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压力变送器制造商的数据页常含有许多种不同的精度数据。但是，在大多数应用情况
下并非所有数据都是重要的。在本文中介绍了何时要考虑到哪些数据。此外，还解释了
为什么长期稳定的压力变送器在高要求工业应用中是降低成本的前提条件。  

精确 = 正确 + 精密 
测量技术中的精确由正确和精密组成。正确指的是测量值接近
实际值，而精密主要指的是测量结果在相同条件下的重复性。
因此，精密测量仪在每次测量时显示的都是相同的值。该值可
能正确，也可能错误。只在该值正确时，该仪器才精确。因此，精
确的仪器不仅要正确，还要精密。 
无论何时谈论测量值的精度，实际上都指的是最大测量值的偏
差。该偏差以测量总跨度的百分比形式给出。该最大允许的测
量值偏差是影响测量值的不确定度。因此也经常使用概念测量
不确定度或测量值不确定度。

精确、正确和精密 - 这就是压力变送器必
须长期稳定的原因

 + High precision, low correctness; 0 High correctness, low precision;  
× High precision, high correc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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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影响测量值

不同的外部因素都对测量值有影响。因此，在数据页中总是单
独列出测量不确定度的相应原因。对于压力变送器，除了实际
的压力测量不确定度之外，温度是影响测量精确度的主要因
素。为简单起见，通常指的是室温（通常为 20 - 25°C）下的基本
精度。此外，还会列出因更高或更低温度造成的误差。通常，这
些误差以每 10 K 偏差的百分比形式列出。
介质温度和环境温度都有可能对测量值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
现在约在室温时使用变速器，则可忽略温度影响。

室温时的测量值偏差

室温时的重要数据有零点偏差和终值偏差以及非线性和滞后（
通常在一个值中汇总为精度 NLH）。在室温时的测量值偏差中
汇总这些偏差 - 不相加 - （在 Trafag 也称之为精度 @25°C）。
如果在一项应用中要在实际运行之前于控制系统中将压力变
送器的测量值归零，则实际上只有 NLH 与机器的功能相关。因
为通过归零可为正确的应用排除零点误差和很大一部分终值
偏差。例如，在要监控泵压力和在启动时于控制系统中将所有
测量值设为 0 时，就是这种情况，前提是设备启动时的泵压力
始终为 0 bar。 

仅以精度 NLH 为准：在通过压力变化控
制机器时  
如果只需要压力变化控制机器，则同样只以精度 NLH 为准。对
于液压控制系统（包括泵），如果与额定值有一定的偏差，则要
引起一个反应，例如重新接通泵或打开阀门，以便将施加的压
力保持在严格控制的范围内。因此，无论现在压力实际为 10.0 

bar 还是 9.98 bar，所需状态下的有效压力是次要的；因为在
投入运行时要将大多数的机器根据一些基本参数单独地调节。
因此，只有精密（即基本上是精度 NLH，包括可复制性）起作用。
绝对正确度是次要的。
在大多数其它不仅要求精密而且要求精确的情况下，零点偏差
和终值偏差以及 NLH 都是重要的。因此，室温时的测量值偏差
数据至关重要。

温度影响测量值偏差：偏移和滞后影响

与温度引起的误差类似：如果要在达到静态工作温度之后于控
制系统中将变速器归零，或只在相同条件下与额定值存在偏差
时进行调节，例如在投入运行时，则变速器的温度误差是次要
的。由于温度影响造成的压力变送器测量值偏差同样分为偏移
影响和滞后影响。在应用中的温度情况为非静态时，至少滞后
影响始终是重要的。
在产品选择时必须考虑到现在是否要补偿压力测量的温度影
响。因为，在生产中补偿压力变送器的温度影响意味着额外费
用，这将反映在产品价格上。 

测量精确的压力值：重要的总误差带

如果在一个应用中必须测量精确的压力值（例如在作用力是
封闭的负载监控中）和在交替的温度环境下进行测量，则总误
差带 (TEB Total Error Band) 至关重要。在此汇集了所有单
个偏差。因为总误差随着室温偏差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一方面
在 Trafag 数据页中列出了这些参照已补偿温度范围终值的数
据。另一方面，通过图形中的应用温度曲线对总误差的数据进
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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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pulses: 2x nominal pressure, 17 Hz sinusoidal, temperature: 3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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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B Total error Band 
NL  Non-linearity 
H Hysteresis 
CE Calibration error 
BE Fundamental errors (noise,  
 mounting error) 

TK Thermal errors (NP [zero point],  
 SP [span]) 
R Reproducibility 
D Longterm drift 
Z Zoom factor (rel. to full range  
 of sensor)

精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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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长期稳定性：老化、应用环境等

制造商的所有规范指的都是出厂条件。通常，由于老化现象、材
料疲劳和磨损，测量值的偏差会随着压力变送器使用时间的增
长而增大。该过程是是有很大差异的，主要取决于应用条件、所
用的传感器技术和变送器的整体设计和质量。Trafag 开发的钢
薄膜技术具有渐近的长时间漂移特性，其平均值低于一年值的
三倍，而有些竞争产品在使用寿命测试时表现出测量值偏差多
年几乎都是线性增加，有些甚至累进增加。尤其是高温对长时
间稳定性具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例如要使用出厂时的精确度值
为 0.3% 的压力变送器，则即使在漂移率很低如每年 0.1% 时，
该变送器在四年至五年后已不可用。 
对于高质量和昂贵的机器和设备，压力变送器的使用寿命和长
期稳定性必须非常高。因为生产中断（甚至生产停止）将快速地
导致高成本。由于该原因，必须选择可长年确保精确度的压力
变送器。因此，降低购买压力变送器的成本是不可取的。

带有负载变化的极端测试表明，在一千万或两千万次循环后以及双倍标称
压力下传感器依然稳定且大多数情况下与初始值的偏离小于 0.1 % 。

占有优势的 Trafag 钢薄膜技术

这就是 Trafag 压力变送器的优势所在：在第一年内，它的漂移
通常低于 0.1%。即使在十年之后，测量值通常与交付状态时的
偏差低于 0.3%。 
因为没有标准的测试或检测标准，Trafag 建立了几个强制性
的使用寿命测试，这些测试可非常有效地指出仪器的弱点。其
中一个最严格的测试是负荷变化测试，在该测试时用至少 1.5 
倍的额定压力进行 2000 万次负荷变化。只有极少数竞争对手
的压力变送器可供应在不损坏传感器的情况下通过该测试的
仪器。相反，Trafag 钢薄膜传感器即使在 2000 万次负荷变化
测试后漂移仍明显低于 0.05%；即它们几乎保持原状并且完
好无损。 
对于要机器和设备长年正确且无故障工作的制造商来说，由其
安装的传感器即使长年在恶劣条件下使用后仍可始终正常工
作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因为，在工业应用中，精确、正确和精密
与出色的测量信号长期稳定性是必不可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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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ag AG sensors & controls
Trafag 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压力、温度、气体密度传感器和监
控设备供应商。除了一系列标准化、可配置的产品之外，Trafag 
还为 OEM 客户开发了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Trafag 成立于 
1942 年，总部设在瑞士，其销售和服务网络遍布全球 40 余个
国家。借助这一网络，可以为客户提供独立、专业的咨询服务
并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服务质量。高效的研发和生产部门保
证 Trafag 产品具备极佳的质量和精度且交付快速、可靠，能够
用最快的速度实现客户的需求。
www.traf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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