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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威卡（WIKA）集团是一家拥有 1 万余名优秀员工的全球性家

族企业，也是压力和温度测量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公司在液

位和流量测量以及校准技术方面也是业界标杆。

威卡（WIKA）成立于 1946 年，借助于广泛的高精密仪表和

全方位服务，该公司已经成为能够满足所有工业测量需求的

强大而可靠的合作伙伴。

威卡（WIKA）的生产基地遍布全球，可随时随地响应客户 
需求，实现最高的灵活性和交付能力。每年，都有超过五千

万优质产品（包括标准产品和定制方案）被成批交付给客户

（每批 1 到 10000 余件）。

凭借遍布全球的全资子公司和合作伙伴，威卡（WIKA）完全

能够为全球客户提供可靠支持。我们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销

售专员也将竭诚为您提供可信赖的本地服务。

Alexander Wiegand,  
威卡（WIKA）董事长兼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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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卡 – 您在铝业的专业合作伙伴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威卡（WIKA）可提供各类过

程仪表组合，为您实现灵活的操作和完整的过程监控。

我们测量仪表坚固且可靠耐用，其研发是基于多年的应用经

验，能够承受极端的工况。客户信任我们的测量仪表解决方

案，我们的产品可耐受高达 1,000MPa 的高压或高达 2000ºC
的极端过程温度，例如金属熔化或具有高研磨性的过程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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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借助威卡产品组合，从创新的力、压力、温度、液位和

流量仪表到校准技术和服务，您的设备可以更有效地运行，

在提高利润和灵活性的同时还可确保产品的高品质。

无论是标准产品还是定制化设计:与您合作，我们一起制定最

适合您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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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业

目前，铝是世界上第二常用的金属。这是因为铝集诸多优良

特性于一体 —— 重量轻、强度高、易塑形以及最重要的一

点 – 极佳的耐腐蚀性。

铝是未来的材料之一。从长远来看，全球生铝的需求量增长

趋势明显。根据预测，到 2050 年，需求预计将增长 50%，

超过 1 亿吨。

 

铝具有很好的可回收性，是最常见的回收金属之一。铝冶炼

过程中的能耗仅为新产品能耗的 5% 到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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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可在线查询

氧化铝精炼厂
满足最高需求

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商业氧化铝精炼厂都使用拜尔法从铝

土矿中提炼氧化铝。从矿石中提取铝，然后加工成成品，这

一系列连续的操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氧化铝精炼

厂内的工艺条件-烧碱浓度、温度、压力、流量和液位是根据

铝土矿的性质来设定的。在氧化铝精炼厂，最主要的风险是

消化器的机械超压。

 

铝土矿在高温高压下与烧碱反应。在过去，由于过程仪表装

置和减压系统的故障而发生重大爆炸，对容器和设备造成重

大损坏。

通过使用威卡（WIKA）提供的可靠、准确的流量、压力、

液位和温度测量仪表，实现对原材料、能源和工艺蒸汽的最

佳利用，确保严格的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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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推荐
氧化铝精炼厂

Flap indicators Wedge flow meter

CPH7650 CPH7650 CTR3000

FLC-CO

压力

温度 液位

力 流量

校准

 CTR3000 带 CTS3000

 
DPT-10 带 990.27 和 990.29

温温

PSM-700 UPT-20

TC80 TG54TR10-F BNABZG OLS

F3831F1136 F1211 DMA FLC-WGFLC-CO

CPH7000 CPH7650CPH7000 CPH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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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可在线查询

阳极炭块厂
确保生阳极的品质

将石油焦、树脂、集料和回收利用的生阳极混合后，形成块体

（“生阳极”）。在阳极炉中，生阳极被逐渐加热到 1100 到
1120ºC，然后再慢慢冷却。整个加热周期需要 16 到 28 天。

烧制生阳极的目标是产生足够的机械强度、热冲击、高导电

性和低化学反应活性等特性。

阳极焙烧的主要要求之一是所有生阳极，无论其位置，都需

暴露在相同的温度下。

 威卡（WIKA）可为阳极炉提供了一系列精确、可靠和坚固

的测量仪表，用于控制高温、超低压力和一次节流元件，优

化阳极焙烧过程，从而显著降低阳极质量低下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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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阳极炭块厂的产品推荐

