压力计
双活塞气缸，提供两个子量程：
 低量程： 0.1 – 5MPa
 高量程： 2 – 260MPa

功能特性
 准确度：从量程的 10% 开始为读数的 0.025%，带环境修正
 可选准确度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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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A-CAL

校验软件

应用
 生成机械式和电子式压力测量仪表的校验证书
 全自动校验，带压力控制器，
 与 CPU6000 系列校验装置配合使用时，可以记录与证书相关的数据
 确定活塞压力计所需要的质量负载
 可用于校验带绝压参考的相对压力测量仪表（或者带相对压力参考的绝压测量仪表）

CPU6000-W, CPU6000-S, 
CPU6000-M

描述
CPU6000 系列包含三种仪表：CPU6000-W 型气象站、CPU6000-S 活塞压力计式传感器盒以及
CPU6000-M 数字式万用表。这三种型号产品均可用于采集和校验证书相关的测量数据。
该系列产品采用新型校验理念，可简化证书生成过程，提高证书生成过程的效率和质量。

功能
CPB-CAL (iPad® app) 或 WIKA-CAL (PC 机软件 ) 能与任意活塞压力计配合使用，确定校验时所需
的质量负载和参考压力。用于只需要通过简单的操作和设置，就能更轻松地计算出质量负载或压力。
使用该校验装置，用户可以在校验时考虑到所有关键影响因素，从而提高测量精度。
该校验装置可用于校验带绝压参考的相对压力测量仪表（或者带相对压力参考的绝压测量仪表）。
此外，该校验装置还集成了电源和万用表功能，可轻松对压力变送器进行校验。气象站和数字万用
表也可独立于活塞压力计，而与其他校验仪表以及 WIKA-CAL 软件搭配使用。这样可以大大增强
已有的自动化校验系统。

应用
 确定活塞压力计校验时所需要的质量负载或参考压力
 记录与证书相关的数据
 可用于校验带有绝压参考的相对压力测量仪表（或者带相对压力参考的绝压测量仪表）
 集成电源和万用表功能，使得压力变送器的校验更加简单

软件和证书生成
该校验装置与 WIKA-CAL 软件配合使用时，可以生成校准证书。校验装置可以通过 Bluetooth® 4.0
与 iPad® 进行无线通信，也可通过 USB 接口连接到计算机。

压力
工业级活塞压力计



32

CTH6200

手持式温度计

功能特性
 Pt100 探头，温度范围为 -50 ... +250 ℃
 准确度：< 0.2 ℃（完整测量链）
 集成数据记录仪
 测量范围：-50 ℃至 +250 ℃
 准确度：0.2 ℃，0.05 ℃可选
 传感器类型：Pt100

CTH6300

手持式温度计

功能特性
 准确度：最高达 0.1 ℃（完整测量链）
 单信道和双信道型
 可连接多种探头
 量程：-200...+1,500℃
 准确度：0.1℃…1.5℃
 传感器类型：Pt100，TC
 分辨率：0.1℃

CTH6500

手持式温度计

功能特性
 使用 Pt100 时，准确度可达 0.03 ℃
 单信道和双信道型号
 可连接多种探头
 Ex 防爆认证（CTH65I0）
 量程：-200...+1,760℃
 准确度：0.03…0.2℃
 传感器类型：Pt100，TC

手持式温度测温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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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H7000

手持式精密温度计

功能特性
 温度范围：-200 ... +962 °C
 准确度：0.015 °C
 稳定性：< 0.005 °C
 传感器类型：Pt100 和温度计
 双信道输入

应用
精密温度计，适用于单温度或温差测量   
参考仪表，用于在工厂和校验实验室测试、调校和校验温度测量仪表独立的完整系统，适用于现场
测量和校验应用

CTR1000

手持式红外温度计

功能特性
 非接触式温度测量
 温度范围：-60 ... +1000 °C
 准确度：2 °C 或 2 %
 双激光靶
 热电偶连接（可选）
 易于操作

应用
 诊断和监控
 服务公司
 工业（实验室、车间和生产线）
 质量保证

温度
手持式温度测温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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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9000

CTR9000

CER6000 型标准参考电阻器

高端热电阻温度计 0.1ppm

高端热电阻温度计 20ppb

功能特性
 全球最高准确度等级的测温电桥
 准确度：< ±20 ppb (±5 μ°C (1)、< ±0.1 ppm (±25 μ°C(1) 可选
 分辨率：1 ppb (0.25 μ°C (1))、0.1 ppm (25 μ°C (1)) 可选
 快速测量（2 秒达到平衡）
 差值和绝对值测量
 预热时间 < 30 秒
 (1) 25 Ω SPRT 指 25 Ω 参考电阻

ASL 的电桥技术代表了电阻测温技术的巅峰性能。ASL 利用交流电桥技术的固有优势来确保在实
际工作条件下实现最高精度和最高的测量重复性。

实际测量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电缆、连接器以及非理想的工作环境。CTR9000 能够在较宽的实际工
作条件下确保规格要求。相比电流反馈较慢的直流电桥技术，交流电桥技术始终是更好的测量方式。
这些优点是电学测量基础理论所固有的，并非只是产品带来的。

技术参数

CTR9000 0.1ppm

CTR9000 20ppb

规格 CTR9000 型

输入信道
主设备上有 2 个输入通道（一个是 PRT、SPRT 或电阻的输入通道，另一个是参考
电阻输入通道）；通过 CTS9000 多路复用器可扩展 60 个通道

