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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概要
FLXA21®两线制分析仪是FLEXA®系列产品之一，可连

接单个或双传感器进行测量。分析仪采用模块化设计，

使用不同的传感器模块，可实现以下四种测量方式：pH/
ORP(氧化还原电位)、接触式电导率(SC)、感应式电导

率(ISC)或溶解氧(DO)。
双传感器测量时，可在两个传感器模块中组合使用两个

相同类型的传感器输入：pH/ORP和pH/ORP (仅模拟传

感器)、SC和SC、DO和DO。双传感器测量提供其他功

能：数据运算功能和冗余系统。

可以从两个测量参数中为各测量选择各种计算数据。冗

余系统中内置两个传感器输入的两个测量参数，一旦主

传感器故障，主要输出参数自动切换为第二个传感器输

出。

除了传统的模拟pH/ORP传感器，FLXA21分析仪也

可以连接到横河电机的数字传感器、FU20F pH/ORP 
SENCOM传感器上。

操作站：两线制FLXA21分析仪的人机界面采用了触摸屏

形式，提供12种语言的显示，执行和设定菜单。

即使采用双传感器测量，分析仪FLXA21还可自动识别安

装的传感器模块，并准备正确配置所需的菜单。

直接测量时，FLXA21具有快速设置功能。当分析仪接入

电源时，出现快速设置画面。仅需进行以下设置便可开

始测量：日期/时间、语言、基本传感器配置和输出。

FLXA21具有温度补偿功能和校正功能，因此可实现最

佳测量精度。传感器诊断和传感器状况指示使测量更可

靠。事件日志和诊断数据是进行维护的有用信息。

为全面适应工业环境，FLXA21有不同的外壳可供选择：

塑料、不锈钢或带抗腐蚀涂层的不锈钢。并且，用于危

险场所时，FLXA21已通过ATEX、IECEx、FM、CSA和
NEPSI认证。

 ■ 性能
· 4种测量：pH/ORP、SC、ISC和DO
·  两线制分析仪采用双传感器测量：pH/ORP和pH/

ORP、SC和SC、DO和DO
· 双传感器测量计算数据

· 双传感器测量冗余系统

· 可连接数字FU20F pH/ORP SENCOM传感器

· 两线制分析仪采用方便的触摸屏操作

· 具有12种语言的简单HMI菜单结构

· 快速设置菜单用于直接测量

· 传感器状态指示

· 外壳为塑料、不锈钢或带抗腐蚀涂层的不锈钢

·  通过ATEX、IECEx、FM、CSA和NEPSI危险场所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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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规格

1. 基本参数

■ 测量对象/传感器类型

 · pH/氧化还原电位(pH/ORP)(模拟传感器)
 · 电导率(SC)
 · 感应式电导率(ISC)
 · 溶解氧(DO)
 · pH/氧化还原电位(pH/ORP)(数字传感器)
注释： 可测对象取决于安装在分析仪中的传感器模块。

■ 分析仪结构

模块结构

 · 分析仪组成

一个(1)基础模块
一个(1)或两个(2)传感器模块
 · 安装两个模块时的传感器模块组合

可将两个相同的传感器模块组合使用：
 pH/ORP和pH/ORP (模拟传感器)
 SC和SC
 DO和DO

2. 测量参数

2-1.  pH/氧化还原电位(pH/ORP)(模拟传感器)
■ 输入规格

双高阻抗输入(≥1012 Ω)
■ 输入范围

pH： -2～16 pH (带/K可选项：0～14 pH)
ORP： -1500～1500 mV
rH： 0～100 rH
温度： 

Pt1000： -30～140℃
Pt100：  -30～140℃
6k8：   -30～140℃
PTC10k： -30～140℃
NTC 8k55：-10～120℃
3k Balco： -30～140℃
PTC500： -30～140℃

■ 输出范围

pH： 最小量程1 pH
 最大量程20 pH
ORP： 最小量程100 mV
 最大量程3000 mV
rH： 最小量程2 rH
 最大量程100 rH
温度： 最小量程25℃
 最大量程170℃

■ 性能(精度)
(该规格是在模拟输入下描述的。)
pH
线性度： ±0.01 pH
重复性： ±0.01 pH
精度：  ±0.01 pH

ORP
线性度： ±1 mV
重复性： ±1 mV
精度：  ±1 mV

温度
带Pt1000、6k8、PTC10k、NTC 8k55、3k Balco、 
 PTC500

重复性： ±0.1℃
精度： ±0.3℃

带Pt100
线性度： ±0.4℃
重复性： ±0.1℃
精度： ±0.4℃

2-2. 电导率(SC)
■ 输入规格

带方波励磁的两个或四个电极测量，使用最长60 m 
(200 ft)的电缆(WU40/WF10)，电极常数0.005～50.0 
cm-1

■ 输入范围

电导率：

最小：  0 µS/cm
最大：  200 mS×(电极常数)
  (超范围2000 mS/cm)

电阻率：

最小：  0.005 kΩ / (电极常数)
最大：  1000 MΩ×cm

温度：

Pt1000：-20～250℃
Pt100： -20～200℃
Ni100： -20～200℃
NTC 8k55：-10～120℃
Pb36 (JIS NTC 6k)： -20～120℃

■ 输出范围

电导率：最小0.01 µS/cm
 最大2000 mS/cm (最大90%零点抑制)
电阻率：最小0.001 kΩ×cm
 最大1000 MΩ×cm (最大90%零点抑制)
温度：    最小量程25℃
 最大量程270℃

