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缘气体密度监测 
电网行业久经考验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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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制造商对 Trafag 的信任
气体绝缘开关设备、断路器、输电线路、变压器等。

日立能源（前 ABB） 西门子能源
GE 电网解决方案 晓星重工业
现代电气 东芝能源系统
三菱电机 日进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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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ag—高科技传感器公司
Trafag 是一家总部位于瑞士的公司，成立于 1942 年，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地区拥有广泛的销售和服务网络。这使 Trafag 能
够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和称职的建议，并确保提供最佳服务。高性
能的开发和生产部门不仅保证了我们高质量和高精度产品的快
速可靠交付，而且确保定制可以在短时间内实施。

精度最高的密度监测解决方案
Trafag 代表精密、坚固且免维护的仪器，专为监测高压和中压开关设备领域的 SF6 和替代绝
缘气体而开发。 Trafag 保证在市场上最宽的温度范围内运行的非常准确、高度抗震的仪器。

有能力和以客户为导向
技术能力、制造专业知识和以客户为导向构成了 Trafag 作为一家公司的三大基石。  
Trafag 是一家完全独立的公司，总部位于瑞士 Bubikon，并在德国、捷克共和国和印度设有
制造公司。 其五分之一的员工从事研发、生产技术或应用工程领域。

以应用和解决方案为导向
这些资源的直接可用性使 Trafag 在开发和生产领域以及在感知和实施客户需求方面非常
灵活。 得益于模块化工程，Trafag 可以有效地调整其标准产品以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

以市场为导向，触手可及
Trafag 在 40 多个国家/地区保持活跃。高压技术、机械工程、液压、发动机制造、造船或铁路
技术等不同工业领域的大量客户对我们技术精湛的客户咨询服务所提供的合作表示赞赏。

适应性强、效率高
Trafag 能够在内部开发和制造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组件，这意味着 Trafag 可以在短时间内
大规模生产和小规模制造。按照 ISO 9001 严格的质量管理、洁净室条件下的先进生产设施
和严格监控的生产流程确保 Trafag 产品满足最高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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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ag 的专业知识
最高质量标准与自动化生产流程相结合

售前应用和配置
支持 技术专家帮助找到最适合特定应用的产品。

自动化制造过程
高度协调的自动化标准加上高技能人员的手动操作是领先质量和性能
的基础。Trafag 密度监测仪和传感器是根据更高的纯度要求生产的，
然后经过全面测试。设备出厂时带有客户可以随时访问的测试证书。

售后支持
Trafag 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提供真正的端到端服务和建议。 
几十年来就存在许多业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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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具有电流回路输
出的 8774 密度传感
器。后来产品组合扩
展为具有数字 
RS485/Modbus 输
出的 8775 型。

发明了振荡石英
传感元件并推出
了第一个电子密
度传感器。

发明了已成为行业标准
的参考室原理，并引入了
具有多达 3 个微动开关
的 87x0 型密度监视器。

Trafag 为国
际市场推出了
第一款带压力
开关的密度监
视器。

推出带有多达 4 个微动
开关的 87x6 型密度监
视器。同时，产品组合扩
展为 87x8 类型，用于
北极气候区。

产品组合历史
Trafag 在气体密度监测方面拥有四十多年的经验
1978 年温度补偿压力开关的开发标志着 Trafag 密度产品组合时
代的开始。压力开关与恒温器组件的巧妙结合，使进入高压开关设
备中 SF6 绝缘气体的密度监测市场成为可能。 1987 年，Trafag 开
发了具有参考气体室的开创性气体密度监测仪，该产品至今仍具有
无与伦比的精度、抗振性和耐用性。金属波纹管系统在该机械产品
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1994 年，Trafag 填补了连续气体密度测量的
空白，推出了第一款电子密度传感器。



