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体传感器

   —家族简历

SC1203Sense it!  Connect it!  Bus it!  Solve it!

专门针对小管径流量定量检测

可用于高温高压、强酸强碱流体，

卫生及危险场合的定性流量监控

集多种输出方式于一体的智能压力

传感器

用于普通及卫生场合，多种配套方

式可选的温度传感器

实现多种材料的非接触式物位检测的

电容式传感器

用于旋转执行器检测的电感式传感器

www.turck.com.cn



公 司 简 介 

TURCK·图尔克

TURCK（图尔克）是全球著名的自动化品牌，

旗下囊括近15000种丰富多样的传感器产品、工业

现场总线产品、过程自动化产品和各类接口及接插

件产品，为工厂自动化及过程自动化提供了高效率

和系统化的全方位解决方案。目前，总部位于德国

的图尔克集团已在世界27个国家建立分公司、拥有

超过3000名雇员，并通过代理与另外60个国家建立

商业往来，年营业额近4亿欧元。

TURCK（图尔克）作为工业自动化领军企业已

有40多年的历史。凭借世界一流的设计、生产技术、全系列的产品线、优异的质量和遍布全球的销售服务网

络，TURCK不仅能为用户提供及时专业的技术支持与定制产品，还能确保直接在现场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

优质的系统化解决方案。

图尔克·中国

1994年图尔克集团正式在中国投资设立分公

司，以便最大化地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并为本

地客户提供零距离的定制化服务。同年9月8日，

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作为德国图尔克

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

成立。

历经18年的稳健发展，集生产、销售、系统

集成、工程服务为一体的图尔克中国公司，已逐

步发展成为图尔克集团在亚太地区的生产及销售

中心。

目前，图尔克中国公司年销售额逾4.6亿人民币、员工500余人，并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

阳、无锡、成都、西安等23个城市设立办事处，已成功为10000多家中国客户提供专业的产品和服务，客户遍

布全国各行业。

图尔克是值得您信赖的“自动化元器件全系列供应商”和“全方位解决方案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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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传感器 独特的原理实现对介质有效定性检测！

工作原理

应用举例

        TURCK流量监控器是基于热交换

原理设计的（热传递/热损失过程）。

其内部使用了两个热敏电阻，组成一

个惠斯通电桥，其中一只电阻受被监

测流体介质温度的影响，另一只连接

到一个加热元件上。当给设备上电

后，加热线圈将电能转化成热能。如

果管道内没有流动，两个热敏电阻反

映出的电阻偏差是一个固定值。

        而当流体介质流过流量监控器

时，加热线圈产生的热量将被带走一

部分（取决于介质的流速），从而使

加热线圈的温度相应降低，同时使两

只热敏电阻之间的偏差值改变，最终

的结果使得电桥的输出电压改变。

        通过测量、比较桥路的输出电压

值，就可以准确地了解流体介质的实

际流动状态。

应用于化工、石化行业，以及相关的

生产过程领域

泵功能检测，泄露和液位控制等，在

危险场所中监控流体介质的流量，监

控腐蚀性流体介质的流量。

应用于空调、通风系统，以及相关

的系统工程

空调工艺，冷却系统

吸风机，空冷机控制

应用于水利行业

水分配系统中泵的控制（空载保护）

应用于汽车制造，金属加工和钢铁

冶炼行业

冷却液和润滑液的流量

液压和供水系统

应用于食品加工、制造行业，以及相

关的系统工程

食品加工（无菌环境）

清洗过程，过滤器状态检测

安装方式灵活多样。

丰富的产品类型，可进行各种介质的检测。

输出形式多样，可提供晶体管、继电器、

模拟量（电流）信号输出，最高限度满足

控制需要。

2 3

产品特点

6个LED灯，清晰指示介质流动状态。

动作点现场设定，操作简便可靠。

杰出的产品性能：耐压最高500bar，
温度可至120    ，温度梯度250K/min,
保证产品可靠工作。

通用技术参数

50...3000cm/s

（晶体管输出）

（继电器输出）
120

电气参数

, 500bar

环境参数

机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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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诊断功能及

IO-Link/HART接口

新型的FM-IM系列信号处理器集合

了易操作性，高实用性及各种连接形式

于一体以适应最新的需求。

所有的 TURCK FCS (插入式) 与 

FCI  (在线式) 系列流量探头都可以通

过信号处理器进行设定，基于热交换

原理的流量传感器可连续检测流速以

及介质温度。

新一代的信号处理器 FM/FMX
用于流量探头的智能信号处理器

多功能性 简单的配置

信号处理器具有IM DIN导轨安装

设计，可通过按键或者IO-Link/HART

接口进行参数配置，用户可通过快速示

教功能进行开关点的设定。 

不管是断线，短路还是流量范围

监控，根据用户需求，诊断结果都可以

通过LED灯以及10段LED链进行显示。

基于其多功能性，FM-IM系列极易

于集成在一些自动化系统中。对于某些

应用场合比如泵空转保护或者冷却回路

的监控以及惰化系统中。

快速示教功能以及直观的

菜单结构使得高低限流量

值及开关点调整简单，流

量和温度范围极易设定。

信号处理器具有两种操作

模式：用于传统的开关量

的SIO模式（标准IO）以及

IOL模式（IO-Link）传输

12位过程值，信号处理器

可通过按钮或 I O - L i n k /

HART® 通讯接口实现远程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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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产品类型 综合了LED显示及诊断功能