■ 性能(精度)
(该规格是在模拟输入下描述的。)
电导率

2 µS×K cm-1～200 mS×K cm-1

精度：±0.5%F.S.
1 µS×K cm-1～2 µS×K cm-1

精度：±1%F.S.
电阻率

0.005 kΩ / K cm-1～0.5 MΩ / K cm-1

精度：±0.5%F.S.
0.5 MΩ / K cm-1～1 MΩ / K cm-1

精度：±1%F.S.
温度

带Pt1000、Pb36、Ni100
精度：±0.3℃

带Pt100、NTC 8k55
精度：±0.4℃

温度补偿

NaCl表：±1 %
矩阵：   ±3 %

阶跃响应时间：7秒达到90% (<20)
注释： “F.S.”表示分析仪输出的最大设置值。 

“K”表示电极常数。 
横河电机提供电极常数为0.1~10 cm-1的电导率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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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感应式电导率(ISC)
■ 输入规格

与横河电机带集成温度传感器的感应式电导率计
ISC40系列兼容：NTC30k或Pt1000。

■ 输入范围

电导率： 25℃参比温度下0～2000 mS/cm。
温度：  -20～140℃
电缆长度： 总 长 最 长 6 0 米 的 固 定 传 感 器 电 缆

+WF10(J)扩展电缆。可通过对连接到干
电池上的电缆进行AIR CAL操作调节电
缆的影响。

■ 输出范围

电导率：
最小量程：100 µS/cm
最大量程：2000 mS/cm (最大90%零点抑制)

温度： 
最小量程25℃
最大量程160℃

■ 性能(精度)
(该规格是在模拟输入下描述的。)
(输出量程为0-100 µS/cm或更大)
电导率：
线性度：±(0.4% F.S. + 0.3 µS/cm)
重复性：±(0.4% F.S. + 0.3 µS/cm)

温度：  ±0.3℃
阶跃响应时间：8秒达到90% (<20)
注释：“F.S.”表示分析仪输出的最大设置值。

2-4. 溶解氧(DO)
■ 输入规格

FLXA21接收溶解氧传感器上覆盖的膜输出。这些传
感器可以是脉流型或极谱型。脉流型时传感器自己
产生驱动电压；极谱型时传感器使用转换器的外部
驱动电压。
脉流型传感器的输入范围为0～50 µA；极谱型传感
器的输入范围为0～1 mA。
FLXA21通过Pt1000 (DO30传感器)和NTC22k 
(OXYFERM和OXYGOLD传感器)实现温度补偿功能。

■ 输入范围

DO30传感器：
 溶解氧：0～50 mg/l (ppm)
 温度范围：-20～150℃

 注释：DO30的测量温度为0～40℃
汉密尔顿传感器：

Oxyferm：
测量范围：10 ppb～40 ppm
温度范围：0～130℃

Oxygold G：
测量范围：2 ppb～40 ppm
温度范围：0～130℃

Oxygold B：
测量范围：8 ppb～40 ppm
温度范围：0～100℃

■ 输出范围

DO浓度：
mg/l (ppm)：

最小：1 mg/l (ppm)
最大：50 mg/l (ppm)

ppb：
最小：1 ppb
最大：9999 ppb

饱和百分比：
最小：10%
最大：600%

温度：
最小量程25℃
最大量程170℃

■ 性能(精度)
(该规格是在模拟输入下描述的。)
ppm模式下的性能：
线性度： ±0.05 ppm或±0.8% F.S.中较大值
重复性： ±0.05 ppm或±0.8% F.S.中较大值
精度：  ±0.05 ppm或±0.8% F.S.中较大值

ppb模式下的性能：
线性度： ±1 ppb或±0.8% F.S.中较大值
重复性： ±1 ppb或±0.8% F.S.中较大值
精度：  ±1 ppb或±0.8% F.S.中较大值

温度
线性度： ±0.3℃
重复性： ±0.1℃
精度：  ±0.3℃

注释： “F.S.”表示分析仪输出的最大设置值。

2-5.  pH/ORP氧化还原电位(pH/ORP) 
(数字传感器、FU20F SENCOM传感器)

■ 输入规格

FU20F和FLXA21间为双向数字通信(RS-485)
■ 输入范围(取决于FU20F)

pH： 0～14 pH
ORP： -1500～1500 mV
rH： 0～100 rH
温度： -10～105℃

■ 输出范围

pH： 最小量程1 pH
 最大量程20 pH
ORP： 最小量程100 mV
 最大量程3000 mV
rH： 最小量程2 rH
 最大量程100 rH
温度： 最小量程25℃
 最大量程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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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气参数

■ 输出信号

一般规格：一路4-20 mA DC输出
      注释：公差±0.02 mA
  双向HART数字通信信号叠加在mA (4-20 

mA)信号上
输出功能：
 线性或非线性(21阶跃表)
熔断性能：(NAMUR 43，ISC除外)
不带HART/PH201G：

 低输出：3.6 mA
  (信号：pH/ORP、SC和DO为3.8~20.5 mA)
 (信号：ISC为3.9 ~ 20.5 mA)
 高输出：22 mA
带HART/PH201G：

 低输出：pH/ORP、SC和DO为3.6 mA
 低输出：ISC为3.9 mA
  (信号：pH/ORP、SC和DO为3.8~20.5 mA)
 (信号：ISC为3.9 ~ 20.5 mA)
 高输出：22 mA

■ 电源

标称24 V DC回路供电系统
一个(1)传感器模块(1个输入)：

  16～40 V DC   (用于pH/ORP (模拟传感器)、 
SC和DO)

 17～40 V DC (用于ISC)
  21～40 V DC  (用于pH/ORP SENCOM传感

器)
两个(2)传感器模块(2个输入)：

  22.8～40 V D C (用于pH/ORP (模拟传感
器)、SC和DO)