9

20202017201420102008

引入集成绝缘气体
测试和再填充阀。

集成密度监测测试
阀的介绍。 

推出带有多达 3 个微
动开关的 87x7 型密度
监视器。

推出混合密度监测器类
型 878x（电流回路输
出）和 879x（RS484/
Modbus 输出），在一台
设备中提供开关点监测
和连续密度测量。

引入 90°（径向）过
程连接和低压指示
刻度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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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气体密度测量和监测的高压电网应用
最大安全性和准确性的挑战和影响
高压开关设备、断路器和输电线路的大多数电流传导部件都安装在充满高
效绝缘气体的压力室中。通常使用六氟化硫（SF6) ）气体。对气候危害较小
的替代绝缘气体混合物的市场份额稳步增长。这些气体的绝缘强度基本上
取决于气体密度。由于气体绝缘系统的介电强度能力是通过气体密度获得
的，因此这些隔室被填充到数百 kPa 的压力，以防止内部电弧和短路，即使
在短距离内也是如此。

绝缘气体密度监测和测
量带来的挑战和影响

温度和环境条件

一天中的极端温度波动

振动和冲击耐久性

最小的测量误差

最高精度

长期稳定性

长达数十年的
生命周期

可定制，例如在表盘设
计过程和电气连接中

易于安装，适用于
室内和室外环境

预测性维护
的指示

法律法规

工厂的持续
运营可用性

工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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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密度监测在工厂可用性和安全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只有在隔间内保持适当的气体密度水平时，才能保证高压装置的运行可靠性和安全性。泄漏
会危及开关设备的安全并违反环境法规。 SF6 是一种强烈的温室气体，因此不得泄漏到环境
中。必须满足有关 SF6 排放的严格规定（例如 F-gas 法规 517/2014），并规定对气体泄漏进行
永久监控。这是通过气体密度监视器或气体传感器来完成的，以触发安全相关的警报或切换
过程，并将状态传输到数据网络。因此，连续密度测量为安全警报触发点的监测增加了几个优
势。实时数据允许分析工厂的运行可用性以及检查窗口或预测性维护措施的实施。

所需的最高环境耐受性
气体绝缘系统通常安装在户外。 –40°C 和 +50°C 之间的温度非常常见。在北极气候区，设备的
温度甚至可以低至 –60°C。此外，即使在白天和黑夜之间存在巨大的温度波动，工厂的冲击和
振动也会对密度监测仪和相关配件产生影响。然而，密度监测设备需要几十年的长生命周期。

优越的气体密度参考室和石英音叉原理
气体密度通常由使用压力计或压力传感器的气体压力间接确定。由于密闭体积中的压力随温
度变化很大，因此此类设备需要温度补偿，从而导致误差源。 Trafag 提供两种领先的绝缘气
体密度直接监测和测量技术，提供市场上最可靠的解决方案。机械监测仪通过参考室原理直
接确定气体密度。气体密度传感器采用电子石英音叉技术直接测量密度。 Trafag 的混合密度
监视器结合了这两种技术。

SF6 和替代绝缘气体监测的典型应用
 N 气体绝缘开关设备 (GIS) 和开关站
 N 断路器（发电机、带电和死水箱）
 N 气体绝缘输电线路 (GIL)
 N 气体绝缘变压器 (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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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显示器类型 x 名称（例如 87x6）代表单独的微动开关配置。
例如，8736 型监视器包含 x = 三 (3) 个微动开关。

气体密度监测仪
绝对 SF6 和替代气体密度监测与参考气体比较

气体密度监测仪基于参考气体比较原理，因此无需温度补偿。它以机电
方式工作，因此独立于电能供应。由于不需要重新校准开关点，因此无
需维护。工作温度范围为 –60°C 至 +80°C。

 N 87x6 型机械，自作用式 见第 20 页
 N 适用于北极环境的 87x8 型 见第 21 页

气体密度传感器
使用获得专利的石英音叉进行电子绝对 SF6 和替代气体密度测量 

气体密度传感器使用石英音叉直接测量气体密度—这是 Trafag 获得专利的
独特技术。通过从这种电子操作传感器提供连续输出信号（模拟或数字）
，Trafag 为能源分配行业开辟了新的道路。加压隔间的综合密度趋势分析很
容易实现。

