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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实际应用需要使用最可靠的仪表，这是不可妥协的要
求。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质量问题引起的风险
成本巨大。可以选择Endress+Hauser定制传感器和部件的
合作伙伴和专业团队。我们是自定义/定制压力和物位传
感器的制造的专业技术领导者。Endress+Hauser可以为您
提供从传感器安装至过程中的定制及装配部件的所有组件
具有高质量应用和高可靠性，满足客户的需求。

作为Endress+Hauser的技术合作伙伴，将为您提供专业指
导，帮助您满足苛刻应用需求。Endress+Hauser合作伙伴
可以提供技术咨询，从制图到工作模型开发设计的所有生
产过程。我们的品质和一致性可以让您专注于自己的核心
竞争力。

针对实际应用和产品的高品质解决方案

理解实际需求
Endress+Hauser是定制压力和物位应用的理想合作伙伴：杰出的工程竞争力(60余年从事测量行业，几十年的研发合作
伙伴经历)和可靠的品质。Endress+Hauser尽力理解客户实际需求，向您提供最佳解决方案。紧密联系、私人定制和长
期合作是我们共同成功的必要基础。

优势

•	自定义解决方案：从传感器到自定义可重新装配的
过程连接

•	可靠、认证品质
•	Endress+Hauser工程支持
•	灵活订购选项
•	发布和批准程序支持



过程连接

电气连接

传感器

外壳

电路板

3服务

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Endress+Hauser作为仪表供应商的最大成功基于传感器的
技术性能。测量单元的高性能标准可以在需要应用和行业
中使用，具有长期可重复性，且迟滞时间短。 
Endress+Hauser可以提供自制压力变送器，可以定制电子
插件、外壳、输出、过程和电气连接，满足用户的特殊要
求。
始终符合您的要求，且始终“Endress+Hauser制造”。

传感器的高品质标准可以降低用户的使用过程成本，减少
质量问题。即使在最苛刻应用中仍能保证传感器的精准性
和耐久性。Endress+Hauser的全球网络可以为诸如制药设
备行业、油气行业、工程公司和造船厂中的众多OEM客户
提供服务。

Endress+Hauser集团 

Endress+Hauser是工业过程领域中测量仪表、服务和
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者。Endress+Hauser作为家族企
业，在全球范围内用于雇员约10,000人，销售额超
过15亿欧元。
公司所属销售中心和合作伙伴网络保障全球支持。
在11个国家拥有生产中心，更加迅速有效地满足客
户需求和要求。作为成功的家族企业公司，	
Endress+Hauser在今后仍将保持独立和自力更生。

Endress+Hauser提供物位、流量、压力和温度测量，
以及水分析和数据采集中使用的传感器、仪表、系
统和服务。公司为自动化工程、物流和信息技术中
的客户提供技术支持。我们的产品成为品质和技术
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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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电容式陶瓷传感器满足苛刻应用要求。Endress+Hauser电容式陶瓷传感器在腐蚀性介质和过载环境中性能优越。
灵活制造理念可以生产各种样品、产品模型以及系列型号。

陶瓷传感器

有源电容式陶瓷压力传感器
•	线性化、温度补偿后的输出信号
•	最小迟滞效应
•	优良的长期稳定性
•	强抗过载能力
•	抗真空
•	干式测量系统

Ceracore UCS2
电容式陶瓷压力传感器用于绝压和表压测量。

•	测量范围：  
 绝压： 0…100 mbar至0…70 bar 
  0…1.5 psi至0…1,050 psi 
 表压： 0…50 mbar至0…70 bar  
  0…0.75 psi至0…1,050 psi

•	尺寸： 外径为32.4 mm (1.2756 inch)

电容式陶瓷压力传感器单元用于绝压和表压测量，特别是
用于定制产品和OEM应用。Ceracore的基板材料为纯度为
99.99 %的氧化铝Al2O3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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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容陶瓷传感器中，Endress+Hauser提供获得专利的独
一无二的销售前景。 
Ceracore UCS2是Endress+Hauser压力仪表的“心脏”， 被
认为是工业应用中的最佳压力传感器之一：