注释： FLXA21用于HART通信的多点模式时，通电后输出
信号在12.5 mA DC至4 mA DC之间变动。需为仪表
提供足够的电源。

● 最大负载阻抗

pH/ORP (模拟传感器)、SC和DO：
 请参阅图1。
ISC和pH/ORP SENCOM传感器：
 请参阅图2。

■ 显示

LCD带触摸屏：
 黑/白： 213×160像素

图1　pH/ORP (模拟传感器)、SC和DO的 
电源电压和负载电阻

触摸屏上可进行对比度调节
信息语言：
  12种(英语、中文、捷克语、法语、德语、

意大利语、日语、韩语、波兰语、葡萄牙
语、俄语、西班牙语)

 一台分析仪有12种语言。
注释： 语言选项的描述以及语言名称为英语。
注释：  位号、显示画面上各值的附加描述、密码只能用英

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表示。
注释： 仅画面信息语言提供12种语言。

4. 外形尺寸及其他参数

■ 外壳

箱体： ·塑料(聚碳酸酯)
 ·不带涂层的不锈钢
 ·带环氧树脂涂层的不锈钢
 ·带聚氨酯涂层的不锈钢
 ·带高防腐涂层的不锈钢
箱体颜色和表面处理：
颜色： 银灰色(相当于Munsell 3.2PB7.4/1.2) 

(塑料箱体、带涂层不锈钢箱体的颜色)
表面处理：电抛光(不带涂层的不锈钢箱体)

视窗： 聚碳酸酯(柔性)
不锈钢箱体的视窗边框：
 聚碳酸酯，颜色：银灰色
 (相当于Munsell 3.2 PB7.4/1.2)
防护：  IP66 (加拿大除外)、Type 4X (加拿大除

外)、Type 3S/4X (加拿大)
■ 标牌

主铭牌：箱体盖内
警示标牌：箱体外

■ 电缆和端子

电缆尺寸：
外径： 6～12 mm (适用于M20电缆接头)

 3.4～7 mm (塑料箱体的接地电缆)
端子螺丝尺寸：M4
 拧紧扭矩：1.2 N·m
接线端子：

针形端子、环形端子和扁平端子可用作分析仪的
电源端子和传感器端子。
不锈钢箱体的接地端子应使用环形端子。
针形端子： 针直径：最大1.9 mm
环形端子和扁平端子：宽度：最大7.8 mm

图2　ISC和pH/ORP SENCOM传感器的 
电源电压和负载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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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缆入口

塑料箱体：
单传感器测量：

3孔，
M20电缆接头×3个，
套筒×1个(用于接地电缆线)

双传感器测量：
4孔，
M20电缆接头×4个，
套筒×1个(用于接地电缆线)

不锈钢箱体：
3孔，
M20电缆接头×3个
关闭塞×1个

注释：  电缆接头和关闭塞随分析仪一起提供，但没有安装
到分析仪中。

■ 安装方式

安装件(可选项)：
·通用安装工具包(注释)
·管装件和壁装件
·盘装件

注释： 该工具包包括管装件、壁装件及盘装件。
遮阳罩(可选项)：

·不锈钢
·带聚氨酯涂层的不锈钢
·带环氧树脂涂层的不锈钢

■ 不锈钢位号牌

指定位号牌附加代码“/SCT”时，刻有指定位号的
位号牌将随分析仪一起提供。
位号牌为悬挂型。

■ 管接头

使用可选接头
 ·G1/2 (数量：4)
 ·1/2NPT (数量：4)
 ·M20×1.5 (数量：4)
管接头随分析仪一起提供，但没有安装到分析仪上。

■ 外壳箱体尺寸

塑料：  144×144×151 mm (L×W×D)(无电缆接头)
不锈钢箱体：
  165×165×160 mm (L×W×D)(无电缆接头)

■ 重量

约1 kg (塑料外壳)
约2 kg (不锈钢外壳)

■ 发货详情

包装尺寸：
 约340×340×370 mm (L×W×H)

■ 环境温度

-20～+55℃
■ 储存温度

-30～+70℃
■ 湿度

40℃时10～90% RH (无结露)
■ 文档

随分析仪提供以下文档：
纸质：
启动手册

 英语
安全注意事项
 英语

CD-ROM：
启动手册

 英语
使用手册

 英语
安全规定手册

 适用于欧洲地区
 25种语言版本
一般规格书
 英语
技术信息
 用于HART通信
 英语
用户设定表格
 有5种测量/传感器类型
 英语

■ 符合的标准

安全性：UL 61010-1
 UL 61010-2-030
 CAN/CSA C22.2 No.61010-1
EMC：  EN61326-1 Class A，Table 2 (用于工业环

境)
 EN61326-2-3
 AS/NZS CISPR11
 韩国电磁一致性标准Class A �� ��
安装高度：≤2000 m
根据IEC 61010的分类：I (注释1)
根据IEC 61010的污染等级：2 (注释2)
注释1： 安装分类(称为过压分类)指定脉冲耐压。 

“分类I”是当设备连接入回路中可耐受的瞬间过
压的最低值。

注释2： 污染等级是设备耐受的固体、液体、气体或其他
污染物降低介电强度的等级。“2”为一般的室内
环境。

防爆(本安型和非易燃型)(后缀代码：-EA、-ES)：
ATEX本安认证

适用标准
 爆炸性气体环境
 EN 60079-0:2012/A11:2013 设备一般要求
 EN 60079-11:2012 本安“i”型设备防护
  EN 60079-26:2007  设备防护级别为(EPL) 