 N 8774 型，带电流环或脉宽调制输出 见第 22 页
 N 8775 型，带数字 RS485/Modbus 输出 见第 23 页

混合气体密度监测仪
SF6 和替代气体密度的机械监测和电子测量相结合 

混合气体密度监测仪将机械气体密度监测仪和电子气体密度传感器的优点结
合在一个紧凑的一体化设备中。凭借其连续测量输出，它非常适合隔离气体管
理趋势系统，但它还具有本地气压指示和强大的开关点警报触点。

 N 带电流环输出的 878x 型 见第 24 页
 N 879x 型，带数字 RS485/Modbus 输出 见第 25 页

产品范围概览
监控和测量设备
Trafag 的气体密度测量设备产品系列分为三个不同的产品组：机械式气体
密度监测仪、电子式气体密度传感器和混合式气体密度监测仪，以机械和
电子方式进行监测。所有三种类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适用于 SF6 和全
系列的替代绝缘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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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待监测的压力室
（例如填充 SF6 

绝缘气体） 

b  过程气体连接
（类型）

d 金属波纹管系统 

气室压力（密度）波动引起的上下运动

c  具有外部和内部波纹管容
积的参考气室 

f  密封的内波纹管容积充
满预定义的气体 

（例如 SF6) 和压力

h  多达四个电隔离微动开
关可驱动不同的增加或
减少警报开关点 (SP)

i 具有客户特定布局的指示器表盘

e  外部波纹管容积
与隔室相连，与过
程压力直接平衡

g  开关杆连接到弹
簧加载的开关板
和表盘运动 

蒸气压曲线：SF6 的等效气体密度线

代表恒定 SF6 气体密度（等距线）的示例线：
压力和温度随体积恒定的变化。

温度无关密度监测的必要性 
加压气体绝缘隔间中的密度测量完全是关于物
理的。压力、密度和温度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关
系。该关系由每种特定绝缘气体的等距线（恒定
体积过程）定义。气体绝缘隔间的绝缘性能是通
过在给定温度下产生一定压力的定义密度来实
现的。在封闭且密闭的隔间中，总密度始终保持
不变，但温度变化会导致系统压力发生变化。

操作原则
气体密度监测与参考气体比较 
参考气体比较原理由 Trafag 在 1980 年代中期发明并不断改进。今天，它
是温度补偿绝缘气体密度监测的领先行业标准，适用于对可靠性、准确性、
稳定性和寿命有很高要求的应用。

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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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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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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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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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C]

气相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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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气体密度监测仪 87x6 和 87x8  见第20、21页
 N 混合气体密度监测仪 878x 和 879x 见第24、25页

参考气体比较部署在以下 Trafag 设备中：

实际例子：

绝缘气体隔室的填充压力（密度）：6.1 bar abs。 @ 20°C，纯SF6

SP1： 5.7 巴绝对压力。 @ 20°C，降低隔间重新填充的警告开关点

SP2： 5.5 巴绝对压力。 @ 20°C，降低锁定报警开关点

SP3： 5.5 巴绝对压力。 @ 20°C，冗余递减锁定报警开关点

SP4： 6.4 巴绝对压力。 @ 20°C，增加隔间超压的高报警开关点

参考室的工厂预加压内波纹管体积：5.7 bar abs。 @ 20°C，SF6，密封，根据 SP1 

绝对监控原理（根据参考原理进行温度补偿）
密度监视器通常通过可定制的过程连接 (b) 直接安
装到高压设备 (a) 的压力室。 Trafag 密度监测器基
于参考室 (c)，其中包含金属波纹管系统 (d)，该系统
使用客户特定的绝缘气体进行预加压。金属波纹管
系统允许压力室气体和参考室中的气体填充的直接
温度耦合。环境温度变化对气体室内压力（等容变
化）的影响程度与它们对参考室压力的影响程度相
同。因此，温度对绝缘气体压力的影响在本质上得到
了补偿，并且在任何温度下，一个非常精确的绝缘气
体压力 @ 20°C（等于密度）显示在表盘 (i) 上。不会
因温度引起的压力变化而触发错误警报。参考气体
室和压力室都是密封系统。环境压力对工作原理没
有影响。因此，这是一个绝对的监控原则。