•	基本传感器单元和膜片间的专利金属连接提升了电磁兼
容性(EMC)，降低了手工敏感度的影响

•	采用高纯度陶瓷(纯度为99.99 %的Al2O3)制造，在变化
过程介质中具有强耐腐蚀能力，呈化学中性

•	干式测量单元无传输压力的填充油，确保传感器绝对耐
真空

•	强抗过载能力
•	线性化和温度补偿后的输出信号
•	量程低(> 50mbar (0.75psi))
•	 Ceracore技术确保安全测量和极佳的长期稳定性

适用于前端齐平应用和狭小安装空间，以及大压力测量范围要求(最大压力为400 bar (6,000 psi))，硅传感器可以根据用
户要求量身定制。

硅传感器

多晶硅压力传感器
•	小线性温度系数
•	在变化温度时也能稳定测量
•	小尺寸
•	高长期稳定性
•	测量范围广

P10
多晶硅-应变压力传感器，用于绝压和表压测量

•	测量范围： 0…400 mbar至0…400 bar 
 0…6 psi至0…6,000 psi

•	最高应用温度为160 °C (320 °F)
•	预安装在TO8外壳中

压力传感器用于绝压和表压测量。小尺寸测量单元确保在
脉动介质中具有良好的测量性能。

电容式陶瓷压力传感器的测量原理	

传感器截面

压力

压力

Ceracore®技术-纯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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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感器系列产品中，提供多种根据用户自定义需求设计和制造的陶瓷压力变送器。纯度为99.99 %的氧化铝Al2O3陶瓷
传感器可以提供最高过程介质兼容性，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最耐腐蚀的传感器之一。我们的团队能帮助您寻找各种应用
需求的解决方案。

定制陶瓷压力传感器

UC1
定制压力传感器的核心是Ceracore UCS2压力传感器单元 
(纯度为99.99 %的氧化铝陶瓷Al2O3)

•	变送器的最小直径为Ø 37mm (1.4567 inch)
•	测量范围： 

 绝压： 0…100 mbar至0…70 bar 
  0…1.5 psi至0…1,050 psi  
 表压： 0…50 mbar至0…70 bar  
  0…0.75 psi至0…1,050 psi

压力传感器广泛在过程仪表、工业仪表和环境技术中使
用。在危险环境中，通过所需认证后可以提供多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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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2与UC1一样，具有相同的小尺寸技术优势。
陶瓷传感器的直径为17.5 mm (0.6889 inch)，在封装后分别进行压力和温度补偿。补偿能将安装效应降低至最小。

UC2
定制压力传感器的核心是直径为17.5 mm (0.6889 inch)的
小尺寸Ceracore传感器。

•	最小可靠直径的传感器的直径为21.9 mm (0.8622 inch)
•	测量范围： 

 绝压： 0…200 mbar至0…20 bar  
  0…3 psi至0…300 psi  
 表压： 0…100 mbar至0…20 bar  
  0…1.5 psi至0…300 psi

由于尺寸小，压力传感器广泛应用于制药和实验室工程，
以及静压液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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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ress+Hauser产品始终不断创新，提升性价比，以最佳性能满足您的要求。这同样适用于特别温度和精准的多晶硅压
力传感器，采用经验证和测试的硅薄膜技术。
该压力传感器确保了最佳温度测量，即使在变化温度和高压条件下。Endress+Hauser提供多种小尺寸选项 ，始终满足
您的要求。

差压传感器用于带压罐体中的静压液位测量。在非危险液体罐中(二氧化碳、氮气等)，通过压力和温度的内置数字式补
偿提供信号分析的连接选项。

定制硅压力传感器

定制硅差压传感器

OEMP3
定制压力传感器用于绝压和表压测量，采用多晶硅应
变-表压测量单元。

•	测量范围： 0…400 mbar至0…400 bar  
 0…6 psi至0…6,000 psi

•	过程连接和不锈钢隔膜
•	客户自定义设计(带或不带内置温度补偿)