Ga的设备
  EN 60529:1992  由外壳提供的防护等级(IP

代码)
防护类型

 II 1G Ex ia IIC Ga
  组别：II
  类别：1G
  T4：适用于环境温度-20～55℃
   T6： 适用于环境温度-20～40℃ 

(不包括SENCOM模块)
   气体环境压力： 80 kPa (0.8 bar)～110 

kPa (1.1 bar)
  外壳防护等级：IP66
IECEx本安型

适用标准
 IEC 60079-0:2011 Part 0：设备一般要求
 IEC 6 0079-11:2011 Part 11：本安“i”型

设备防护
  IEC 60 079-26:2006  Part 26：设备防护级

别为(EPL) Ga的设备
  IEC 60 529:2001 由外壳提供的防护等级(IP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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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类型
Ex ia IIC Ga
 T4：适用于环境温度-20～55℃
  T6： 适用于环境温度-20～40℃ 

(不包括SENCOM模块)
  气体环 境压力：80 kPa (0.8 bar)～110 kPa 

(1.1 bar)
 外壳防护等级：IP66

FM本安和非易燃认证
适用标准

FM-3600: 2011 在危险(分级)区域使用的电
气设备的认证标准：一般要求

FM-3610: 2010 在I、II、III级，Division 1，
危险(分级)区域使用本安型设备和相关
设备的认证标准

FM-3611: 2004 在I、II级，Division 2和III
级，Division 1和2，危险(分级)区域使
用的非易燃电气设备

FM-3810: 2005  用于测量、控制和实验的电气
设备

NEMA 25 0:1991  电气设备的外壳(最大1000伏)
ANSI/IEC  60529:2004  由外壳提供的防护等级

(IP代码)
ANSI/ISA 60079-0 2009  Part 0：一般要求
ANSI/ISA  60079-11 2011 Part 11： 本安“i”型

设备防护
防护类型

I级，Division 1，A、B、C、D组(本安型)
I级，Division 2，A、B、C、D组(非易燃)
I级，0区，在危险(分级)区域(本安型)
I级，2区，组别IIC，在危险(分级)区域(非易燃)
AEx ia IIC
对于所有防护类型，
 T4：适用于环境温度-20～55℃
 T6：适用于环境温度-20～40℃
气体环境 压力：80 kPa (0.8 bar)～110 kPa (1.1 

bar)
外壳防护等级：NEMA Type 4X和IP66

CSA本安和非易燃认证
适用标准
 CAN/CSA C22.2 No.94-M1991 专用外壳
 CAN/CSA  C22.2 No. 157-92 

用于危险区域的本安设备
 C22.2 No 213-M1987  在I级、Division 2、

危险区域使用的非易燃电气设备
 CAN/CSA -E60079-0-07 用于爆炸性气体环

境的电气设备Part 0：一般要求
 CAN/CSA -E60079-11-02 用于爆炸性气体

环境的电气设备Part 11：本安
“i”型

 IEC 6052 9:2001  
由外壳提供的防护等级(IP代码)

防护类型(C22.2)
 I级，Division 1，A、B、C、D组(本安型)
 I级，Division 2，A、B、C、D组(非易燃)
 对于所有防护类型，
  T4：适用于环境温度-20～55℃
  T6：适用于环境温度-20～40℃
 气体环境压力： 80 kPa (0.8 bar)～110 kPa 

(1.1 bar)
 环境湿度：0～100% (无结露)
 外壳防护等级：Type 4X

防护类型(E60079)
 Ex ia IIC
  T4：适用于环境温度-20～55℃
  T6：适用于环境温度-20～40℃
 气体环境压力： 80 kPa (0.8 bar)～110 kPa 

(1.1 bar)
 环境湿度：0～100% (无结露)
 外壳防护等级：IP66

NEPSI本安认证
适用标准
 GB 3836.1-2010   爆炸性气体环境Part 1：

设备一般要求
 GB 3836.4-2010   爆炸性气体环境Part 4：

本安“i”型设备防护
 GB 3836.20-20 10  爆炸性气体环境Part 

20：设备防护级别为(EPL) 
Ga的设备

防护类型
 Ex ia IIC Ga
 T4：适用于环境温度-20～55℃
 T6：适用于环境温度-20～40℃
 气体环境压力： 80 kPa (0.8 bar)～110 kPa 

(1.1 bar)
 外壳防护等级：I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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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参数(Ex ia)
各外壳组件(基座模块)和各传感器模块分别经过
认证。
传感器模块的输入参数符合外壳组件的输出参
数。

外壳组件

输入参数

电源和输出电路(端子+和-)： 
 Ui、Vmax = 30 V
 Ii、Imax = 100 mA
 Pi、Pmax = 0.75 W
 Ci    = 13 nF
 Li    = 0 mH
 (线性源)

输出参数

测量模块输入电路(背板上的CN2或CN3)
 Uo Vt、Voc = 13.65 V
 Io、It、Isc = 50 mA
 Po   = 0.372 W
 Co、Ca  = 80 nF
 Lo、La  = 7.7mH

pH/ORP模块、SC模块和DO模块

输入参数

 Ui、Vmax = 13.92 V
 Ii、Imax = 50 mA
 Pi、Pmax = 0.374 W
 Ci    = 40 nF
 Li    = 2.9 mH

输出参数

传感器输入电路(pH：端子11～19，SC：端子
11～16，DO：端子11～18)
 Uo Vt、Voc = 11.76 V
 Io、It、Isc = 116.5 mA
 Po   = 0.3424 W
 Co、Ca  = 100 nF
 Lo、La  = 1.7 mH