波纹管系统驱动微动开关 压力
更具体地，绝缘气体隔室的密度通过外部波纹管容
积 (e) 与参考室的密封内部波纹管容积 (f) 的预定
义密度进行比较。如果气室的密度发生变化，波纹管
系统通过一个开关杆和一个弹簧加载的开关板 (g) 
驱动多达四个独立的微动开关 (h)。每个微动开关都
可以在工厂校准为增加或减少压力警报。这意味着
当密度低于预定义的开关点 (SP) 设置时，微动开关
触 点 会 逐 渐 关 闭 或 打 开 。开 关 点 精 度 在 
-25°C、+20°C 和 50°C 下进行了工厂测试。

高要求户外应用的支持措施
如果局部环境影响阻碍压力室 (a) 和参考气体室 (c) 
的直接温度耦合，例如室外安装有昼夜太阳辐射或
快速变化或极端天气条件，则专门设计的隔热罩可
保 持 压 力 之 间 的 必 要 相 等 隔 室 和 参 考 气 体 室 。 

如果绝缘气体隔室压力 (a,e) 因泄漏而下降，密封的
内波纹管容积压力 (f) 对下降隔室压力产生影响。带
开关板 (g) 的开关杆向下移动。当压力在 5.7 bar 
abs 时降至开关点 1 (SP1) 以下。在 20°C 时，第一
个微动开关切换并引发第一个警报。通常，第一个警
报表明必须重新填充压力室。如果压力进一步下降，
在示例中低于 5.5 bar abs。 @ 20°C，然后通常再切
换两个冗余微动开关（SP2 和 SP3）。默认情况下，这
些开关点用作紧急停止；不再保证系统的运行安全。
第四微型开关(SP4)例如可用于在压力室的再填充
例程期间监测不期望的过压状况。如果压力升至 6.4 
bar abs 以上。在 20°C 时，微动开关切换并引发高
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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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ag
Dichtesensor

 N 气体密度传感器 8774 和 8775 见第22、23 页
 N 混合气体密度监测仪 878x 和 879x 见第24、25 页

使用石英音叉的电子气体密度测量部署在以下 Trafag 设备中：

a  要测量的压力室
（例如填充 SF6 

绝缘气体）

b  过程气体连接（类型）c  测量室与过程压力直接平衡

d  真空下石英音叉
e  被绝缘工艺气体

包围的石英音叉

f  带有集成数字温度
传感器的信号处理
单元

g  信号输出连接器（类型）

集成工艺气体过滤器
（参见第 19 页）

密度传感器通过可定制的过程连接 (b) 安装到压力
室 (a)。因此，绝缘气体隔间和传感器测量室 (c) 中的
密度是平衡的。 Trafag 密度传感器通过比较真空下
石英振荡器的恒定共振频率 (d) 与被绝缘工艺气体
包围的相同石英的共振频率 (e) 来使用物理学。 

不同密度的气体会影响工艺气体环绕石英音叉的预
设谐振频率。检测密度变化的响应时间小于10ms。
谐振频率的偏移与绝缘工艺气体的密度成正比。数
字处理单元具有一个额外的温度传感器 (f)。测量信
号在可选择的出口连接器 (g) 上提供。

操作原则
使用石英音叉进行电子绝对气体密度测量
Trafag 在 1990 年代中期推出了石英音叉密度测量技术。它是需要连续和
长期无漂移密度测量和数据采集的选择。音叉技术因其在时钟中用作时频
标准而广为人知。将振荡的音叉暴露在不同密度的气体中会导致其共振频
率的偏移和衰减。这是一种直接的密度测量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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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充气后传感器信号输出达到精度公差
带所需的瞬态初始响应时间。