输入接线 4 x BNC（同轴电缆接插头） + 屏蔽线（前面板）

数据输入格式
对于校验的探头采用 ITS 90 和 CVD 标准格式；对于未校验的探头采用 EN 60751 标
准格式

准确度 1) 满量程比率误差为 0.1 ppm 或 20 ppb，具体取决于产品配置

测量范围

传感电流 1 mA、2 mA 和 5 mA
传感电流倍增器 0.1、10 和√ 2

传感电流准确度
0.1 ppm 准确度（可选）：±1
20 ppb 准确度（可选）：±0.1 %

载波频率
50 Hz 电源频率：25 H（低频）、75 Hz（高频）
60 Hz 电源频率：30 H（低频）、90 Hz（高频）
相锁定到本地电源频率

带宽
0.1 ppm 准确度（可选）：0.5 Hz、0.1 Hz 和 0.02 Hz
20 ppb 准确度（可选）：0.5 Hz、0.2 Hz、0.1 Hz、倍增器 x 0.1 和 x 0.01

测量范围 0 ... 260Ω

额定准确度范围 0 ... 130Ω

电阻器范围 1 ... 200Ω

显示

范围
0.1 ppm 准确度（可选）：两个电阻的比值为 1.299 999 9
20 ppb 准确度（可选）：两个电阻的比值为 1.299 999 999

分辨率 配合使用铂电阻 Pt100，在 1 mA 电流的情况下，数字分辨率的典型值为 0.01 ppm
供电电压

电源
AC 240 V、AC 220 V
AC 120 V、AC 100 V
用户可在后面板选择

供电频率 50 或 60 Hz
功耗 最大 250 VA

允许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 15 ... 25 ℃
通信

通过驱动器模块的
接口

RS-232 或 IEEE-488.2

外壳

尺寸 约 545 x 382 x 500 mm（宽 x 高 x 深）

重量 46 kg

CER6000, 10Ω CER6000-RR, 100 Ω CER6000-RR 型电阻拥有
不同阻值范围

CER6000-RW 适用于 CER6000-RW 的热
外壳，固定温度为 36℃

基准级 / 工作级温度电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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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6500

交流电阻温度计电桥

功能特性
 分辨率：0.1 ppm / 0.001 mΩ / 0.01 m ℃
 准确度：0.1~1.25m ℃，具体取决于电阻比
 传感器类型：SPRT、PRT 或固定电阻器
 内置 25Ω 和 100Ω 参考电阻器
 多功能 VFD 显示屏，可显示数字、统计数据或图形信息
 通过扫描开关可将测量通道扩展至 60 个

描述
CTR6500 电阻测温电桥采用久经考验的交流电桥技术，其性能得到了大幅提高。由于消除了热电动势
误差且自动去除了探头与电缆之间的阻抗效应，CTR6500 能够提供不随时间和环境温度变化而变化的
超常稳定性，并且内部噪音低，实现了极佳的分辨率。这些特点使 CTR6500 能够非常完美地适用于高
精度温度测量研究和校验。
CTR6500 具有 25 Ω 和 100 Ω 的内部标准电阻，并且还可使用外部标准电阻，具有两种信号形式，其
一为比率信号，范围为 0 ... 4.9999999；其二为电阻值，范围为 0 ... 500 Ω。该仪表的温度测量范围满
足 ITS 90、CVD 和 EN 60751 标准的要求。
测量的结果显示在大型多功能 VFD 显示屏上。平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标准偏差以及采样率还能够
以独立图形的方式显示在屏幕上。为了保证长期可靠性，CTR6500 采用了表面贴装技术，无任何机械
继电器。

CTR6000

直流电阻温度计电桥

功能特性
 准确度：   在 0 ℃时，直流测准确度为 ±0.8 m ℃
 分辨率：1 ppm、0.1 m ℃
 传感器类型：PRT、热电阻或固定电阻器
 内置 25Ω、100Ω、10kΩ 和 100kΩ 参考电阻器
 多功能 VFD 显示屏，可显示数字、统计数据或图形信息
 通过扫描开关可将测量通道扩展至 60 个
 通过 ULog 温度测量和数据采集软件可记录数据并将其存储在电脑内

描述
CTR6000 直流测温电桥是一种高性能的直流式电阻测温电桥，采用了最新的直流测量技术。直流测量
方式一直以来都是 ASL 仪表的标志，CTR6000 延续了这一传统。 直流型产品提供切换式直流传感器
电流以模拟交流测量的优势。除了能够测量铂电阻温度计 (PRT) 外，CTR6000 还能够测量 NTC（负温
度系数）热敏电阻。

温度
基准级 / 工作级温度电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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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5000 和 CTS5000

精密测温仪

功能特性
 温度范围：-200 ... +962 ℃
 准确度：0.01 ° C 和 0.005 ° C（可选）
 传感器类型 : Pt100, Pt25
 标配双信道，可选配 4 或 6 信道
 使用扫描开关可扩展到 64 通道 (CTS5000)

CTR5000 型精密温度计标配双通道，也可选配 4 和 6 个通道，每个通道可使用多达 70 个用户定义
的探头，从而能够实现精确测量。该型号温度计具有单一、差分和交替三种测量模式。此外，该型
号温度计还具有数据记录功能，可以按顺序扫描通道，也可以将测量数据发送到计算机或 USB 记
忆棒。该型号温度计具有单一、差分和交替三种测量模式，可直接用于比较校准。
该型号温度计的测量范围符合 ITS 90、CVD、EN 60751 和 IEC 751 标准的要求，通过一个带背光
的大型数字LCD显示器显示（统计数据或图形化信息）测量结果。此外，该型号温度计标配USB接口，
也可选配 RS-232、IEEE 或 LAN 接口。

CTR2000

精密温度计

功能特性
 温度范围：-200 ... +850 ° C
 准确度：0.01℃ (4- 线 ), 0.03℃ (3- 线 )
 传感器类型 : Pt100，Pt25
 标配双通道，可选配 8 通道