ISC模块

输入参数

 Ui、Vmax = 13.92 V
 Ii、Imax = 50 mA
 Pi、Pmax = 0.374 W
 Ci    = 40 nF
 Li    = 7.7 mH

输出参数

传感器输入电路(端子11～17)
 Uo Vt、Voc = 11.76 V
 Io、It、Isc = 60.6 mA
 Po   = 0.178 W
 Co、Ca  = 100 nF
 Lo、La  = 8 mH

SENCOM传感器模块

输入参数

 Ui、Vmax = 13.92 V
 Ii、Imax = 50 mA
 Pi、Pmax = 0.374 W
 Ci    = 40 nF
 Li    = 7.2 mH

输出参数

传感器输入电路(端子82、83、84、86、87)
 Uo Vt、Voc = 5.36 V
 Io、It、Isc = 106.16 mA
 Po   = 0.1423 W
 Co、Ca  = 31 µF
 Lo、La  = 0.45 mH

控制图(ATEX和IECEx型)

测量模块1

注释：本图中的测量模块表示该一般规格的传感器模块。
 

测量模块2

传感器1

传感器2

(*) 

(注释1)
安全栅外壳组件

电源 -

电源 +

→ 非危险区域危险区域 ←

-

+

电气数据如下所示：

电源和输出电路(端子电源+和-)：
 最大电压 (Ui)  = 30 V
 最大电流 (Ii)  = 100 mA
 最大功率 (Pi)  = 0.75 W
 内部电容 (Ci)  = 13 nF
 内部电感 (Li)  = 0 mH

传感器输入电路(pH：端子11～19，SC：端子11～16，
DO：端子11～18，ISC：端子11～17，SENCOM：端

子82、83、84、86、87)：

测量模块类型 pH、SC和DO ISC SENCOM
最大电压(Uo) 11.76 V 11.76 V 5.36 V

最大电流(Io) 116.5 mA 60.6 mA 106.6 mA

最大功率(Po) 0.3424 W 0.178 W 0.1423 W

外部电容(Co) 100 nF 100 nF 31 µF

外部电感(Lo) 1.7 mH 8 mH 0.45 mH

注释1：在任何使用的安全栅中，输出电流必须受到电阻

器“R”的限制，例如Imaxout = Uz/R。

注释2：安全栅应由认证机构EU认证为ATEX防爆型。

注释3：使用非隔离栅时，连接(*1)至IS接地系统。

注释4：传感器1和传感器2为无源型，被视为“简单设

备”或由相关参数单独认证的设备。

注释5：可能未安装测量模块2。ISC模块和SENCOM模块

只能安装其中一种。

注释6：测量模块封装于防护级别不低于IP20的外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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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图(FM型)
以下内容请参阅“DOC.No. IKE039-A12”

测量模块1

注释：本图中的测量模块表示该一般规格的传感器模块。
 

测量模块2

传感器1

传感器2

(*) 

(注释1)
安全栅外壳组件

电源 -

电源 +

→ 非危险区域危险区域 ←

-

+

(请参阅注释7)

I级， Division 1，A、 B、C、D组

I级， 0区和1区，组别：IIC
T4为Ta = 55°C，T6为Ta = 40°C

两线制分析仪 

电气数据如下所示：

输入 最大输入电压 (Ui) = 30 V
 最大电流 (Ii)  = 100 mA
 最大功率 (Pi)  = 0.75 W
 内部电容 (Ci)  = 13 nF
 内部电感 (Li)  = 0 mH
传感器输入电路 

测量模块类型 pH、SC和DO ISC
最大电压(Uo) 11.76 V 11.76 V

最大电流(Io) 116.5 mA 60.6 mA

最大功率(Po) 0.3424 W 0.178 W

外部电容(Ca、Co) 100 nF 100 nF

外部电感(La、Lo) 1.7 mH 8 mH

注释1：在任何使用的安全栅中，输出电流必须受到电阻

器“R”的限制，例如Imaxout = Uz/R。

注释2：安全栅应为FM认证的相关设备/安全栅，其中： 
   安全栅Voc、Uo ≤ 30V；
   安全栅Isc、Io ≤ 100 mA；
   安全栅Po ≤ 0.75W；

   安全栅Ca、Co ≥ 13 nF + C电缆；

   安全栅La、Lo ≥ L电缆

注释3：使用非隔离栅时，连接(*)至IS接地系统。

注释4：pH和SC传感器为无源型，被视为与

06ATEX0218X、06ATEX0219、 
IECEx KEM 06.0052X、FM3028779、 
06ATEX0220X、06ATEX0221、IECEx KEM 
06.0053X相同的“简单设备”或由相关参数单独

认证的设备。

注释5：ISC传感器为00ATEX1067X的ISC40S型或由相关

参数单独认证。

注释6：DO传感器为无源型，被视为“简单设备”或由相

关参数单独认证的设备。

注释7：可能未安装测量模块2。ISC模块只能安装一个。

注释8：安装应符合美国国家电气规程(NFPA 70)
注释9：警告—潜在静电危害

  静电可能会引起爆炸。避免一切可能会产生静电的

活动，如用干布摩擦等。

注释10：除了在Division 2采用I级、Division 2接线方法安装

FLXA21，FLXA21还可以使用符合美国国家电气

规程(NFPA 70)的非易燃现场接线，以及通过本安

型Entity安装的相同认证参数安装在Division 2区域

中。相关非易燃设备应采用FM认证的非易燃现场

接线连接，用于I级、Division 2位置。

控制图(CSA型)

测量模块1

注释：本图中的测量模块表示
   该一般规格的传感器模块。
 

测量模块2

传感器1

传感器2

(*) 