FM系列产品有6种型号，其中

的3个型号是与危险区域流量

探头进行连接的本安型产品，

其余3个用在非防爆要求的普

通场合，具有PNP晶体管输

出，继电器输出以及4...20mA

电流模拟量输出。

用户可以选择本地及选程

的诊断功能，例如，断

线，短路，流量范围监控

以及流速和介质温度的

LED显示。

7

流

量

产品特性

● 监控介质的流速以及温度

● 可用于连接非防爆区域和防爆区域应用的流量探头

● 创新的快速示教功能，实现便捷地参数设定

● 可通过IO-Link或 HART® 协议进行通讯。

● 丰富的输出类型：晶体管、继电器以及4…20mA电流信号

● 综合性的显示及诊断功能

应用

TURCK公司所有的流量探头产品，包括：FCS系列（插入式流量探头）和FCI系列（在线式度情况流量探头）都可以与新

型的FM/FMX系列信号处理器自由连接。插入式和在线式的流量探头产品是基于热导式的检测原理，这种检测原理非常适合于监

控液体、气体的流速与温度情况。需要强调的是，热式的流量开关还可以应用于防止泵体空转的限制保护。由于数字信号的传输

是通过IO-Link通讯技术来完成的，因此数据传输受磁场干扰的程度大为降低。这就保证了新型的FM/FMX系列流量信号处理器在

与IO-Link主站连接的时候可以采用标准的非屏蔽导线。



涡街流量计 (FCVI)   

特性

        应用于水处理场合的新型
在线式流量计基于涡街生成原
理，尤其适合高测量精度的流
量检测，流量范围是2-20L/min ，
测量精度为整个量程的2% ，它
具有快速的响应时间(s)，即使
在强烈的温度波动下，仍然能
够保证稳定的显示，此特点尤
其适合于过程及冷水回路的监
控。可用于现场测量需高精度
及流量显示的所有场合。

 

功能

涡街测量原理

         涡街流量计的测量基于流量分离原理也叫卡曼
涡流，如果一确定的非流线型阻流体置于流体（小
流量）中，涡流在某个确定的频率分离（卡曼涡街），
检测出的涡流分离频率与流速（流量）成正比。

• 密码保护

• 带有开关量输出及线性4…20 mA模拟输出

 

• 常开/ 常闭可编程

• 可调节量程内的开关点

• 测量精度2%

• 具有开/关延时，可调整范围在0-50秒内

 流量计可通过前面板按键编程• 

M12 x 1电气连接 • 

为满足客户对流量定量性测量的要求，TURCK专为您量身定做了在线式流量监控器及流量计，新产品的推出使得流量

监控产品系列更加全面，性能更加完善，我们的新产品定位在小流量测量的高端市场，满足了客户要求在某个应用工况

得到当前实际 流量值的要求，它的诞生进一步延伸了过程控制传感器的应用领域。

在线式小管径流量计

专为您提供在线式小管径流量监控最优解决方案!

磁感应流量计 (FCMI)

广泛的应用

    磁感应式流量计FCMI专为测   

量各种具有最小电导率的导电性

液体设计，可应用于各种介质和

工业场合，其优势在于动态测量，

测量精度为2%，测量范围1-40l/min
尤其适合小至中等流量测量。

节省成本

    磁感应式流量计 在流体中无

机械可移动部件，免维护，避免

流体中存在残余物，由于传感器

的免维护和坚固性，它无需更换，

节省了成本并提高了实用性，与

其它的测量原理相比，电磁流量

计无需减小管径和采用插入式安

装，这就意味着无压力损失，因

此就不存在使用传感器导致的操

作成本增加。

• 测量精度为整个量程的2%

• 无需插入式安装，无压力损失

• 具备高实用性而降低成本

• 最小电导率10μS/cm(水15μS/cm)

• 通过面板按钮编程（设有密码保护）

• 具有开关量以及线性4-20mA模拟量输出

• 通过压紧金属圈或适配器来进行过程连接

电磁感应原理

        电磁流量计的测量基于法拉

第电磁感应定律，磁场穿过测量

管道而形成的洛仑兹力使自由运

动的带电粒子偏离管壁，因电荷

的分离产生电势，通过安装在管

道两侧的电极检出，根据已知磁

场和电极间距，两电极的电势与

流速成正比，从而测得流量。

特性

水

5%

10%

15%

20%

25%

30%

防冻液比例

功能与特点：

FTCI-15D15A4P...

FTCI-10D10A4P...

FTCI-18D15A4P...

l/min

0 10 20 30 40

1

2

4

即使当冷却水中加入防冻液，新的

FTCI 流量监控器也能够方便的进

行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通过设定

防冻液的加入比例（0...30%）即

可满足可靠检测的要求。

新一代在线式流量监控器FTCI具有

3位7 段数显功能，能够实时显示管

路内介质的流量（l/min）。FTCI 具

备的快速响应特性及显示功能，使

得它尤其适于检测冷却水的流量，

即使介质温度发生剧烈波动，也不

会影响其检测可靠性。

流量与温度监控器(FT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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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感应原理

        电磁流量计的测量基于法拉

第电磁感应定律，磁场穿过测量

管道而形成的洛仑兹力使自由运

动的带电粒子偏离管壁，因电荷

的分离产生电势，通过安装在管

道两侧的电极检出，根据已知磁

场和电极间距，两电极的电势与

流速成正比，从而测得流量。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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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CI-15D15A4P...