CTR2000 型精密测温仪可以与 3 线制及 4 线制 Pt100 探头（无论是否校准）配合使用，具有易于
使用和使用周期成本低等特性。当在 CTR2000 型精密测温仪与已校准探头配合使用时，可以将校
准数据保存于仪表内部存储器或探针的 SMART 连接器（专利技术）中。校准数据可固定保存于探
针连接器中，便于 CTR2000 系列快速识别这些数据，以确保最佳的测量准确度。
使用内置的校准程序，可利用 1 个已校准、可溯源的参考电阻对 CTR2000 仪表的量程进行重新校准。
该特性有密码保护。CTR2000 在使用 SMART 探头时，具有温度持续监测及校准状态监测功能等
附加特性。温度持续监测功能可以连续监测 SMART 探针的温度，并且当发生在规定工作量程以外
使用情况时，会更新探针历史记录。如此一来，就能清楚的知道探针是否曾在校准量程以外使用过，
因为一旦使用过可能会影响校准有效性。校准状态监测功能可在 SMART 探针需要重新校准时显示
警告信息。

高精密测温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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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5000

参考温度计

功能特性
 测量范围：-196 ... +660°C 
 传感器类型：Pt100、Pt25
 裸线、DIN 或者 SMART 接头可选

CTP5000 型提供了一系列可用于从标准校准到现场温度测量等各种应用的铂电阻温度计 (PRT)。
如果现有产品不能满足用户需要，我们还可以根据客户要求提供定制的产品。威卡 (WIKA) 还可提
供在校准 PRT 时需要用到的一系列标准电阻。
CTP5000-170：100Ω PRT，-196 至 170°C，Ø6 x 350mm；
CTP5000-200：100Ω PRT，-50 至 200°C，Ø3 x 30mm；
CTP5000-250：100Ω PRT，-50 至 250°C，Ø6 x 350mm；
CTP5000-450：100Ω PRT，-70 至 450°C，Ø6 x 350mm；
CTP5000-652：100Ω PRT，-70 至 650°C，Ø6 x 450mm；
CTP5000-651：100Ω SPRT，-189 至 650°C，Ø6 x 450mm； 
CTP5000-T25：25±0.5Ω SPRT，-189 至 +660°C，Ø7 x 480mm；
CTP5000-K10：NTC Thermistor R25 = 10K，-50 至 125°C，Ø4 x 350mm； 

CTP2000

CTP9000

规格  CTP2000 型

温度范围 °C -200 … +450
标称电阻 Ω 100
温度系数 1/K α = 0.003850 1/ °C

稳定性
在 450°C 条件下，运行 100 小时后 < 50m °C
在 300°C 条件下，运行 100 小时后 < 20m °C

传感长度 mm 未指定

尺寸，深 x 长 mm 4 x 500
浸没管材料  不锈钢
传感器连接  4 线连接

测量线  2 m 电缆
电缆头部已经剥线并镀锡

接头  4 mm 香蕉插头

规格  CTP9000 型

温度范围 °C 0 ... 1,300 °C
热电偶 S 型，符合 IEC 584 标准，PtRh 10 % Pt

公差等级 Class 1
稳定性 在 1,300°C 条件下，运行 250 小时后 < 0.5

电线规格，深 x 长 mm 0.5 x 1,500
外形尺寸，深 x 长 mm 7 x 600

浸没管材料 陶瓷 C 799
测量线 800mm，带 4 mm 香蕉插头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温度
标准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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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D9100-Zero

冰点干井炉

功能特性
 可在 0℃下轻松实现温度计的校准
 实现用于热电偶参考冷端补偿
 测试台和校准实验室中的应用
 温度范围：-10 ... 0 ... +100℃
 准确度 : 0.05℃ @ 0℃ , 其他温度 0.1℃

在很多应用中，尤其是涉及设备和机械的运行可靠性时，能够简单快速地对温度计进行测试是必不
可少的要求。对温度传感器进行定期检查有助于减少故障并减少生产停工时间。
该干井炉不仅能够对温度进行校准，还可对温度进行控制，能够轻松生成一个稳定的参考温度，以
简化热电偶的校准工作。这样一来不仅无需使用复杂的冰点，还可避免出现冰冻危险和运输损坏。
与同类产品相比，“冰点干井炉”不仅可以实现绝对零点，还能通过主动冷却实现更多的测试温度。
CTD 9100-ZERO 型无论是在测量准确度、功能还是设备安全运行等方面都达到了目前最高水平。
该型号干井炉推荐的安装方式为垂直安装，因为最佳的温度分布也是在垂直方向上实现。

CTD9100-Cool

低温干井炉

技术参数
 工作温度：-55 ... +200°C
 准确度：-55 ... +200°C 范围内为 0.15°C，200°C 时为 0.25°C
 稳定性：+/- 0.05°C
 均匀性（轴向）：200°C 时 < 0.04°C
 显示分辨率：≤ 100°C 时为 0.01°C，＞ 100°C 时为 0.1℃
 浸入深度：150mm

CTD9100-375

便携式干井炉

CTD9100 系列结合了稳定热源和精密的 Pt100 温度测量装置，可以更加高效地对工业温度传感器
进行校准。对温度传感器的定期监测有助于尽快识别故障并减少停工时间。CTD9100-375 型干井
炉最为出彩的地方便是坚固的外壳和非常小的尺寸。
便携式干井炉控制器上配备了两个按钮，可简单快捷地调整和控制校准温度，并且干井炉上还配置
了一个大型高对比度的 4 位 LED 显示屏，可同步显示加热块的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客观上避免
了出现读数误差。