UD1
定制差压传感器UD1具有标定零点和满量程。用户可以通
过内置按钮进行有效调节。
 
•	测量范围： 

 0…100 (300) mbar / 0…500 (1,500)mbar /  
 0…2,000 (6,000) mbar /  
  0…5,000 (15,000)mbar  
 0…1.5 (4.5) psi / 0…7.5 (22.5) psi /  
 0…30 (90) psi / 0…75 (225) psi 
(上述测量范围可以通过侧边按钮更改，系数为3)

•	测量精度：< ± 0.5%标称范围  
(上述测量精度为满量程值设定测量范围)

•	输出信号：4…2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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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ress+Hauser的全系列压力仪表同样能提供进行压力和
差压测量的部件。选择与实际应用匹配的产品，从多种过
程连接和材料至电子输出信号。与用户同时设置接口，寻
找最佳接口解决方案。

在液体罐或固料罐中进行连续测量或限位检测时， 
Endress+Hauser从1953年开始即可在工业中使用液位仪表。
我们设计和优化多项目技术。今天，可以提供最先进的测量
系统和部件，采用不同的设计，具有不同的过程连接和相关
电子接口。无论是传感器或部件，均能正确进行液位测量。
自制解决方案请咨询我们的团队。

液位测量方法概述
•	行程时间(雷达、超声波、微波)
•	振动系统
•	静压测量
•	电容测量
•	电导测量

压力仪表部件

液位仪表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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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应用需要适用不同的测量任务。外壳、密封圈材料、过程连接和尺寸均可以按照用户自定义设计在产品中实施。

满足实际应用的产品

能源

•	长期稳定性
•	绝压传感器
•	传感器认证(ATEX、MID等)
•	不同输出信号

环境

•	高长期稳定性
•	量程小
•	高耐介质腐蚀性
•	完整的静压式液位测量系统
•	适用测量范围(mbar、mmWs、psi等)

造船

•	高长期稳定性
•	坚固耐用的传感器
•	采用材料(黄铜、钛等)
•	认证
•	耐腐蚀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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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类仪表

•	测量系统响应迅速
•	适用抗过载能力
•	优良的抗介质腐蚀能力
•	认证(ATEX、FM、CSA等)

实验室

•	抗真空
•	无油测量系统
•	 FDA认证材料
•	各种密封材质

真空

•	高长期稳定的绝压测量
•	多种尺寸
•	抗真空
•	小量程测量(绝压)

制药

•	长期稳定性高
•	小尺寸
•	小量程时测量精度高
•	 FDA认证材料
•	各种测量范围(例如：mmHg)



成功伴侣
Endress+Hauser是工业过程领域中传感器、仪表和系统组
件的领先制造商之一。作为您专业且灵活的OEM合作伙
伴，可以采用我们创新的技术和产品共同开发满足实际应
用要求的精准技术方案。我们可以帮助您减轻代价高昂的
质量问题带来的高成本风险，为最您的终产品提供优越的
可靠性和最高安全性。

我们的专业团队拥有广泛深入的专业知识，以及长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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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

Endress+Hauser GmbH+Co. KG
Hauptstraße 1
79689 Maulburg
Germany

Phone +49 7622 28 2147
Fax +49 7622 28 2049

E-Mail: sensors-components@pcm.endress.com
www.sensors-components.endress.com

China

Endress+Hauser (Suzhou) Automation Instrumentation Co., Ltd.
Address: 491 Su Hong Road, China-Singapore Industrial Park,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P.R. China

Phone: 0086-512-6258 4226
Fax: 0086-512-6275 1030
Zip code: 215021

E-Mail: sensors-components@pcm.endress.com
www.sensors-components.endress.com

合作经验在各种不同的行业：
•	过程仪表
•	制药工程
•	真空工程
•	实验室
•	能源工程
•	造船
•	环境保护

Endress+Hauser的合作伙伴加强了全球、国际供应商与本
地支持之间的联系。与销售工程师讨论，可以为您提供帮
助。私人讨论和密集深入交换想法是成功的最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