FTCI-10D10A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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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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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当冷却水中加入防冻液，新的

FTCI 流量监控器也能够方便的进

行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通过设定

防冻液的加入比例（0...30%）即

可满足可靠检测的要求。

新一代在线式流量监控器FTCI具有

3位7 段数显功能，能够实时显示管

路内介质的流量（l/min）。FTCI 具

备的快速响应特性及显示功能，使

得它尤其适于检测冷却水的流量，

即使介质温度发生剧烈波动，也不

会影响其检测可靠性。

流量与温度监控器(FT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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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300/500/600系列智能压力传感器为您的应用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智能压力传感器

PS500

PS300

• 最大的操作灵活性
新一代的压力传感器提供了两个凸起的按钮，用于
快速的菜单翻转与选择，另外还具有一个嵌入式按
钮用于修改值的安全存储。

• 最高的安装适应性
通过具有一个倾斜显示屏的可以自由旋转的传感器
本体和读出值可经软件翻转180°的设计，实现安装
柔性最大化。

• 最高的精确度
测量精度达到满量程的0.5%，仅使用少量不同的产
品即可覆盖较大范围的压力监控的应用。

• 最高的系统安全性
拥有专利技术的防介质泄漏的坚固设计，结合
IP68/IP69K的防护等级，确保非凡的操作安全性。

 

PS600

-1....600 bar

0.5%高精度连续压力检测

四位七段LED清晰显示

不同模式实现多点独立压力监控

操作简便

IP68/IP69K

IO-Link 通用协议

PT-2

PC200
PT-1

产品突出性能

应用举例

• 可应用于冶金行业的轧钢工艺段的冷轧，热轧及
精轧的液压及润滑回路油压检测。

• 可应用于汽车行业的动力总成，冲压车间的液压
及润滑系统的压力检测、焊装工艺的夹具液压，
气压检测以及涂装工艺的水泵压力监控。

• 可应用于金属加工行业的冲压机床、加工中心及
辅机制造的液压及气压系统监测。

• 可应用于水泥行业的主磨机、板喂机及减速机的
润滑及液压系统监测。

• 可应用于各种行业齿轮箱的润滑油路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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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变送器／压力开关

125℃
14



PT-1, 2系列压力变送器

为进一步扩充及完善压力变送器的产品序

列，除了传统的PT-1系列产品，TURCK基

于压力产品在工控行业应用的新需求，尤

其是对于特殊的高粘稠物的检测介质，或

者介质中含有杂质或颗粒，专门设计研发

了齐平膜片式结构的PT-2系列产品，以满

足特殊介质的压力检测要求。

PT-1系列标准压力变送器产品采用陶瓷膜

片测量元件。PT-2系列产品采用薄膜测量

元件，齐平膜片式的结构。其具有不锈钢

外壳以及特殊的FPM（氟橡胶）密封形式

确保了PT-1系列产品可以在高达+125℃的

温度下正常工作。

● 测量精度：全量程的0.6%
● 不锈钢1.4305外壳（AISI303）

● IP67防护等级

● 紧凑及坚固的外壳

● 优秀的EMC特性

● -1…600bar相对压力检测

● -40…+125℃介质温度范围

● 4…20mA电流模拟量或0…10V电压模拟

量输出

PC-200系列压力开关

基于PC-1系列产品的报警点设定不便的根本

原因，TURCK对PC-1系列产品采取停产决

定，并由PC-200系列产品进行完全替代，

而且开关点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快速配置，

可极大地降低客户的维护时间与成本。

PC-200系列紧凑型压力开关产品采用陶瓷

测量元件。全不锈钢材质，不带数显的外壳

形式，使得PC-200系列压力开关可以在恶

劣环境中很好地使用。开关状态和IO-Link
通讯状态可由位于M12接插件电气连接处的

LED指示灯来进行显示。

● 开关点精度：全量程的0.5%
● 支持IO-Link通讯协议

● 不锈钢1.4305外壳

● IP69K防护等级

● 紧凑及坚固的外壳

● 优秀的EMC特性

● -1…600bar相对压力检测

● -40…+85℃介质温度范围

● 2路开关量输出或IO-Link接口通讯输出

P T、P C 系列压力传感器满足多样的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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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优势