参阅注释
安全栅外壳组件

电源 -

电源 +

→ 非危险区域危险区域 ←

-

+

(请参阅注释7)

两线制分析仪 

本安型
组别：IIC，0区
I级，Division 1

非易燃
I级，Division 2,
A、B、C、D组

不使用安全栅，但在
非易燃区域使用CSA
认证的设备

电气参数(本安型)
外壳组件

电源和输出电路(端子+和-)
  Ui  (Vmax)=30 V、 I i  ( Imax)=100 mA 

Pi (Pmax)=0.75 W、Ci=13 nF、Li=0 mH
测量模块输入电路(背板上的CN2或CN3)
  Uo (Vt,Voc)=13.65 V、Io (It、Isc)=50 mA

Po=0.372 W、Co (Ca)=80 nF、Lo (La)=7.7 mH
pH模块、SC模块和DO模块

  Ui (Vmax)=13.92 V、Ii (Imax)=50 mA 
Pi (Pmax)=0.374 W、Ci=40 nF、Li=2.9 mH

传感器输入电路(端子11～19)
  Uo (Vt,Voc)=11.76 V、Io (It、Isc)=116.5 mA

Po=0.3424 W、Co (Ca)=100 nF、Lo (La)= 
1.7 mH

ISC模块
  Ui (Vmax)=13.92 V、Ii (Imax)=50 mA 

Pi (Pmax)=0.374 W、Ci=40 nF、Li=7.7 mH
传感器输入电路(端子11～17)

  Uo (Vt,Voc)=11.76 V、Io (It、Isc)=60.6 mA
Po=0.178 W、Co (Ca)=100 nF、Lo (La)=8 mH

外壳组件和安全栅间的安装要求
Uo≤Ui   I o≤ I i   Po≤Pi   Co≥Ci+C电缆  
Lo≥Li+L电缆
Voc≤Vmax  Isc≤Imax  Ca≥Ci+C电缆  La≥Li+L
电缆
  Uo、Io、Po、Co、Lo、Voc、Isc、Ca和

La是安全栅的参数。
电气参数(非易燃)
外壳组件

电源和输出电路(端子+和-)
 Ui (Vmax)=30 V、Ci=13 nF、Li=0 mH
测量模块输入电路(背板上的CN2或CN3)
  Uo (Vt,Voc)=13.65 V、Io (It、Isc)=50 mA、

Co (Ca)=80 nF、Lo (La)=7.7 mH
pH模块、SC模块和DO模块

  Ui (Vmax)=13.92 V、Ci=40 nF、Li=2.9 mH
传感器输入电路(端子11～19)

  Uo (Vt,Voc)=11.76 V、Io (It、Isc)=116.5 
mA、Co (Ca)=4 uF、Lo (La)=4.5 mH

ISC模块
 Ui (Vmax)=13.92 V、Ci=40 nF、Li=7.7 mH

传感器输入电路(端子11～17)
  Uo (Vt,Voc)=11.76 V、Io (It、Isc)=60.6 mA

Co (Ca)=4 uF、Lo (La)=19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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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安型安装注意事项：

1： 在任何使用的安全栅中，输出电流必须受到电阻

器“R”的限制，例如Io=Uo/R或Isc=Voc/R。

2： 安全栅必须经过CSA认证。

3： 安全栅的输入电压必须低于250 Vrms/Vdc。
4： 使用非隔离栅时，连接(*)至IS接地系统。

5： pH和SC传感器为无源型，被视为与

06ATEX0218X、06ATEX0219、 
IECEx KEM 06.0052X、FM3028779、 
06ATEX0220X、06ATEX0221、IECEx KEM 
06.0053X相同的“简单设备”或由相关参数单独认

证的设备。

6： ISC传感器为00ATEX1067X的ISC40S型或者由相关

参数单独认证。

7： DO传感器为无源型，被视为“简单设备”或者由相

关参数单独认证的设备。

8： 可能未安装测量模块2。ISC模块只能安装一个。

9： 安装应符合加拿大电气规范“Part I”和当地的电气规

程。

10： 若无CSA的授权，请勿更改图纸。

非易燃安装注意事项： 
1： 安装时必须考虑传感器输入电路的参数。 
2： 安装应符合加拿大电气规范“Part I”和当地的电气规

程。

3： 若无CSA的授权，请勿更改图纸。

控制图(NEPSI型)

测量模块1

注释：本图中的测量模块表示该一般规格的传感器模块。
 

测量模块2

传感器1

传感器2

(*) 

(注释1)
安全栅外壳组件

电源 -

电源 +

→ 非危险区域危险区域 ←

-

+

电气数据如下所示：

 最大电压 (Ui)  = 30 V
 最大电流 (Ii)  = 100 mA
 最大功率 (Pi)  = 0.75 W
 内部电容 (Ci)  = 13 nF
 内部电感 (Li)  = 0 mH
注释1：在任何使用的安全栅中，输出电流必须受到电阻