参考气体室、波纹管系统和过程连接由不锈钢制成。

Trafag
Dichtesensor

测量室和过程连接由不锈钢制成。
工艺气体过滤器可防止腐蚀性副产品。

集成工艺气
体过滤器

设备被抽真空 
连同隔间充气前

将设备连接到
已经加压舱

具有参考气体比较装置的对策

工艺气体连接、参比气体室和波纹管系统的材
料经过特别选择，可承受氢氟酸和亚硫酰氟。
使用高合金不锈钢1.4404、1.4435、1.4571

（AISI316L、AISI316Ti）。

采用石英音叉技术的设备的对策

石英音叉需要先进的对策来阻止绝缘气体中
可能出现的腐蚀性副产品的进入。工艺气体连
接和测量室的材料经过特殊选择。使用高合金
不锈钢 1.4404 和 1.4435 (AISI316L)。额外的
集成工艺气体过滤器可防止细小磨损颗粒并
吸收腐蚀性气体。

密度传感器的集成工艺气体过滤器的响应时间

在正常运行期间，可在不到 10 毫秒的时间内
检测到绝缘气体密度变化。集成过滤器元件在
安装和初始绝缘气体填充后会产生瞬态响应
时间。因此，过程室和传感器测量室之间的气
体均衡时间最短。

操作原则
针对腐蚀性 SF6 副产品的对策
SF6 在正常使用期间是惰性的。当充满 SF6 的气室内发生放电时，会出现机
械磨损、有毒和对材料具有侵蚀性的副产品。可能出现的两种主要副产物
是氢氟酸和亚硫酰氟。两者都可能对材料选择不当造成长期损害。磨损颗
粒会导致传感元件退化。 Trafag 通过使用合适的材料和额外的集成工艺
气体过滤器来处理它。

信
号

输
出

[%
]

精度公差带

时间[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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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的低压指示器监测除正常操作外的情况，
例如当隔间充满运输压力或被抽真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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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ag 通过各种颜色编码和压力单位（包括双量程指示）为指示器表盘提供最大的定制灵活性。这还包括将
表盘方向旋转 90°/180°/270°，以便为受限安装提供最佳可读性。

特征
 N 适用于 SF6 和各种替代混合气体
 N 所有温度下的精确开关输出
 N 无触点弹跳，冲击和振动稳定性高
 N 室内外使用
 N 免维护

气体密度监测仪 87x6
在恶劣环境中具有最高开关点精度的密度监测
机械式自动气体密度监测仪 87x6 基于卓越的参考气体原理，通过设计进行温度补偿。因此，它满足宽温度
范围内苛刻应用的标准。可以监测当今全系列的绝缘气体混合物。这款精确且免维护的密度监测仪配备高性
能微动开关，在室内和室外应用中可靠运行数十年。

数据表 www.trafag.com/H72511
压力接口 www.trafag.com/H72502
操作说明 www.trafag.com/H73511

技术数据 
监控原理 带有密封相对舱的绝对压力测量

系统，从设计上满足温度补偿
监控范围 0 ... 1100 kPa 绝对压力 @ 20°C
监控输出 浮动转换触点 (SPDT)
开关点数量 1 ... 4 微动开关
开关精度  
@ 20°C

± 8 kPa 最大

环境温度 -40°C ... +80°C
防护等级 IP65和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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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N 适用于北极气候的精确开关输出
 N 液化时的开关信号
 N 适用于 SF6 和各种替代混合气体
 N 无触点弹跳，冲击和振动稳定性高
 N 免维护

气体密度监测仪 87x8
严苛的北极气候区的密度监测
气体密度监测器 87x8 允许监测严苛的北极气候区的所有绝缘气体混合物，并配备多达四个高性能微动开
关。参考室通过设计进行温度补偿，并在由于温度极低而导致绝缘气体液化的情况下产生警报切换信号。这
种精确且免维护的监视器在数十年内可靠运行。