PT…-1系列压力变送器产品的性

能完全符合工业标准，从而确保了

多种应用的可能性和较长的使用寿

命。PT…-2系列压力变送器可以测

量粘稠或有污垢的介质压力，并且

在类似的复杂环境中也能够很好地

应用。

在实际应用中，压力传感器必须满

足很多要求，但最重要的一点，

它们必须十分坚固。PT、PC系列

压力传感器的可测量范围是 -1至

600bar，多数适用于动态压力测

量而不是静态压力测量。动态压力

是指在测量元件、密封材料和传感

器外壳上连续施加的压力。为此，

TURCK设计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压力

传感器，并可提供不同类型的输出

信号和过程连接方式。

对于压力监控的应用来说，压力传

感器的薄膜技术，密封以及外壳形

式是确保使用可靠性的最重要标

准，PC…-200系列产品正是压力监

控最合适的选择。PC…-200系列对

于全压力测量范围均可达到IP69K
的防护等级。完全密封的外壳形式

罐体的液位控制

P T 系列压力变送器可以被作为液

位控制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经济型

的解决办法。主要应用在食品、

饮 料 以 及 化 工 和 制 药 行 业 。 同

时，P T 系列压力传感器可以安装

在开放式和封闭式的系统中。

PT-1

PC-200

PT-2

16

有效防止了湿度的干扰。高达7焦耳

的机械冲击也并不会影响传感器的

正常使用。

PT、PC系列压力传感器以高操作

可靠性，高测量精度以及更宽泛的

温度范围极大地扩展了应用空间。

基于压电陶瓷检测技术，传感器具

有高抗冲击和震动性能，因此可以

保证即使在恶劣的应用场合，其依

然具有极高的使用安全性。由于紧

凑型的外壳设计，使得PT、PC系

列压力传感器产品可应用于工业自

动化的各种场合。



完美的全行业解决方案

典型的应用是加工中心，压缩空气
系统，液压和冷却装置以及许多其
它的应用行业。

输出类型

PT系列压力变送器可提供两类模拟
量输出，包括：电流：4…20mA和
电压：0…10 V。
PC200系列压力开关具有两路开关
量输出，开关点可根据客户要求进
行调整。另外，PC200系列压力开
关也可以通过IO-Link接口模块进行
设置操作。

IO-Link 通讯技术：面向未来

IO-Link 通讯技术是一种用于访问
传感器层和执行机构层的标准工
具。这种技术为机器制造和工厂建
设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性。

IO-Link 通讯技术的工作方式是：
传感器 /执行器与接口模块之间的
点对点连接。它扩展了传感器传输
信息的能力，由原来的只能传输单
一的开关状态信息，到现在可以同
时传输开关状态和数据的组合信息
（速度：2字节/2ms）。过程数据
以及其它的信息诸如参数或诊断信
息也可以通过 IO-Link 通讯技术进
行传输。这样，藉由 IO-Link 通讯
技术，综合的数据通讯方式已经覆
盖了由传感器/执行器层到控制层的

全部工业层级。
IO-Link 通讯技术的连接并不需要
任何特殊的线缆。传感器/执行器层
与控制层的连接可以继续使用经过
验证的，极具性价比的非屏蔽工业
线缆。另外，传感器的工作模式可
选标准的开关模式和 IO-Link 通讯
模式。

对于PT系列压力变送器来说，标准的工作温度范围可达+125 ℃（PT…-1
系列产品）。

泵供给压力控制
PT、PC系列紧凑型压力传感器适
合于泵前和泵后供给压力控制。
最重要的是使用这种安全的检测
方式可以避免对泵体和整个系统
造成损害。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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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型PK系列

压力开关

PK系列压力传感器作为经济型的压力产品能够满足气体

检测的多种应用。紧凑的传感器具有IP65的防护等级，完

全适用于气体或自动机械压力检测的应用场合。

PK系列压力传感器具有两种不同的安装外形：

竖直柱状外形（PK-N）与水平柱状外形（PK-P）。

传感器面板上的凸起按键方便对传感器进行编程操作，并且

编程菜单的顺序可以简单的进行反向操作，这些特性使传感

器的使用变得十分的灵活便捷。

PK系列传感器针对气体检测应用，目前提供两种压力量

程：

-1...0bar和0...10bar，检测精度1%。

紧凑的外形

更高的操作舒适性

可旋转的面板显示

IP65防护等级

卓越的EMC特性

灵活的安装方式

通用技术参数

应用举例

此系列产品尤其适用于以下场合的气动系统：

• 真空处理单元

• 玻璃处理

• 真空传送带

• 堆积机拣起装置

• 分析仪表

• 测量设备控制

• 贴标设备

电气参数

响应时间

开关频率

供电电压

编程操作时工作电流

正常运行时工作电流

输出类型

数显

开关点精度

重复精度

开关点设定范围

检测量程

耐压等级

<2.5 ms
400 Hz
10.8-30 V
<55 mA
<35 mA
2x PNP
3位7段数显

1% 满量程，0—50°C
0.2%满量程

0 to 100%
0....-1 bar / 0....10 bar
5 bar /16 bar

IP 65
压缩空气，润滑油，惰性气体

1000 VDC 1 min
>100 MΩ,500 VDC
-10 ... 50°C
-20 ... 85°C
10 ... 90% RH
10G XYZ
10 to 55 Hz, 1.5 mm

环境参数

防护等级

检测介质

高压测试

绝缘电阻

工作温度

储存温度

湿度范围

抗冲击性能

抗振动性能

机械参数

电气连接

机械连接

M8,4芯接插件

G1/8 螺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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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温度传感器

        在制造和过程工业中，温度监控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测量精度、重复精度、连接方式、操作方法是必须考