校准

力 流量

温度压力

CPT-21 TC80-H T32 TR10-CA2G-90 A2G-50

F2802 FLC-HHR-FPF3831F9302 FLC-COFLC-2300

CPH7000-ExCPC 6050CT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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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可在线查询

生铝冶炼厂
生产率和电解槽效率

电解槽温度是实现电解槽最佳运行状态的重要参数之一。因

此，必须尽可能频繁且准确地测量槽温。

这样可检测到电解槽内的异常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实

现电解槽的稳定运行（例如添加助剂）。威卡可为铝电解槽

内可靠的温度测量提供多种解决方案。

 

精确的温度控制对铝厂的生产效率至关重要。我们在制造和

校准温度测量仪表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可满足您的要求和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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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推荐 
熔炉

校准

力 流量

温度压力

UPT-20 IS-3 PGS43.100 TC80-H TC40 TC59

F1136 FLC-COFLC-HHR-FPFLC-HHR-PPF4812 F1211

CTH7000Pascal 100 CTD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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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可在线查询

铝锭厂
高可靠性和高可用性

低重量、高强度、高负载和极好的灵活性 — 这些是现代精密

铝合金的特点在现代交通建设中使用铝可以节省多达三分之

一的重量，从而可节省燃料。

在流动性时代，铝是首选材料。铝锭厂的效率是以每生产 
一吨铝的成本来衡量的。为了提高效率，必须监测铝液的 
温度。

 

而热金属的流动温度则是在流经通道时测定的。

威卡浸入式热电偶经久耐用，精度极高，适用于熔融铝的 
温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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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推荐
铝锭厂

压力

温度 液位

力 流量

校准

612.20A-10 PSM-700

TR10-F TC40 TC80 GLS-1000 RLT-1000 OLS-H

FLC-2200P FLC-COF2802F2301F3831 FLC-HHR-FP

CPG1500 CTD9100-110 CPH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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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可在线查询

校准和服务中心
咨询、设计、实施 — 单一源头

精确的校准仪器是满足测试要求的起点。然而，它们只是高

性能校准系统的一部分。借助于我们多样化的产品组合，

我们可以为您设计一个包含所有相关组件的完整独立的解决

方案 — 测试组件的适应性、压力和真空电源、压力控制和微

调组件、通过电压供应和万用表校准的电气测试项目。

 

我们的优势在于项目规划、开发和建立完整、独立且适用于

特定应用的系统 — 覆盖范围从简单的手工工作站到生产线上

的全自动测试系统。

压力、温度和电测量仪表完整的 
测试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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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和服务中心

通用支持

我们的全球实验室的认证符合 ISO 17025 标准。我们执行我

们自己的研究并积极的将我们的经验分享给 DKD/DAkkS 工
作组和标准委员会。

您测量仪表的校准、维护和维修是在我们自己的威卡校准实

验室或现场完成的，并且符合最新的国家和国际标准。

如果您的测量仪器不符合要求的规格，发现的缺陷会立即得

到纠正。

作为一家独立的服务提供商，我们为所有的测量仪表制造商

提供服务。

Precision thermometer
CTR3000 and multiplexer CTS3000

CPH7000-Ex压力控制器 CPC4000

精密温度计 CTR3000 带多路复用器 CTS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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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 MPa … +800 MPa （至 +950 MPa 时
可进行工厂校准） 

 ■ 使用工作标准（精密电测压力仪表）或高精

度参考标准（活塞式压力计）进行校准

 ■ 准确度达读数的 0.003 % … 0.01 %

 ■ 符合 DIN EN 837、DAkkS-DKD-R 6-1 或 
EURAMET cg-3 指令

 ■  -196 °C … +1,200 °C

 ■ 在校准槽和管式炉中进行比较校准，精度

可达 1.5 mK

 ■ 以最低可能的测量不确定度（水银、水、

镓、锡、锌、铝），在 ITS90 的固定点进行

校准 

 ■ 符合相关 DKD/DakkS 指令

压力 温度

校准服务
独立于制造商的校验程序 —— 快速、精确

 ■ 直流电流：0 mA...100 mA

 ■ 直流电压：0 V ...100 V

 ■ 直流电阻：0 Ω … 10 kΩ

 ■ 根据指令 VDI/ VDE/DGQ/DKD 2622

电流、电压和电阻

 ■ 工厂校准

 ■ 如果需要，可更换测量装置

 ■ 根据客户图纸校准专用量规

 ■ 可校准测量装置

- 卡尺测量到 800 mm
- 测试引脚量程可达 100 mm
- 环形和塞规量程可达 150 mm
- 锥形螺纹量规可达 150 mm
- 其它可按要求提供

长度力

 ■ 2.5 N … 6 MN
 ■ 工厂校准

 ■ 系统精度可达 0.01
 ■ % 的压力负载或 0.02% 的拉伸负载

 ■ 符合 DIN EN 10204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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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服务

