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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ST-实现自由安装的流量传感器

FCST-...NA FCST-...A4 F(T)CST-...A4P

传感器形式

分体式探头 

紧凑型  

监测

流量   FCST/FTCST

温度 1) FTCST

检测范围

水 1…150 cm/s 1…150 cm/s 1…150 cm/s
  5…150 cm/s2)

油 3…300 cm/s 3…300 cm/s 3…300 cm/s

温度范围

环境 -20…+80 °C -20…+70 °C

介质 -20…+80 °C
+10…+120 °C

-20…+80 °C -20…+80 °C

过程压力

≤ 100 bar ≤ 100 bar ≤ 100 bar

响应时间

典型值. 2 s 典型值. 2 s 典型值. 2 s
  典型值. 3 s2)

输出形式

PNP NO-NC/24 VDC1)

继电器 NO-NS/ 
20…125 VDC1)

继电器 NO-NC/ 
20…250 VAC1)

4…20 mA1)

IO-Link1)

PNP NO/24 VDC PNP NO/24 VDC
继电器 NO-NC/24 VDC
继电器 NO-NC/115 VAC
继电器 NO-NC/230 VAC

4…20 mA

材质

传感器 不锈钢 1.4571 不锈钢 1.4571 不锈钢 1.4571

外壳 不锈钢 1.4404 PBT

螺纹适配器FCA-FCST

G1/4   

G1/2   

G1/2 (L037)   

N1/2   

G3/4   

1) 基于外部处理单元FM...-IM
2) 在线式传感器型号仅用于水介质
3) 根据所选择的传感器型号

FCST-实现
自由安装的流量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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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ST-可自由安装的流量传感器

G1/4
G1/2

G1/2
N1/2

G3/4

D <25 mm
D <15 mm D <12 mm

FCA-FCST…

FCST-…A4P

FTCST-…A4P
FCST-…A4

FCST-…NA

°C
cm/s

Monitoring
°C

4...20 mA

°C
CapableMonitoring

°C
4...20 mA

4...20 mA

量高低限值来选择典型的开关量输出信

号，非线性或线性的模拟量输出。

如果您通过IO-Link协议将远程探头连

接至FM流量处理器模块，就可以监测

介质温度以及故障报警，即使功能如

此丰富，传感器仍然具有易操作性，

可以通过示教按钮进地或者IO-Link将

传感器参数传输至高层控制单元，以

及通过PACTware对传感器进行参数配

置。且带有各种诊断功能，TURCK的全

系列流量传感器完全满足用户现场的

自动化需求。

流量监测在工厂及过程自动化中具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流量传感器主要用于监

测流速，不需要过高的测量精度以及昂

贵的测量方式，而是节省成本及具有高

重复精度的预设报警点的安全监测。其

中典型的应用比如冷却回路的监控，泵

空转保护，排气管道以及空调通风系统

的气体监控。

为了监测流量的急速变化并将流量状态

显示至控制单元，电子式流量开关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高重复精度是最重要的

性能参数，不仅用来检测流量限值而且

还有流速变化趋势。

电气输出信号可根据相应的应用需求进

行选择，基于是否监测连续的流速或流

360°自由安装 模块化设计

籍由其模块化设计理念，可

被自由安装在流量管道上，

过程连接灵活，易安装及排

布，对于流量监控是非常重

要的产品特征。

我们的螺纹连接适配器，具

有各种螺纹尺寸，给用户提

供灵活的连接选择，因此螺

纹适配器系统可以自由调整

以方便应用于各种场合。

分体式探头-IO-Link 温度监测

如果您将分体式探头连接至

符合IO-Link协议的FM信号

处理器上，不仅可以监测流

量，还可以监测介质温度，

以及故障报警并通过IO-Link

进行过程值的读与写。

除了监测流速，紧凑型的

FTCS还可以监测介质温度， 

特殊型的高温分体探头可

以通过信号处理器监测高达

120℃的介质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