器“R”的限制，例如Imaxout = Uz/R (线性源)。
注释2：应使用通过NEPSI认证的安全栅。

注释3：使用非隔离栅时，连接(*)至IS接地系统。

注释4：需要时安装测量模块2。 
测量感应电导率时，仅可以安装一个模块。

5. 数字通信参数

■ 数字通信类型

·HART或PH201G专用配电器
    注释：一台分析仪中仅可用一种数字通信。

■ 输出值参数(HART)
一个数字通信中四个值参数(测量值)可用。
·对于单传感器测量，这些参数为测量值。
·对于双传感器测量，请参阅下一项。

■ 双传感器测量的数字通信(HART)
即使安装两个传感器模块，在双传感器测量中，仅一
个数字通信可用。
可从以下值中选择四个值参数：

两个传感器的测量值
双传感器测量的计算数据
冗余系统输出

■ 带PH201G (B型)专用配电器的指定接点输出

PH201G配电器用于连接两线制分析仪。
配电器向分析仪提供驱动电源，同时接收分析仪的
4-20 mA DC信号。
该信号在配电器中转换为1-5 V DC信号。
配电器同时接收叠加在4-20 mA DC信号上的数字信
号，并提供接点输出。
输入/输出信号：
可用驱动/信号点数：1
输出信号： 1-5 V DC (2点) (注释)
负载阻抗： ≤2 kΩ (1-5 V DC输出)
隔离系统： 回路隔离型
注释： 为一个分析仪模拟输出提供两个输出信号。 

两个1-5 V DC输出信号相同。
接点输出：
接点额定容量：

 250 V AC，最大100 VA
 220 V DC，最大50 VA
保持接点输出：

 NC接点，正常供电
 电源关闭或保持情况下，接点闭合。
故障接点输出：

 NC接点，正常供电
 电源关闭或故障/报警情况下，接点闭合。
清洗接点输出：

 NO接点
 清洗周期期间，接点闭合。

符合的标准
韩国电磁一致性标准Clas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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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型号和后缀代码

型号 后缀代码 可选项代码 说明

FLXA21 ······································································· ··········· 两线制分析仪

电源 -D ··········· 始终为-D

外壳 -P
-S
-U
-E
-W

··········· 塑料
不锈钢
不锈钢+聚氨酯涂层
不锈钢+环氧树脂涂层
不锈钢+高防腐涂层(注释11)

显示器 -D ··········· 防眩光LCD

类型 -AA
-EA
-ES
-EG
-AQ
-AR
-EQ
-ER

···········
···········
···········
···········
···········
···········
···········
···········

普通型
ATEX、IECEx、FM、CSA、NEPSI (注释5)
ATEX、IECEx，用于SENCOM传感器(注释 9)
KOSHA (注释12)
普通型，用于带PA的EAC (注释13)
普通型，用于EAC (注释14)
EACEx，带PA (注释15)
EACEx (注释16)

第1输入 -P1
-C1
-C5
-D1
-S1

···········
···········
···········
···········
···········

pH/ORP (注释7)
电导率(SC)
感应式电导率(ISC)
溶解氧(DO)
pH/ORP (SENCOM传感器) (注释8)

第2输入(注释1) -NN
-P1
-C1
-D1

···········
···········
···········
···········

无输入
pH/ORP (注释7)
电导率(SC)
溶解氧(DO)

输出(注释10) -A ··········· 4-20 mA + HART

— -N ··········· 始终为-N

语言套包(注释2) -LA ··········· 英语和11种语言

国家(注释3) -N
-J

···········
···········

除日本以外全球
日本

— -NN ··········· 始终为-NN

可选项 安装件

遮阳罩

位号牌
管接头

测量法

/UM
/U
/PM
/H6
/H7
/H8
/SCT
/CB4
/CD4
/CF4
/K

通用安装工具包(注释4)
管装件和壁装件
盘装件
遮阳罩，不锈钢
遮阳罩，不锈钢+聚氨酯涂层
遮阳罩，不锈钢+环氧树脂涂层
不锈钢位号牌
管接头(G1/2×4个)
管接头(1/2NPT×4个)
管接头(M20×1.5×4个)
带测量法证书(注释6)

注释：

1： 选择第2输入时，仅可使用与第1输入类型相同的传感器。

 例如，当第1输入为“-P1”时，第2输入必须也为“-P1”。

 ISC与ISC的组合不可用，SENCOM传感器和SENCOM传感器的组合也不可用。

2： 这些语言是分析仪显示信息的语言。

 分析仪有英语及其他11种语言。

 全部语言如下：英语、中文、捷克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波兰语、葡萄牙语、俄语及西班牙语。

3： 分析仪在日本使用时，必须符合日本测量法规。

 分析仪及其在日本使用的文档仅可且必须使用SI单位(国际单位制)。
4： 通用安装工具包包括管装件和壁装件(/U)以及盘装件(/PM)。
5： “-EA”类型是ATEX、IECEx、FM、CSA和NEPSI的本安型，及FM和CSA的非易燃型。温度等级为T4和T6。“-EA”类型不

能与SENCOM传感器使用。对于SENCOM传感器，请选择“-ES”。

6： 带日本测量法证书的分析仪仅可用于以下型号：

  FLXA21-D-[箱体代码]-D-AA-P1-NN-A-N-LA-J-NN/[可选项代码，/K除外]/K
 模拟传感器的仅一个pH测量获得认证。4-20 mA输出信号获得认证。HART通信未获得认证。

7： 该输入来自一台模拟pH/ORP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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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析仪与数字传感器、FU20F pH/ORP SENCOM传感器连接时，仅以下型号可用：

  类型：普通型(-AA)和防爆型(-ES)
   防爆型(-ES)仅为ATEX和IECEx
  第2输入：无输入(-NN)
  可选项：“-K”除外

9： “-ES”是SENCOM传感器ATEX、IECEx的本安型。温度等级为T4。
10： FLXA21还有FOUNDATION现场总线通信型(后缀代码：-F)和PROFIBUS PA通信型(后缀代码：-P)等其他输出类型。请参阅