虑的重要指标。图尔克新一代智能温度传感器TS400/500系列，将满足您的应用需求。

●   最大化的操作灵活性：

        新一代温度传感器提供两个凸起

的按钮用于菜单快速翻转与选择，另

外还具有嵌入式按钮用于修改值的安

全储存。

●   最丰富的编程功能：

        智能温度传感器拥有清晰的菜单

结构，无需任何外部编程设备，可轻

松实现开关点设定、模拟量范围调整、

输出模式选择等通用功能。更增加了

开关延迟、显示翻转和峰值记忆等多

项高级功能。

        能够旋转320°的传感器上体和可

180°旋转的读数，配以45°倾角的清晰

数显，可满足各种安装要求，与探头

之间可实现柔性连接（采用电缆连接，

测温范围可达350°C）及硬性连接（采

用直接螺纹连接，测温范围可达150°C）。

●   最灵活的安装方式：

●   高精度等级：

        新一代智能温度传感器的测量精

度能够达到±0.2K，仅使用少量的产品

即可覆盖较大范围的温度监测应用。

●   高水平的系统可靠性：

         通体不锈钢材料设计，加以高等

级的EMC特性和IP67防护等级，确保

非凡的操作安全性。

TS400/500系列智能温度传感器全方面满足您温度监控要求!

-50....350 ℃

0.2K高精度连续温度检测

四位七段LED清晰显示

不同模式实现多点独立温度监控

操作简便

IP67

IO-Link 通用协议

产品突出性能 应用举例

●   可应用于冶金行业中炼铁工艺段的高炉、炼钢工艺段的转

炉、连铸工艺段的加热炉以及冷轧、热轧和精轧的冷却水

回路以及液压站油路温度监测。

●   可应用于汽车行业的加工中心、焊装、涂装及总装的液压

站油路或冷却液温度监测。

●   可应用于造纸行业的淀粉蒸煮系统，烘箱系统，油站油温

监控。

●   可应用于金属加工行业的液压、润滑、冷却系统的温度监控。

●   可应用食品、制药及化工行业的原料区罐体及相关管路流

体介质温度监控。

多种单位选择 IP67防护等级 防误设定功能

320
。
旋转 高EMC等级 柔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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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温度传感器

        在制造和过程工业中，温度监控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测量精度、重复精度、连接方式、操作方法是必须考

虑的重要指标。图尔克新一代智能温度传感器TS400/500系列，将满足您的应用需求。

●   最大化的操作灵活性：

        新一代温度传感器提供两个凸起

的按钮用于菜单快速翻转与选择，另

外还具有嵌入式按钮用于修改值的安

全储存。

●   最丰富的编程功能：

        智能温度传感器拥有清晰的菜单

结构，无需任何外部编程设备，可轻

松实现开关点设定、模拟量范围调整、

输出模式选择等通用功能。更增加了

开关延迟、显示翻转和峰值记忆等多

项高级功能。

        能够旋转320°的传感器上体和可

180°旋转的读数，配以45°倾角的清晰

数显，可满足各种安装要求，与探头

之间可实现柔性连接（采用电缆连接，

测温范围可达350°C）及硬性连接（采

用直接螺纹连接，测温范围可达150°C）。

●   最灵活的安装方式：

●   高精度等级：

        新一代智能温度传感器的测量精

度能够达到±0.2K，仅使用少量的产品

即可覆盖较大范围的温度监测应用。

●   高水平的系统可靠性：

         通体不锈钢材料设计，加以高等

级的EMC特性和IP67防护等级，确保

非凡的操作安全性。

TS400/500系列智能温度传感器全方面满足您温度监控要求!

-50....350 ℃

0.2K高精度连续温度检测

四位七段LED清晰显示

不同模式实现多点独立温度监控

操作简便

IP67

IO-Link 通用协议

产品突出性能 应用举例

●   可应用于冶金行业中炼铁工艺段的高炉、炼钢工艺段的转

炉、连铸工艺段的加热炉以及冷轧、热轧和精轧的冷却水

回路以及液压站油路温度监测。

●   可应用于汽车行业的加工中心、焊装、涂装及总装的液压

站油路或冷却液温度监测。

●   可应用于造纸行业的淀粉蒸煮系统，烘箱系统，油站油温

监控。

●   可应用于金属加工行业的液压、润滑、冷却系统的温度监控。

●   可应用食品、制药及化工行业的原料区罐体及相关管路流

体介质温度监控。

多种单位选择 IP67防护等级 防误设定功能

320
。
旋转 高EMC等级 柔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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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技术参数

IO-Link 通讯协议

（水流速在0.2m/s时）

（水流速在0.2m/s时）

8

热塑橡胶

（TP-306）

（水流速在0.2m/s时）

（TP-103）

（TP-203/TP-20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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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技术参数

IO-Link 通讯协议

（水流速在0.2m/s时）

（水流速在0.2m/s时）

8

热塑橡胶

（TP-306）

（水流速在0.2m/s时）

（TP-103）

（TP-203/TP-20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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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100-…
TC-100-…