技术参数
 温度范围：环境温度 ...375℃
 准确度：0.5...0.8 ℃
 稳定性：+/- 0.05°C
 显示分辨率：0.1°C
 井深：100mm

温度干井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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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D9100

现场干井炉

CTD9100 系列便携式干井炉特别适用于现场校准应用。该干井炉采用用户友好设计，结构紧凑且
轻便，可随身携带到任何地方。这种新型干井炉集合了稳定热源和精密的 Pt100 温度测量，可以更
加高效地对工业温度传感器进行校准。
该干井炉采用全新设计，可在干井炉的下半部分实现更均匀的温度分布，从而减小测量不确定度。
此外，干井炉的 150mm 井深可显著降低散热误差。

技术参数

CTD9300

高精度快速干井炉

无论是在实验室、车间还是在现场，这些干井式温度校准仪都可以满足各种校准需求。所有型号都
可选配一个集成的测量仪表，可以对电阻、电压和电流信号（0/4…20 mA）进行测量，并直接以℃
为单位显示出来。
使用我们的校准软件和笔记本电脑可以随时随地实现电子温度计的全自动校准。此外，用户还可以
将测量仪表集成到现有校准仪中。现在客户对于校准仪的要求不仅限于高可靠性和准确度，还有操
作的安全性和简单性。我们的干井式校准仪采用了电气冷却和加热的金属块，并且不同内径的插块
可对不同直径的测试探头进行校准。
CTD9300 系列校准仪采用了我们专为校准工作开发的控制器，可以极快地达到温度设定点，从而
有助于节约成本

技术参数

规格型号 CTD9100-165 CTD9100-450 CTD9100-650
温度范围 -35°C ... +165°C 40°C ... 450°C 40°C ... 650°C

显示准确度
-30°C ~100°C：0.15℃，

165°C：0.25℃
100°C：0.3℃，450°C 

：0.5℃
100°C：0.3℃，
650°C：0.8℃

稳定性 ±0.05 ℃ 100°C：±0.05℃，
450°C：±0.1℃

100°C：±0.05℃，
650°C：±0.1℃

均匀性（轴向）
-30°C：< 0.04℃，
165°C：< 0.06℃

100°C：<0.05℃，
450°C：<0.2℃

100°C：<0.05℃，
650°C：< 0.2℃

显示分辨率
≤ 100°C：0.01°C，＞ 

100℃：0.1°C
≤ 100°C：0.01°C ＞ 

100°C：0.1°C
≤ 100°C：0.01°C，＞ 

100°C：0.1°C
井深 150 mm 150 mm 150 mm

规格型号 CTD9300-165 CTD9300-650
温度范围 -35°C ... +165°C 40°C ... 650°C

准确度
-30°C：0.1℃，

+165°C：±0.16℃
300°C：±0.3℃，
650°C：±0.6℃

稳定性
+165°C：±0.01°C，

最高可达 0.02°C
100°C：±0.03℃， 
650°C：±0.09℃

均匀性（轴向） 0.06 0.4
显示分辨率 0.01℃ 0.01℃
浸入深度 150mm 150mm

CTD9100-1100

高温干井炉

如今，为确保机器和工厂的可靠运行，通常都需要对温度计进行快速测试校准。CTD9100 系列便
携式高温干井炉特别适用于现场校准应用。CTD9100 系列干井炉配有温控金属块和可互换插块，
这种新型设备结合了稳定热源和逆流强制冷却系统，可使干井炉的上半部分保持低温。因此，可以
更加高效地对工业温度探头进行校准，而无需对连接头或手柄进行加热。
干井炉控制器上配备了两个按钮，用于简单快捷地调整和控制校准温度，并且干井炉上有一个大型
高对比度的 2 行 LCD 显示屏，可同时显示加热块的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避免出现读数误差，此外，
可根据使用温度计的直径在插块上钻孔，使得可在干井炉上安装不同直径的温度计。该高温干井炉
采用全新设计，可在干井炉的下半部分实现更均匀的温度分布，从而减小测量不确定度。

技术参数

规格型号 CTD9100-1100
温度范围 200°C ... 1100°C
准确度 ± 3℃
稳定性 ± 0.4℃ @ 1000℃

显示分辨率 0.1/0.01°C
插入深度 175 mm

温度
温度干井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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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B9100

微型温度检验油槽

描述
新型威卡微型油槽是对 CTB9100。
干井炉由于其浸入深度浅，因此通常会导致热传导误差，从而使得短型传感器的测量不确定度大大
增加。即使可将待测设备与外部参考温度计进行比较，也无法对过短传感器进行准确校准。一旦探
杆长度降到 70 mm 以下，那么微型检验油槽肯定比干井式温度校准仪更适合。
在对多个传感器同时进行校准时，微型检验油槽还具有许多其他优点，如具备不同管径探杆的温度
计可同时校准，无需单独配备相应插块。
在现场校准时，由于存在待测传感器的多样性以及大管径或未知管径探杆等情况，这一点尤其有用。
微型油槽制器上配备两个按钮，可用于轻松快捷地调整和控制校准温度，并且微型油槽上有一个大
型高对比度的 4 位 LED 显示屏，可同时显示加热块的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避免出现读取误差。
待测设备的最大浸入深度为 150 mm，可降低热传导误差，从而减小测量不确定度。

技术参数

规格参数 CTB9100-225 CTB9100-165
工作温度 40°C…225°C -35°C…+165°C
准确度 ±0.3°C ±0.2°C
稳定性 +/- 0.05°C +/- 0.05°C

显示分辨率 0.1℃ 0.1℃
插入深度 150 mm 150 mm

CTB9400

台式高温油槽

功能特性
 控制器带有 5.7" 彩色触摸屏和 11 种不同语言的菜单导航
 2 个 USB（主、从）接口、以太网和 RS-232 接口
 可准确且可靠的控制温度
 可对控制传感器进行 5 点式校验（可选）