材料

各种特殊材料和图层

双相 镍

不锈钢2205 金

哈氏合金 B3 铂

哈氏合金C22 钽

哈氏合金C276 钛

耐热合金825 锆

铬镍铁合金718 陶瓷

硬质合金 聚四氟乙烯

蒙乃尔合金400 等烷氧基 PFA

对于高压测量，使用高强度不锈钢，而对于升高温度下的压

力测量，则需要耐高温不锈钢。

 对于涉及高腐蚀性介质的过程 - 与用于压力测量的膜片密封/
膜片压力表，或用于温度测量的温度计护套结合使用 - 可提

供多种耐化学腐蚀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接液部件都

是由这种特殊材料制成的。

隔膜密封采用 316L 不锈钢 （1.4404/1.4435） 作为制造标

准。如果隔膜密封需要采用特殊金属材质的接液部件，那么

这些部件使用威卡的专利程序之一进行“金属粘合”。隔膜

和隔膜密封体之间的连接处被设计成防扩散、真空保护和抗

撕裂，并且还能耐受隔膜密封可能暴露的所有极端温度。

压力和差压测量仪表可装配膜片换件，接液部件可采用各

种特殊材质。波登管仪表测量系统采用标准的 316L 不锈钢

（1.4404）。所有使用的耐压材料都可以提供 3.1 次级供应

商证书。

安装

威卡很乐意为您的应用程序提供合适的组件。除了广泛选择仪表阀门和附件外， 
威卡还提供合格的由各独立组件组装成的完整的测量仪表（“连接组合”）。 
除了这里描述的阀和保护装置外，还可与隔膜密封系统组合。

 ■ 直流电流：0 mA...100 mA

 ■ 直流电压：0 V ...100 V

 ■ 直流电阻：0 Ω … 10 kΩ

 ■ 根据指令 VDI/ VDE/DGQ/DKD 2622

电流、电压和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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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认证

高品质的组件对于安全可靠的生产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它们

是高效生产的先决条件，有助于避免对人、环境和财产产生

的危险。由国家和国际授权机构

 

在铝生产中，严格规定了各类质量标准。威卡（WIKA）通过

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来确保这一点。

国际批准/证书

质量保证

组件的安全完整性级别 (SIL) 是通过制造商基于 FMEDA (故
障模式、影响和诊断分析) 的声明进行认证的。FMEDA 是对

构件随机失效行为的系统评价。

 

安全完整性等级

利用该方法，联合评价各成分的统计值及其功能相关性。结

果是关于失效概率和部件可靠性的量化数据。

对所使用的仪表进行严格的测试，确保可靠和稳定的工作流

程。威卡（WIKA）仪器仪表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各类的认证

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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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和可配置性

电输出信号

在铝工业中，使用数字总线系统代替传统的现场仪表模拟输

出信号的大趋势也正在显现。优点：

 ■ 高准确度

 ■ 减少布线要求

 ■ 参数化的可能性

 ■ 仪表的扩展诊断

 ■ 改进的过程监控

 ■ 可靠的数字信号传输

对工厂经理来说，这意味着降低成本并提高工厂的可用性。

互用性

基于现有的输出信号的多样性，我们的测量仪表可以很容易

地集成到任何工厂。此外，还可提供以下类型的输出信号：

 ■ 模拟 (e.g. 4 … 20 mA, 0 … 10 V)
 ■ 模拟 4 ...20 mA, 设计符合 ATEX Ex II 2G Ex ia IIC T4/T5/T6
 ■ 4 … 20 mA 带重叠的 HART® 协议

 ■ PPROFIBUS® PA
 ■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内部和外部测试证明我们的 
变送器与几乎所有在用的软 
件和硬件兼容。

总线技术 标准输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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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时间
物联网