TT-103A-…
TC-103A-…

TT-206A-…
TC-206A-…

-50…..+350℃

标准的M12探头接插件

探头自由选择

紧凑设计

TT温度变送器和TC温度开关采用四线制

技术通过Pt100探头来检测温度，可采

取探头与处理器紧凑硬性连接，也可通

过M12标准接插件实现探头与处理器的

分立柔性连接，且不需外加安装附件。

TT温度变送器可输出4-20mA电流模拟

量（2线）信号，也可根据客户需求设定

温度范围。

TC的开关点通常进行出厂设定。

根据设备类型及选择的探头，温度范围

在-50至350℃之间，变送器出厂设定在

0至150℃。

TT与TC系列温度传感器与传统的温度

产品相比， 对于探头及套管的选择，客

户具有高度的灵活性。

温度变送器TT系列

温度开关TC系列

通用技术参数

温度变送器

出厂设定测量范围

-  0-150℃ 默认设定

按照要求其它设定方式

如果需要不同的测温范围，可以

所订的型号加上特殊代码：

如：在完整的型号后加/S713

-  对于温度开关TC：

    要求的测温范围在开关点（SP）

    及释放点（RP）之间

-  对于温度变送器TT：

    通过模拟输出起点ASP及模拟输

    出终点AEP来定义温度范围

电气参数

供电电压 8...35 VDC
空载电流 ≤20 mA
信号输出 4...20mA　

测温元件 Pt100铂电阻

精度 ≤±0.1%满量程

精度等级 A级

测量范围 -50...500°C；0...150°C
耐压等级 100 bar
短路保护 有

反极性保护 有

环境参数

防护等级 IP 67
检测介质 油，水，气体

环境温度 -40 ... +80°C
储存温度 -40 ... +80°C

机械参数

探头材质 AISI 316L
外壳材质 AISI 316L 
电气连接 M12×1接插件

机械连接 安装适配器，温度套管或G1/8外螺纹

温度开关

电气参数

供电电压 15...30 VDC
测量精度 ≤±0.1%满量程

开关点精度 ±0.5°C
信号输出 PNP
测温元件 Pt100铂电阻

精度等级 A级

测量范围 -50...500°C；0...150°C
耐压等级 100 bar
短路保护 有

反极性保护 有

环境参数

防护等级 IP 67
检测介质 油，水，气体

环境温度 -40 ... +85°C
储存温度 -40 ... +85°C

机械参数

外壳材质 AISI 316L
探头材质 AISI 316L
电气连接 M12×1接插件

机械连接 安装适配器，温度套管或G1/8外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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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100-…
TC-100-…

TT-103A-…
TC-103A-…

TT-206A-…
TC-206A-…

-50…..+350℃

标准的M12探头接插件

探头自由选择

紧凑设计

TT温度变送器和TC温度开关采用四线制

技术通过Pt100探头来检测温度，可采

取探头与处理器紧凑硬性连接，也可通

过M12标准接插件实现探头与处理器的

分立柔性连接，且不需外加安装附件。

TT温度变送器可输出4-20mA电流模拟

量（2线）信号，也可根据客户需求设定

温度范围。

TC的开关点通常进行出厂设定。

根据设备类型及选择的探头，温度范围

在-50至350℃之间，变送器出厂设定在

0至150℃。

TT与TC系列温度传感器与传统的温度

产品相比， 对于探头及套管的选择，客

户具有高度的灵活性。

温度变送器TT系列

温度开关TC系列

通用技术参数

温度变送器

出厂设定测量范围

-  0-150℃ 默认设定

按照要求其它设定方式

如果需要不同的测温范围，可以

所订的型号加上特殊代码：

如：在完整的型号后加/S713

-  对于温度开关TC：

    要求的测温范围在开关点（SP）

    及释放点（RP）之间

-  对于温度变送器TT：

    通过模拟输出起点ASP及模拟输

    出终点AEP来定义温度范围

电气参数

供电电压 8...35 VDC
空载电流 ≤20 mA
信号输出 4...20mA　

测温元件 Pt100铂电阻

精度 ≤±0.1%满量程

精度等级 A级

测量范围 -50...500°C；0...150°C
耐压等级 100 bar
短路保护 有

反极性保护 有

环境参数

防护等级 IP 67
检测介质 油，水，气体

环境温度 -40 ... +80°C
储存温度 -40 ... +80°C

机械参数

探头材质 AISI 316L
外壳材质 AISI 316L 
电气连接 M12×1接插件

机械连接 安装适配器，温度套管或G1/8外螺纹

温度开关

电气参数

供电电压 15...30 VDC
测量精度 ≤±0.1%满量程

开关点精度 ±0.5°C
信号输出 PNP
测温元件 Pt100铂电阻

精度等级 A级

测量范围 -50...500°C；0...150°C
耐压等级 100 bar
短路保护 有

反极性保护 有

环境参数

防护等级 IP 67
检测介质 油，水，气体

环境温度 -40 ... +85°C
储存温度 -40 ... +85°C

机械参数

外壳材质 AISI 316L
探头材质 AISI 316L
电气连接 M12×1接插件

机械连接 安装适配器，温度套管或G1/8外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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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M-206A TTM-203A TTM-103A