威卡 (WIKA) 恒温油槽是在车间和实验室对温度探头进行校准的理想温度源。校准时，待测设备和
标准温度计置于油槽中相同的温度下。一旦温度稳定后，系统就会读取待测设备的温度或测量待测
设备的输出信号，然后将读数和标准温度计的测量值进行比较。

为了在校准时实现较小的测量不确定度，需要使用一个恒温单元，以实现均匀的空间温度分布，并
在校准温度范围内实现恒定温度。恒温油槽完全可以满足这些要求。除了油槽本身以外，槽中液体
也具有重要作用，为了保证均匀的温度分布，所选择的液体应该具有较高的热传导率和低黏度。恒
温油槽具有一个可用深度为 200 mm 的腔体，待测设备的最大浸入深度达 200 mm，可降低热传导
误差，从而减小了测量不确定度。

CTB9500

校验槽

技术参数

规格参数 CTB9400 CTB9500
工作温度 28°C ... 300°C -45°C ... +200°C

容量 11.5l 22l
稳定性 0.02°C 0.02°C

显示分辨率 0.1°C 0.1°C
插入深度 200 mm 200 mm

微型 / 实验室温度检验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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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M9100-150

四功能干井炉

使用干井炉或微型油槽对表面温度计或非接触式温度计进行校准时，由于没有考虑到应用本身的影
响，通常可能产生错误的测量值。在这些情况下，应该使用 CTM9100-150 多功能温度校准仪。
这种多功能温度校准仪的温度范围为 -20 到 +150 ° C，不仅能实现常用功能，在配备特殊插件时
还可用作表面温度校准和红外黑体，即一个设备可实现四种功能！

应用
这种多功能温度校准仪集成了四种应用功能，采用简单设计，可在不同应用之间实现简单快速的前
后切换。使用前面板上的四个按钮和拨动开关可以轻松在四种功能之间进行切换。
校准仪控制器上配备两个按钮，可用于轻松快捷的调整和控制校准温度，并且校准仪上有一个大型
高对比度的 2 行 LCD 显示屏，可同时显示加热块的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避免出现读取误差。
使用不同的嵌件可以对几乎所有类型的温度计进行校准，包括接触式（TC、Pt、表面温度计等）
或非接触式（红外）温度计等。

技术参数

型号 CTM9100-150
范围 -35 …+165°C 微型校验槽，D34-20 … +150°C 所有其他应用

准确度

+/- 0.1 ℃  微型校验槽
+/- 0.3 ℃ 干井式校验仪
+/- 1 ℃ 红外黑体源
+/- 1 ℃ 红外黑体源

稳定性

+/- 0.05 ℃ 微型校验槽
+/- 0.05 ℃ 干井式校验仪
+/- 0.2 ℃ 红外黑体源
+/- 0.2 ℃ 表面温度校验仪

浸入深度 150 mm

 

温度
微型 / 实验室温度检验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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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1 系统校验槽

加热 / 制冷油槽

描述
4100-1: 防冻液体，温度范围为 -40 至 +100℃
4100-2: E 400 型聚合醇液体，温度范围为 Amb 至 150℃
4100-3: 热液体硅油，温度范围为 +50 至 300℃
4100-4: 氧化铝粉，温度范围为 +80 至 600℃

液体介质
为在每个温度范围内确保最佳的温度稳定性，WIKA  建议为每个单元配备指定的液体介质：

技术参数

 型号 4100-1 4100-2 4100-3 4100-4
温度范围 -40...+100℃ 30...+150℃ (1) 50+300℃ 80+600℃

温度稳定性 (2) ±0.02℃ ±0.01℃ ±0.03℃
±0.25℃

（at 600℃）

温度均匀性 (2) ±0.03℃ ±0.02℃ ±0.05℃
±0.5℃

（at 600℃）
罐体尺寸 ( 宽 x 深

x 高 ) 35*20*43 cm 35*20*43 cm 35*20*43 cm 23Ø x 42cm 深

罐体容量 25 lt 25 lt 25 lt 16ks( 氧化铝 )
工作容量 18*18*40 cm 18*18*40 cm 18*18*40 cm 16.5Ø x 40.6cm 深

加热器功率 1.5 kW 1.5 kW 1.5 kW 3 kW
加热速率 50℃ /h（水） 50℃ /h（水） 120℃ /h(DC 670) 250℃ /h （氧化铝）
冷却速率 50℃ /h（煤油） -- -- --

温度控制器 PID PID PID PID
控制传感器 Pt 1000 Pt 1000 Pt 1000 Pt 1000

设定点分辨率 0.1 ℃ 0.1 ℃ 0.1 ℃ 0.1 ℃
显示分辨率 0.01℃ 0.01℃ 0.01℃ 0.1 ℃
工程单位 ℃ /°F ℃ /°F ℃ /°F ℃ /°F
串行接口 RS 232 RS 232 RS 232 RS 232
安全设备 过热断路器 & 熔丝 过热断路器 & 熔丝 过热断路器 & 熔丝 磁热式断路器

电源电压
220/240V

（50/60Hz）
220/240V

（50/60Hz）
220/240V

（50/60Hz）
220/240V

（50/60Hz）
功率要求 2.3kW 1.6kW 1.6kW 3 kW

气源 -- -- -- 5bar/130/ 分
环境参数 0/50℃，RH ＜ 95% 0/50℃，RH ＜ 95% 0/50℃，RH ＜ 95% 0/50℃，RH ＜ 95%