数据表 www.trafag.com/H72513
压力接口 www.trafag.com/H72502
操作说明 www.trafag.com/H73513

技术数据 
监控原理 带有密封相对舱的绝对压力测量

系统，从设计上满足温度补偿
监控范围 0 ... 1100 kPa 绝对压力 @ 20°C
监控输出 浮动转换触点 (SPDT)
开关点数量 1 ... 4 微动开关
开关精度  
@ 20°C

± 8 kPa 最大

环境温度 -60°C ... +80°C
防护等级 IP65和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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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气候对气室和密度监测提出了最
高要求。主要的安全方面是绝缘气体
可能液化时的警报。 

低温会导致工艺气体液化。液化导致
快速压降，可以暂时触发警报开关点。
气体密度监视器 87x8 保持警报状态，
直到再次超过警报触发水平，同时恢
复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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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6 气体密度：电流回路输出SF6 气体密度：脉冲序列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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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脉宽调制具
有密度和温度数
据。 Trafag 提供
气体密度、SF6 或
替代绝缘气体在 
20°C 下的标准化
气体压力以及脉
冲宽度到温度的
转换的转换公
式。

电流环输出的分辨率为 6.5 20毫安。 
Trafag 为 SF6 和替代绝缘气体提供气体密
度和标准化气体压力@20°C 的转换公式。 

特征

 N 连续测量 SF6 和替代气体密度
 N 电流环输出
 N 可选脉宽调制输出
 N 长期无漂移输出信号 
 N 无需额外保护的户外应用
 N 免维护

气体密度传感器 8774
使用电流环或脉宽调制输出进行连续密度测量
8774 型传感器专为绝缘气体的密度测量而设计。这种独特的专利传感器技术使能源分配行业能够在气体绝
缘压力舱中实现全面的趋势分析和数据采集。它直接连续测量气体密度，提供模拟电流或数字脉冲宽度输出
信号。趋势分析有助于更快地发现可能的泄漏，为预防性维护措施提供数据，从而有助于遵守温室气体法规。

数据表 www.trafag.com/H72507
操作说明 www.trafag.com/H73507

技术数据 
测量原理 振荡石英传感器
测量范围 0 ... 56.1 kg/m3 或 0... 60kg/m3

0 ... 1100 kPa abs. @ 20°C
传感器输出 6.5...20mA电流回路或数字脉宽

调制，带密度和温度输出信号
测量精度 ± 1.0 % F.S. 典型值
環境溫度  -40°C ... +80°C
防护等级  IP65 和 IP67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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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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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 脉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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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bus 通讯设置

开放可用的 Modbus 协议是通过串行 RS485 线路
在电子设备之间传输数据的理想通信层。它是一个
客户端/服务器协议。一个客户端控制与响应客户
端请求（读取或写入数据）的多个服务器（传感器）
的数据事务。在标准 Modbus 串行网络中，有一个
客户端和多达 64 个服务器（传感器），每个服务器
都有一个唯一的服务器地址。

 传感器 1 传感器 2 传感器 64

Modbus 
服务器

读/写请求

Modbus RTU (RS485) 串行线

读/写请求回复回复

特征

 N 连续测量 SF6 和替代气体密度
 N 数字 RS485/Modbus (RTU) 输出
 N 长期无漂移输出信号
 N 无需额外保护的户外应用
 N 免维护

气体密度传感器 8775
带数字 RS485/Modbus 输出的连续密度测量
8775 型数字传感器专为绝缘气体的密度测量而设计。它旨在集成到 Modbus 传感器网络中。这种独特的专
利传感器技术使电力行业能够实现全面的趋势分析和数据采集，有助于更快地发现可能的泄漏，为预防性维
护措施提供数据，从而有助于遵守温室气体法规。