小型温度变送器

TTM-系列

TTM系列小型温度测量传感器，将内部处

理电路和Pt1000测量元件集合于一体，特

别适合于安装空间有限的应用场合。该系

列产品的外形仅比标准的M12x1接插件长

25mm，直径粗1.5mm；并且整个TTM系

列产品都可以提供两线制4…20mA模拟量

电流信号输出。

除了紧凑型的外壳设计，客户还将得益于

TTM系列产品广泛的适用性。探头长度

是可选的，除了直径为3mm和6mm，探

头长度为100mm和150mm的标准产品以

外，TURCK还提供带有G1/8”外螺纹连接

形式，探头长度为13mm和24mm的产品。

根据不同的产品型号，T T M系列温度

变送器可提供的温度测量范围包括： 
-50…+50℃, 0…+100℃, 0…+150℃以及 
-50…+150℃（如需定制请向市场技术部

申请）。

目前，市场上对于紧凑型的温度传感器要

适用于恶劣环境的需求越来越多，为了满

足这些需求，TURCK的TTM系列小型温度

变送器产品均可以达到IP67防护等级，从

而能够适于恶劣环境的应用。

• PT1000 测量元件 

• 3mm，6mm 探头直径

• 4…20mA 电流输出两线制变送器

• 微型紧凑外形

• 矿物绝缘，防震动，抗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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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温度变送器

TTM-系列

27

适用于恶劣环境的小型温度测量产品!

温

度

通用技术参数

电气参数

响应时间 水流速在0.2 m/s时：t0.5 = 1.5 s/ t0.9 = 6.0 s（探头直径3mm)

t0.5 = 6 s/ t0.9 = 15 s (探头直径6mm)

供电电压 10...24 V

空载电流 <20 mA

电流输出 4...20mA

测温元件 Pt1000铂电阻

精度 ±0.1% 满量程

测量范围 -50...50℃；0...100℃；0...150℃

耐压等级 100bar

环境参数

防护等级 IP 67

检测介质 润滑油，液压油，水，气体

环境温度 -40 ... +80℃

储存温度 -40 ... +80℃

机械参数

探头材质 AISI 316L

电气连接 M12×1接插件

机械连接 安装适配器，温度套管或G1/8外螺纹

应用举例

可应用于以下行业的润滑、液压、冷却及气动系统:

• 冶金行业

• 汽车行业

• 金属加工行业

• 石化行业

• 食品制药行业

• 造纸行业



阀位回讯传感器
—用于旋转执行器检测的电感式传感器

       执行器及驱动器的位置控制不但

在化工，石化行业，而且在食品行业

都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组合式的阀

位检测感应传感器仍广泛使用。这种

方案能够提供较好的防护，可以安装

端子排，能在内部回路实现对阀的控

制，并且组合式结构能为集成其它元

件提供空间，如：总线技术。

      然而，组合式结构也有明显缺

点。首先，需要大量的分立元件，

这必然会导致价格升高。其次，机

械设定点需要经常重调。再有，很

难直观的看出阀的位置。

       因此，保留了组合式结构的优

点并克服其缺点的新的开放式结构

方案应运而生。以系列化的双检测

面传感器及全系列的执行组件，图

尔克为化工，石化及食品行业提供

度身定作的方案。    

        图尔克双检测面传感器无需垫板

直接与旋转执行器安装可有效节省成

本和缩短安装时间。

        当今，这种开放式方案已广泛应

用于食品行业。图尔克精湛的灌封技

术，确保了紧凑型双工作面传感器

无缩孔，完全密封，特别适用于潮湿

环境。 

        两个明亮的LED灯从各方向都容

易观察。“开”，“关”状态显示通

过不同的颜色轻松区分。 

        基于下面的特性阀位回讯传感器

保证优良的系统性能：

光滑易清洁塑料表面

耐温度快速变化0 到 +100℃

高防护等级，耐高压蒸气冲洗

耐腐蚀性清洗剂

传感器及执行器组件符合EC标准

无需拆线即可维护修理驱动装置

坚固耐冲击

提供多种标准接插件或电缆出线

方式

丰富的执行器附件

免维护

      图尔克双检测面传感器是专

为石油，化工行业的应用设计的：

高防护等级，可应用于户外

高抗化学腐蚀能力

方便集成的接线端子排

集成了阀控制功能

总线兼容

结构形式及执行组件符合EC标准

直接安装于旋转执行器

传统型组合式

DS20

DSU35

DSC26

DSC26DSC26

DS20DS20

DSU26 / DSU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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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位回讯传感器
—用于旋转执行器检测的电感式传感器