尺寸（宽 x 深 x 高） 55*42*96cm 55*42*96cm 55*42*96 cm 55*42*96 cm
包装尺寸（宽 x 深

x 高）
75*56*122 cm 75*56*122 cm 75*56*122 cm 75*56*122 cm

净重
总重量（包装好）

65kg
84kg

33kg
53kg

33kg
53kg

60kg
80kg

1) 在 20℃环境温度条件下
2) 使用均衡模块可以显著提高性能

微型 / 实验室温度检验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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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I5000

HTF-12

红外校验仪

HTF-12 型高温管式炉

功能特性
 具有红外线温度校准
 可在 50 °C 到 500 °C 范围内验证红外测温仪
 57 mm（2.25 英寸）的大型黑体面源
 参考传感器插入孔
 紧凑型设计 操作简单

稳定性
CTI5000 型红外线校准仪可以用于校准超过环境温度的红外温度计，温度范围高达 500 ° C。这种新
型的便携式红外校准仪具有高准确度和稳定性，特别适合用于手持式红外温度计的校准。CTI5000 型红
外校准仪是目前市场上结构最紧凑的红外温度计校准仪。

技术参数

规格型号 CTI5000
量程 50~500℃

发射率 0.95

不确定度
± 0.8 ℃ up to 100 °C, ± 1.6 ℃ up to 200 °C, 
± 2.8 ℃ up to 500 °C

稳定性 ± 0.1 ℃ up to 100 °C, ± 0.2 ℃ up to 350 °C, ± 0.2 ℃ up to 350 °C
加热时间 30min 

制冷时间 1) 30min 
面源直径 57mm 

电源 230 V AC
重量 2.7℃ g 

1）从 500°C to 100°C

型号 :HTF-12
温度范围 :400…1200℃
稳定性 *:+/- 1℃ @ 1100℃
均匀性 *:+/- 1℃ x 50mm
工作区域 :Ø50 x 200mm
尺寸 :440 x 300 x 600mm
重量 :22kg
* 使用可选均衡模块

型号 :HTF-15
温度范围 :400…1500℃
稳定性 *:+/- 1℃ @ 1450℃
均匀性 *:+/- 1℃ x 100mm
工作区域 :Ø50 x 200mm
尺寸 :510 x 630 x 780mm
重量 :150kg
* 使用可选均衡模块

型号 :HTF-17
温度范围 :600…1700℃
稳定性 *:+/- 1℃ @ 1700℃
均匀性 *:+/- 1℃ x 100mm
工作区域 :Ø50 x 200mm
尺寸 :650 x 1700 x 570mm
重量 :400kg
* 使用可选均衡模块

HTF-15 

HTF-15 型高温管式炉

HTF-17

HTF-17 型高温管式炉

温度
高温管式炉 / 红外校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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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6000

便携式多功能校验仪

功能特性
 高准确度：达读数的 ± 0.015 %
 模拟 / 读取 13 种热电偶、13 种热电阻温度计、

电阻、电压、电流、频率、压力和脉冲序列信
号
 隔离的 mA/V 测量信道，可实现完整的变送器

校验（模拟 / 读取同步进行）
 输入定制热电阻温度计的系数
 坚固耐用型设计，易于使用

描述
CEP6000 型多功能校验仪准确度高，价格和手
持式校验仪的价格差不多，但具有无与伦比的
功能。该型号校验仪可满足固定式校验设备和
实验室仪表对功能和准确度的要求，能胜任所
有校验任务。CEP6000 型可模拟 / 读取热电偶、
热电阻温度计、电流、电压、频率、压力以及
脉冲序列信号。此外，该型号校验仪配备相应
接口，可连接外部压力模块，并且内置的隔离
mA/V 测量信道可实现完整的变送器校验。
可选外部压力传感器 CPT6600

应用
CEP6000 型功能多样，可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
如工业（实验室、生产和车间）、校验服务公
司和质量保证。

直观的操作
方向键、数字键盘、三个可软件编程设置的功
能按钮，加上一个菜单驱动的带背光的大型图
形显示器，实现了非常简单、直观且功能强大
的操作界面。

其他功能
CEP6000 型具有用于 HART™ 设备的内置 250 
Ω 电阻、24V 回路电源（兼容智能变送器和
PLC，无需使用保险丝）和串行通信端口（使
用 ASCII 指令进行完全控制）等功能，是所有
校验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此外，CEP6000
型校验仪还配备一个坚固耐用的橡胶底脚，具
有良好的抗冲击性能。

CEP6100

多功能校验仪，可生成校验
文档

功能特性
 可存储多达 21 个测试点，这些测量点可来自最多 50 个被测设备
 高准确度：达读数的 ± 0.01 %

规格 型号 CEP6000/CEP6100
显示屏 2 部分显示各占 10 处，字体高度 8mm
输入与输出
电阻温度计 Pt100 (385, 3926,3916), Pt200,Pt500, Pt1000, Ni120, 

Cu10, Cu50, Cu100, YSI400, Pt10, Pt50
热电偶 型号 J，K，T，E，R，S，B，L，U，N，C，XK，BP
电压信号 0...30 V DC
电流信号 0...24 mA 
电阻 0...400 Ω 与 400…4000 Ω
频率 / 脉冲 2 CPM … 10.00 kHz
压力 取决于压力模块
回路电源电压 24 V DC
电阻温度计频率
响应