数据表 www.trafag.com/H72519
操作说明 www.trafag.com/H73519

技术数据 
测量原理 振荡石英传感器
测量范围 0... 60kg/m3

0... 1100 kPa abs. @ 20°C
传感器输出 气体密度 [kg/m3]， 

气体压力 [kPa abs.] @ 20°C, 
气体温度 [K],  
气体压力 [kPa abs.] @温度变量 [K]

测量精度 ± 1.0 % F.S. 典型值
環境溫度  -40°C ... +80°C
防护等级  IP65 和 IP67



www.trafag.com 24

p = 0

34
31
32
24
21
22
14
11
12

1

2

3

工作时间

灌
装

压
力

第一次报警

锁定警报

预防性维护
时间段

密度监测基于最多三个电隔离微动开关，
这些微动开关可触发不同的警报信号。

通过 2 线电流回路输出提供密度测量。它提供潜
在气体损失或齿轮状态的基本趋势信息，因此可
以确定预防性维护措施。

特征

 N 适用于 SF6 和各种替代混合气体
 N 所有温度下的精确开关输出
 N 高冲击和振动稳定性
 N 连续测量气体密度
 N 电流环输出
 N 长期无漂移输出信号
 N 免维护室内外使用

混合气体密度监测仪 878x
结合电流环输出的密度监测和测量
混合气体密度监测仪将自作用监测与高性能微动开关和绝缘气体的连续密度测量结合在一个设备中。它涵
盖了要求苛刻的应用，并在非常宽的温度范围内保持最高精度。趋势分析有助于更快地发现可能的泄漏，为
预防性维护措施提供数据，从而有助于遵守温室气体法规。这种精确且免维护的混合密度监测仪在室内和室
外应用中可靠运行数十年。

数据表 www.trafag.com/H72511
压力接口 www.trafag.com/H72502
操作说明 www.trafag.com/H73511

技术数据 
监控原理 带有密封相对舱的绝对压力测量

系统，从设计上满足温度补偿
测量原理 振荡石英传感器
监控范围 0 ... 1100 kPa 绝对压力 @ 20°C
测量范围 0 ... 56.1 kg/m3 

0 ... 1100 kPa 绝对压力 @ 20°C
输出信号 浮动转换触点 (SPDT)
开关点数量 1 ... 3 微动开关
传感器输出 6.5 ... 20 mA 电流回路
开关精度  
@ 20°C

± 8 kPa 最大.

测量精度 ± 1.0 % F.S. 典型值
环境温度 -40°C ... +80°C
防护等级 IP65和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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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Ω

P=0

A (data –)

B (data +)

GND

11

14
12

31

34
32

21

24
22

Connect shield directly on
EMC cable gland

Data cable
(0.14 - 1.5 mm2, AWG 26 - 16),
shielded twisted pair, impedance >100 Ω 

Connect shield directly on
EMC cable gland

Termination resistor must be set ON 
for first and last device in bus
(factory default: resistor OFF)

120 Ω

P=0

A (data –)

B (data +)

GND

11

14
12

31

34
32

21

24
22

Connect shield directly on
EMC cable gland

Data cable
(0.14 - 1.5 mm2, AWG 26 - 16),
shielded twisted pair, impedance >100 Ω 

Connect shield directly on
EMC cable gland

Termination resistor must be set ON 
for first and last device in bus
(factory default: resistor OFF)

调频

调频

神父

工艺气体

工艺气体中的石英

真空中的石英

振荡器

振荡器

温度

混合
器光耦合器

微处理器
/ RS485 驱动器

供应

密度传感器 RS485 Modbus
X2 

（密度传感器 接线端）

开关 3

开关 2

开关 1

X1  
（微动开关接线端子）

密度监测微动开关和传感器数据信号由独立的接线端子隔开。

特征

 N 适用于 SF6 和各种替代混合气体
 N 所有温度下的精确开关输出
 N 高冲击和振动稳定性
 N 连续测量气体密度
 N 数字 RS 485/Modbus (RTU) 输出
 N 长期无漂移输出信号
 N 免维护室内外使用