自治无线平台
用于低压和中压开关设备的带有 SAW 技术的温度传感器

坚固、无线、无源传感器在高电磁场和高电流、高电压环境 
(如20ka、545kv)下免维护运行。这使得直接测量核心工业设

备的内部成为可能。

这类独特的温度传感器是为电厂的关键应用而设计的。SAW
温度传感器可以直接连接到导体上，无需电池或电源。它们

的特点是易安装和维护。对于新工厂，它们也可以作为改造

的解决方案。

无线传感器不再仅仅提供测量值。此外，传感器还可以与各

类智能软件相组合，成倍提供它们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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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

易获得
准确的测量数据

你必须快速灵活地对需求做出反应吗?威卡为您提供了一个多

功能的数字压力表，带可进行长效监测的数据记录器。

数字测量技术的精确性和模拟压力表的简单性相结合，使

CPG1500数字压力表在性能、易用性和仪表特性方面在压力

测量市场上是无与伦比的。

当从远程位置或远距离移动单元监视工厂时，可使用各种协

议，如 LoRaWAN™，Sigfox, NB-IoT, LTE, CAT-M1 和蓝牙，

这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可用性。

无线网络和无线过程仪表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详细的计

划。在威卡，我们很高兴在这方面支持你。

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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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解决方案

隔膜监控
适用于严苛的过程 

迷你多点温度计

Food
Pharmaceuticals
Chemical industry
Oil and gas

Diaphragm monitoring for
diaphragm seals

更多信息可以在 www.wika.com 的彩页 
“隔膜监测”中找到。

通常，迷你多点温度计是由单独的测量探头制成的，它们的直径很短，可以测量不

同位置或高度的温度。每个单独的探头都由不锈钢或特殊合金制成的护套保护。单

个热电偶可以组合在单个温度计中。这种设计用于需要生成温度曲线，但多点温度

计的重量或大小受限的地方。该系列其他型号的产品也拥有该设计。

试验设备的温度测量

对于研究和开发，流程通常在试点工厂中构建。由于温度数据的测量对于理解新的

或改进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必须仔细设计和制造热电偶。由于试验设备的规

模较小，因此传感器必须缩小，以免影响正在进行的过程。同时，必须确保测量的

温度是正确的。这些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在设计时加以考虑。

威卡的专利双膜片设计是严苛过程的解决方案，在该过程中，介质既不能进

入环境，系统也不能将流体注入产品(专利号，德国:DE102016015447，中

国：CN108240885，荷兰：NL2019251，美国US2018180505)。

在隔膜破裂的情况下，隔膜密封系统中的二级膜片确保环境和过程的可靠分离。

测量任务仍然可以执行。更换时-对过程没有任何风险。

您可以选择以下基本型号:

 ■ 双膜片系统，带法兰连接，全焊接，平嵌型膜片

 ■ 双隔膜系统，带螺纹连接，内置型，全焊接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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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解决方案

压力开关过程型变送器

直接安装 冷却元件 毛细管

压力表 压力变送器

带螺纹连接的隔膜密封 带法兰连接的隔膜密封

隔膜密封

当使用点的条件偏离压力测量仪表允许的规格时，通常使用

隔膜密封。例如:

 ■ 介质温度过低或过高

 ■ 腐蚀性介质

 ■ 颗粒介质(热水系统中的结垢)

 ■ 研磨介质

 ■ 高粘性介质

另一种应用是将测量点与远程安装的压力测量仪表连接。

 

威卡交付的隔膜密封带充液，可随时使用。包括隔膜密封本

身(过程连接)，安装元件和压力测量仪表。所有的组件都是完

全匹配的。

这种组合系统可以在极端温度 (-130…+400ºC) 和多种介质下

耐受 1 MPa 以及高达 360 MPa 的压力，因此能够在极端条件

下进行精确的压力测量。

我们的整个流程以特定应用的测试证书和认证做为结尾。

温温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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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办事处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紫秀路100号5号楼706室

销售网络

北京办事处 大连办事处

成都办事处

青岛办事处

广州办事处

西安办事处

南京办事处 苏州办事处

上海柯普乐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玉阳路699弄2号

中国总部联系方式

400 928 9600

400@wikachina.com

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219号
外经贸大厦2107室

成都市锦江区锦东路568号 
摩根中心3202

南京市鼓楼区中央路19号
金峰大厦2109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