5ms；适用于所有脉冲变送器

频率 1 ... 20 V 可选振幅
脉冲 1 ... 20 V 可选振幅（仅源热电偶）

功能特性 自动步进 / 斜坡功能，可直接输入自定义电阻温度计系
数、可设置每项输出功能的设定点，及内置 HARTTM 通
信电阻器

接口 RS-232，USB（带可选串行适配器）
电源 DC 6V，4 AA 电池
电池寿命 20 h
低电量指示器 电池寿命末端附近图标显示
容许条件
运行温度 -10 ... +50 °C
存储温度 -20 ... +70 °C
稳定性 超过 23 °C ±5 °C 时，为读数 /°C 的 0.005%
包装
材料 塑料（带保护橡胶套）
入口保护 IP 52
电磁兼容 1992 年 EN 50 082-1 和 1994 年 EN 55 022 B 类
尺寸 220.9 x 106.6 x 58.4 mm
重量 约 863 g

便携式 / 台式多功能校验仪

CPT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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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cal 100

手持式多功能校验仪

功能特性
 可测量和仿真以下参数：压力、电气信号（mA、mV、V 和 Ω）、温度（TC 和 RTD）、频率和

脉冲信号
 大型触摸屏显示
 内部压力 / 真空生成装置
 集成数据记录仪和校验功能
 可选：本质安全版本 Ex ib IIC T4

描述
Pascal 系列手持式多功能校验仪具有多种功能，是现场测试和校验工业测量仪表的理想选择，典型
应用包括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压力计、温度探头和其他测量装置的校验。
该系列校验仪配备储存器，可储存校验数据。此外，仪表和计算机通信还可实现远程控制和校验报
告下载。
Pascal 100 是一款最先进的便携式多功能校验仪，可用于测量和仿真以下参数：相对压力和绝对压
力、电气信号（mA、mV、V 和 Ω）、温度（TC 和 RTD）、频率及脉冲信号。

特性
Pascal 100 型校验仪具有大型触摸屏显示器，带有用户友好界面，可轻松快速地进行配置。
该系列校验仪还提供经过 ATEX 认证 (ATEX 94/9/CE- Ex II 2G Ex ib IIC T4) 版本，从而将校验仪
的应用范围扩展到危险区域中（仅指 Pascal 100/IS）。此外，在 ATEX 版本中还可使用 24V 直流
电源为外部传感器供电。
校验仪具备4个测量信道，因此最多可同时进行4个测量。Pascal 100配备可储存数据的板载存储器，
不但使现场应用变得更加灵活，还能对记录的测量值和校验报告进行评估。
此外，Pascal 100 还具备实时通讯功能，从而支持操作人员在实验室应用中使用计算机进行远程控
制。
Pascal 100 具备多达 2 个输入和 2 个输出模块，可进行模块化配置，且模块之间存在电位隔离。此外， 
该校验仪还可测量和仿真电气信号或温度，并配备多达 6 个压力传感器（4 个内部传感器和 2 个外
部传感器），使得操作人员能够根据其具体要求进行配置。

压力类型 压力范围 准确度 (%FS)

表压

±6kPa 0.15
±50kPa

0.025

-90…150kPa
-100…700kPa
-0.1…2.1MPa

0…700kPa
0…2.1MPa
0…5MPa
0…10MPa
0…20MPa
0…40MPa
0…70MPa 0.50…90MPa

绝压

0…150kPa

0.025

0…250kPa
0…500kPa
0…700kPa
0…2.1MPa
0…8.1MPa
0…10MPa

适用于 Pascal 系列

电流，电压，电阻
便携式 / 台式多功能校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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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cal ET

手持式多功能校验仪

功能特性
 可测量和仿真以下参数：压力、电气信号（mA、mV、V 和 Ω）、温度（TC 和 RTD）、频率和

脉冲信号
 大型触摸屏显示
 集成数据记录仪和校验功能
 可选：本质安全版本 Ex ib IIC T4

技术参数
Pascal ET 型和 Pascal ET/IS 型

基础型仪表 准确度：0.4℃（J 类型）、0.33℃ (Pt100)
指示

显示器 5 按键触摸屏

尺寸
320 x 240 荧光点
映光点尺寸：0.34 x 0.34 mm（0.013 x 0.013 英寸）

背光 LED
电器输入和输出

数量和类型 电气参数、热电阻和热电偶采用香蕉插头输入

热电阻 (RTD) Pt100（385、3616、3906、3926 和 3923），Pt200，Pt500，Pt1000（385
和 3916），Ni100，Ni120，Cu10 和 Cu100

热电偶 J、K、T、F、R、S、B、U、L、N、E 和 C 型

电压信号
输入：DC ±100 mV、±2 V、±80 V
输出：DC 20 V

电流信号
输入：DC ±100 mA
输出：DC 20 mA

频率信号 0 ... 50,000 Hz
脉冲信号 1 ... 999,999

电阻 0 ... 10,000 Ω
供电电压 DC 24 V

HART® 通信
HART® 模块 基于 HART® 一般和通用命令

电阻 HART® 电阻为 250 Ω（可激活）
回路电流 最大 DC 24 mA
供电电压 DC 24 V
压力连接 1/4" BSP（公头）连接 PSP-1 外部压力传感器
允许介质 无腐蚀性气体和液体
温度补偿 -10 … +50 °C
温度系数 19 ... 23 °C 范围之外时为读数的 0.001 %/°C

单位
bar、mbar、psi、psf、Pa、hPa、kPa、Mpa、torr、atm、kg/cm²、kg/m²、
mmHg (0 °C)、cmHg (0 °C)、mHg (0 °C)、inHg (0 °C)、mmH2O (4 °C)、
cmH2O (4 °C)、mH2O (4 °C)、inH2O (4 °C) 和 ftH2O (4 °C)

供电电压
电池类型 可充电镍氢电池

电池寿命（充满） 典型应用为 8 小时（不使用背光）
电源 AC 100 ... 240 V、50/60 Hz

允许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 -10 ... +50 °C (14 ... 122 °F)
储存温度 -30 ... +80 °C (-22 ... +176 °F)