       执行器及驱动器的位置控制不但

在化工，石化行业，而且在食品行业

都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组合式的阀

位检测感应传感器仍广泛使用。这种

方案能够提供较好的防护，可以安装

端子排，能在内部回路实现对阀的控

制，并且组合式结构能为集成其它元

件提供空间，如：总线技术。

      然而，组合式结构也有明显缺

点。首先，需要大量的分立元件，

这必然会导致价格升高。其次，机

械设定点需要经常重调。再有，很

难直观的看出阀的位置。

       因此，保留了组合式结构的优

点并克服其缺点的新的开放式结构

方案应运而生。以系列化的双检测

面传感器及全系列的执行组件，图

尔克为化工，石化及食品行业提供

度身定作的方案。    

        图尔克双检测面传感器无需垫板

直接与旋转执行器安装可有效节省成

本和缩短安装时间。

        当今，这种开放式方案已广泛应

用于食品行业。图尔克精湛的灌封技

术，确保了紧凑型双工作面传感器

无缩孔，完全密封，特别适用于潮湿

环境。 

        两个明亮的LED灯从各方向都容

易观察。“开”，“关”状态显示通

过不同的颜色轻松区分。 

        基于下面的特性阀位回讯传感器

保证优良的系统性能：

光滑易清洁塑料表面

耐温度快速变化0 到 +100℃

高防护等级，耐高压蒸气冲洗

耐腐蚀性清洗剂

传感器及执行器组件符合EC标准

无需拆线即可维护修理驱动装置

坚固耐冲击

提供多种标准接插件或电缆出线

方式

丰富的执行器附件

免维护

      图尔克双检测面传感器是专

为石油，化工行业的应用设计的：

高防护等级，可应用于户外

高抗化学腐蚀能力

方便集成的接线端子排

集成了阀控制功能

总线兼容

结构形式及执行组件符合EC标准

直接安装于旋转执行器

传统型组合式

DS20

DSU35

DSC26

DSC26DSC26

DS20DS20

DSU26 / DSU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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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式传感器 
BC系列产品——标准型

  电容式传感器籍由其特殊的工作
原理，可实现非接触的，独立的和无
磨损的检测。并且对于导电材料和非
导电材料均可实现可靠检测。因此，
电容式传感器可以适用于某些电感式
传感器无法检测的应用场合。

  典型的应用是距离和位置的测
量，以及弯曲强度，厚度，液位控
制，偏心度，同心度，形变，磨损和
震动的检测。

• 非接触式地检测导体与非导体被测物 
• 较大开关距离（可通过电位计调节）
• 短路保护和反极性保护 
• 连接类型：接插件，直出电缆连接，
接线端子 

• 外壳材质：塑料，金属或Dyflor外壳
• EMC保护（高等级的电磁兼容）  
• ESD保护（优秀的防静电能力）  
• 湿度补偿 
• 通过LED指示灯指示开关状态
• 防护等级可达IP67
• 可提供本质安全型产品（NAMUR）

高等级的电磁兼容
（EMC）特性 

  由于特殊的保护措
施，电容式传感器具有高
度的电磁兼容（EMC）安
全特性，即使暴露于强电
磁干扰（工业环境）的环
境之下 。 

自动湿度补偿

  在湿度较大的使用环
境中，温度变化会使检测
面结露或结冰，从而干扰
传感器的检测，而传感器
内部的补偿电极会自动屏
蔽这些干扰。

BCC系列产品——极小塑料
颗粒的检测专家

固体料位检测 液位检测

玻璃／塑料管内
液位检测

金属容器内的塑料颗粒检测

30



 

扩展的温度范围
(-25℃...100℃)

  为了更好地适应恶
劣气候环境以及户外应
用的情况，图尔克公司
推出了耐温范围为： -
25℃...100℃的产品以更
好地适应特殊的需要。

最大限度地利用
最小化的空间

  高品质的电子元件，
安装在一个紧凑并坚固的
外壳当中，这使得一种开
放式的新颖的安装方式和
检测方式成为可能。

  在非接触式检测容器内液位的应
用情况中，粘稠介质的检测是一个比
较难解决的问题。因为盛装高粘度导
电介质的容器，在容器壁上会有大面
积的挂壁，对于普通的电容式传感器
来说，可能会导致检测问题，甚至导
致检测的彻底失败。

  针对以上应用情况，图尔克公司
成功开发了BCF系列电容式传感器。
BCF系列传感器是将优化的电极技术
和补偿功能与创新的开关技术相结合
的全新产品。其高度可调的灵敏度特
性，使得粘稠介质的的挂壁现象丝毫
不会影响到检测效果。

• 适用于高粘度介质 
• 改进的电磁兼容EMC安全等级
 （运用高频技术）
• 高度可调的灵敏度特性
• 可屏蔽接近检测面的
  大面积、薄厚度介质

BCF系列产品——粘稠介质检测问题的解决者

高粘度介质检测

  在运输和仓储行业使用的颗粒种类中，塑料材质的颗粒是最常见的形式。一般
常用电容式传感器检测容器内塑料颗粒的料位。

  但是，普通的电容式传感器对于塑料颗粒的检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塑
料颗粒产生的静电电荷可能会造成传感器的损伤；同时，塑料颗粒的介电常数通常
比较低，这也会减小传感器的开关距离。另外，如果电容式传感器安装在金属导体
的套管内，那么金属导体对传感器的检测也会造成的影响。

  针对以上应用情况，图尔克成功开发出了BCC系列电容式传感器，BCC系列传
感器具有高度的EMC等级和ESD安全特性。同时，籍由在传感器侧面安装的屏蔽层
和内部完整的电路处理单元，湿度的干扰被有效地防止了。因此，用户可以充分获
得最大的开关距离。

• 能够检测极小的塑料颗粒 
• 即使安装在金属导体材质的套管内，检测距离也不会改变 
• 高等级的电磁兼容（EMC）安全水平和近乎完美的免受静电荷放电干扰特性
• 更高效的自动湿度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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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总部（德国）

Hans Turck GmbH & Co. KG
Witzlebenstraße 7
D-45472 Mülheim an der Ru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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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 (+49) (2 08) 49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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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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