混合气体密度监测仪 879x
结合数字 RS485/Modbus 输出的密度监测和测量
混合气体密度监测仪将绝缘气体的自作用监测和连续密度测量结合在一个设备中。数字 RS485/Modbus 输
出允许对气体密度、气体压力和气体温度输出数据进行参数化。趋势分析有助于更快地发现可能的泄漏，为
预防性维护措施提供数据，从而有助于遵守温室气体法规。这种精确且免维护的混合密度监测仪在室内和室
外应用中可靠运行数十年。

数据表 www.trafag.com/H72517
压力接口 www.trafag.com/H72502
操作说明 www.trafag.com/H73520

技术数据 
监控原理 带有密封相对舱的绝对压力测量

系统，从设计上满足温度补偿
测量原理 振荡石英传感器
监控范围 0 ... 1100 kPa 绝对压力 @ 20°C
测量范围 0 ... 60 kg / m3 

0 ... 1100 kPa abs. @ 20°C
输出信号 浮动转换触点 (SPDT)
开关点数量 1 ... 3 微动开关
传感器输出 气体密度 [kg/m3]，气体压力 

[kPa abs.] @ 20°C, 
气体温度 [K], 气体压力 [kPa 
abs.] 
@温度变量 [K]

开关精度  
@ 20°C

± 8 kPa 最大.

测量精度 ± 1.0 % F.S. 典型值
环境温度 -40°C ... +80°C
防护等级 IP65和IP67

DC

DC

DC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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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间浸入式过程连接 
隔室浸入式是一种储罐压力连接装置，旨在连
续匹配工艺气体并监测探头温度。这允许进一
步最小化参考室和储气罐之间的温度不平衡。
带有集成截止阀的卡口接头允许在过程室加压
时进行安装。

热泡沫盖 
热泡沫盖旨在为密度监测器提供
长期元件保护和专用热惯性。建议
用于具有高太阳辐射或极端昼夜
温度波动的室外安装（例如高海
拔、北极、沙漠）。

带独立隔热圈的防风雨罩 
天气保护罩旨在为密度监测器提供长期
元件保护。探头外壳的绝缘环在适度变
化的气候中增加了热惯性。探头外壳是
监测器的下部，参考气室和振荡石英传
感器位于该部分。

庇护选择
适用于苛刻的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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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工艺气体测试和重新填充模式

关闭

普通手术

打开

监控测试模式

关闭

普通手术

集成工艺气体测试和再填充阀 
测试和再填充阀提供两个基本功能。首先，它提供了现场分析压力室气体质量的能力。另一方面， 
它是一个再填充阀，允许直接向压力室补充绝缘气体。在标称系统压力下的正常运行期间， 
测试或再填充设备通过标准化的 DN8 端口连接。

集成密度监测测试阀 
温室法规要求对使用过的设备进行定期验证。测试阀允许就地微动开关点或传感器检查， 
而无需从压力室卸下监测器。在标称系统压力下正常运行期间，测试设备通过标准化的  
DN8 端口连接。

阀门选项
便于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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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法国
大不列颠
印度
意大利
日本
奥地利
波兰 (合资企业)
俄罗斯 (合资企业)
瑞士 (总部)
西班牙
捷克
美国

丹麦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爱沙尼亚
芬兰
希腊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匈牙利
冰岛
印度尼西亚
以色列
韩国
拉脱维亚

立陶宛
马其顿
马来西亚
墨西哥
黑山
荷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
挪威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葡萄牙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新加坡
斯洛伐克
南非
瑞典
台湾
泰国
土耳其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乌拉圭
越南

代表子公司

全球领先，世界信任，总部设在瑞士
可靠质量

可
能

会
有

变
动

    
 11

/2
02

1 
    

H7
05

58
a

到代表们的坐标可以在 www.trafag.com/trafag-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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