相对湿度
工作湿度：10 ... 90 % r. h（非冷凝）
储存湿度：0 ... 90 % r. h（非冷凝）

便携式 / 台式多功能校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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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1000

高精度回路校验仪

功能特性
 准确度极高：达读数的 ± 0.015 %
 2 线制变送器的仿真、供电和测量
 分辨率高达 0.001 mA
 “% 误差”功能使得用户无需手动计算误差
 步进和斜坡功能，可实现自动校验
 测量范围：0…24mA, 0…28V

CEP3000

手持式温度校验仪

功能特性
  高准确度：配备型式 J 热电偶时为 ±0.4 °C；配备 4 线制 Pt100 热电阻温度计时为 ±0.3 °C 
（总体误差）
 对 11 种热电偶和 11 种热电阻温度计进行测量和仿真
 热电阻温度计仿真能与所有脉冲（智能）变送器一起使用
 每个输出函数可存储 9 个设定值
 坚固耐用型设计，易于操作
 准确度：0.4°C（J 类型）、0.33°C (Pt100)
 产品特性：测量和模拟热电偶和电阻温度计
 测量范围：-10…+75mV、5…3,200Ω
                     -200…1,200℃（J 类型）
                     -200…+800℃ (Pt100)

CED7000

高精度过程校验仪

集超宽校准范围、高价值、高效率于一身的台式高精度过程校验仪 
CED7000 高精度过程校验仪是性价比最高的台式校准器，用于校准各类压力和温度过程仪表。
CED7000 可以测量 / 输出 13 种热电偶和 9 种 RTD（热电阻）、电压、电流和压力（仅可读）信号，
隔离测量通道，可同时输出并测量电压、电流或电阻，从而更加简单方便地校准温度和压力变送器、
热电阻及热电偶测温仪、压力表、数据记录仪以及其他更多的热工仪表。

技术参数

量程：
0...100mA，0...100V，5…4,000Ω
-210...+1,200℃（J 型）
-200...+800℃（Pt100）

准确度： 0.003%
产品特性： 热电偶和热电阻、电阻、电流、电压和压力的高精度测量和仿真
可选外部压力传感器 CPT6600

电流，电压，电阻
便携式 / 台式多功能校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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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测试或专业校准

在线温度测量 温度感应元件的现场校准

可选：数据存储，数据后续导入到电脑

CTH6200 CEP6100 CTB9100

CTB9100 微型校验油槽可稳定控制温度
手持式多功能校准器 CEP6100 可精确测量温度并在座数据
将校准数据导入电脑，并生成校准证书

便携式温度解决方案



49

稳定性 : 最高可达 0.001 K
介质 : 水 / 油 / 硅油 / 盐
特殊功能 : 完整的交钥匙系统，无须其他配件
应用 : 测试温度传感器在温度域中的响应
标准 : VDI/VDE 3522
传感器位置 : 全自动气压动力装置，帮助您自动将被校传感器置于温度域中。
传感器直径 : 3mm, 6mm, 8mm, 9mm, 11mm ,12mmd 等
工作台规格 : 2000mm x 1000mm
温度域规格 : 1600mm x 800mm
温度域体积 : 160L
液体流速 : 0.2 ~ 0.6m/s
插入深度 : 200mm

客户专用系统和装置，配备相应的软件

WIKA 拥有被世界认可的生产基地、实验室和丰富的测量技术应用经
验，可设计出具备客户要求的自动化综合解决方案。

调节和校验台 可移动校验台

测量范围：-0.1 ... +40 Mpa，气动
 1 ... 160 Mpa，液压
精度：取决于所使用的介质
介质：压缩空气、氮气、油和水
为车间和实验室提供压力

测量范围：客户自定义
精度：达到 0.008％
介质：压缩空气、氮气、油和水
成套系统

自动化压力校验系统 自动化温度校验系统

测量范围：客户自定义
精度：达到 0.008％
介质：压缩空气、氮气、油和水
成套系统

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wika.com.cn

客户定制
校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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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卡 (WIKA) 的所有校验仪表均可通过以下各国的校验网络实现国家标准的可追溯性：德国的 DKD、英国的 UKAS、美国的 A2LA、德国的
COFRAC 以及中国的 CNAS。
除了校验仪表和相关服务，威卡 (WIKA) 苏州工厂还可为中国客户购买的所有校验仪表提供维修服务。凭借在 Mensor、德国 WIKA、英国的
DH-Budenberg 以及法国的 Desgranges Huot 培训的技术人员，我们可在当地为客户的仪表维修和维护提供协助。这样还能快速有效的响应客
户需求，减少生产和校验时间。

-0.1 … 100Mpa

我们的实验室于 2008 年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授权认可证书，并通过 ISO/IEC 17025 认证。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快速精确的压力测量仪表校验服务，测量范
围：-0.1 … 100Mpa。

我们采用高精度活塞压力计、压力传感器、机械压力表作为压力
标准，最高测量精度达 0.005%。

我们同样可为您提供快速精确的温度测量仪表校验服务。

我们的实验室拥有校验槽、管式炉、干体炉、二等标准铂电阻、
二等标准热电偶等校验设备，可提供精准完善的温度校验服务。

在温度校验方面，我们的校验范围达 -80℃至 100℃，精度 0.05K
至 1K。

-80 °C … 1100 °C

校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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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件到全套组合

利用更多附件完善仪器功能，可以获得更智能、更完整的校验系统。

我们可以提供以下附件：
压力测量方面，我们涵盖转换接头、传感器、完整服务套件等所有校验应用产品。

温度测量方面，包括客户定制钻孔探杆，微型油槽中的硅油和通信电缆等

硬件 硬件
压力 温度

软件
压力和温度

附件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