GS 12A01A02-71E和GS 12A01A02-72E。
11： 不锈钢+高防腐涂层的箱体可以用于“-AA”和“-ES”类型。

12： KOSHA的“-EG”本安型用于韩国。温度等级为T4。
13： “-AQ”是EAC的普通型，带俄罗斯Pattan认证。

14： “-AR”是EAC的普通型，用于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

15： “-EQ”是EAC的本安型，带俄罗斯Pattan认证。温度等级为T4。
 “-EQ”不能与SENCOM传感器使用。

16： “-ER”是EAC的本安型，用于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温度等级为T4。
 “-ER”不能与SENCOM传感器使用。

 ■ 外形尺寸和安装方式

塑料外壳

4-M6，深度5

13
7

14
4

144

80

151
141

22.5
80

单位：mm

44.9
137

1
20.2

(用于传感器2电缆)
用于传感器1电缆

用于电源

用于接地电缆

24
.7

26
.5

26
.5

管接头(可选项代码：□/CB4、□/CD4、□/CF4)

接头

49
(1.93")

G1/2螺丝 (/CB4)、1/2 NPT螺丝(/CD4)
M20×1.5螺丝(/CF4)

       约
55(2.2")

密封填料

单位：mm ( 英寸 )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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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通用安装工具包(/UM)包含管装件和壁装件(/U)以及盘装件(/PM)。

盘装件(可选项代码：□/PM、□/UM)

2-M5，深度 35

185

178
10

0

19
5

13
5

仪
表
盘
厚
度

1 
~

12

面板开孔尺寸

4-M6 *

138
+1
0

13
8

+1 0

单位：mm

*：以2 N•m的扭矩拧紧4个螺丝。

壁装件(可选项代码：□/U、□/UM)

144 164

13

100
70

14
4

22
4

20
0

50

15

用于壁装

3个ø10孔

4-M6 *

单位：mm

*：以2 N•m的扭矩拧紧4个螺丝。

注释：安装分析仪的墙壁应当足够结实，能够承受至少8 kg的重量。

管装件(可选项代码：□/U、□/UM)

151

100

20
0

50
17

4

144
(205)

管装(水平安装) 管装(垂直安装)

管道50A
(ø60.5)

M8 U型螺栓

4-M6 *

单位：mm

*：以2 N•m扭矩拧紧4个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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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遮阳罩(可选项代码：□/H6、□/H7、□/H8)
184 220

(70)
(100)

9144

14
4

7257

(5
0)

19
9

单位：mm

不锈钢外壳

80165

137
22.244

150
160

32.5

4-M6 深度5(用于传感器2电缆)
用于传感器1电缆

用于电源

基板
(仅带涂层)

8013
7

16
5

25
.3

26
.5

单位：mm

管接头(可选项代码：□/CB4、□/CD4、□/CF4)

接头

49
(1.93")

G1/2螺丝 (/CB4)、1/2 NPT螺丝(/CD4)
M20×1.5螺丝(/CF4)

       约
55(2.2")

密封填料

单位：mm ( 英寸 )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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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通用安装工具包(/UM)包含管装件和壁装件(/U)以及盘装件(/PM)。

盘装件(可选项代码：□/PM、□/UM)

2个M5螺丝，长35 

185

178

10
0

19
5

13
4

仪
表

盘
厚

度
1 

~ 
12

面板开孔尺寸

4-M6 *
基板
(仅带涂层)

138
+1
0

13
8

+1 0

单位：mm

*：以2 N•m的扭矩拧紧4个螺丝。

壁装件(可选项代码：□/U、□/UM)

165 173
13

70
100

4-M6 *

16
5

20
0

50
15

23
4.

5

用于壁装型

3个ø10孔

单位：mm

*：以2 N•m的扭矩拧紧4个螺丝。

注释：安装分析仪的墙壁应当足够结实，能够承受至少8 kg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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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装件(可选项代码：□/U、□/UM)

160

100

20
0

50
18

4.
5

165
(214)

壁装(水平安装) 盘装(垂直安装)

管道50A
(ø60.5)

M8 U型螺栓

4-M6 *

单位：mm

*：以2 N•m的扭矩拧紧4个螺丝。

不锈钢遮阳罩(可选项代码：□/H6、□/H7、□/H8)

184
220

(70)
(100)

9
165

16
5

7257

(5
0)

19
9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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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线图

*2 *2

*4

*5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
–

*1

161519171318141211

PH

NC1817141315161211

DO

15161417131211

ISC

NC161514131211

SC

(*3)

*3

(*3)

A
+

– CMN CMN
B

C
D

F
H

L N

A
+

–
+

–
B

1
+

–
2

F
H

L N

(塑料外壳)(不锈钢外壳)

*1: 使用外径为6～12 mm的2芯屏蔽电缆。

*2: 将FLXA21接地 (D级接地：≤100 Ω) 
 对于塑料外壳和不锈钢外壳，接地电缆的连接方式不同。 

如果是塑料外壳，将接地电缆与内部电源模块的   端子相连。如果是不锈钢外壳，将接地电缆与外壳的    端子相连。

塑料外壳接地时，使用外径为3.4～7 mm的电缆作为接地线。

尽管在不锈钢管外壳上接地端子标志为     (保护性接地)，实际上为功能性接地。

*3: 该线路连接至配电器或24 V DC电源。

*4: 各传感器模块的端子号如下所示。

*5: 可以安装测量/传感器类型的同类的2个模块。使用SENCOM传感器测量电导率或pH/ORP时，仅可安装一个模块。

*6: 根据传感器电缆的长度和分析仪与传感器之间的距离，可能会需要接线盒。

SENCOM传感器不使用接线盒直接连接到分析仪。

*7: PH201G或SDBT的两个输出(输出1和输出2)相同。

WTB10或BA10
接线盒*6 FLXA21两线制分析仪

传
感

器

WTB10或BA10
接线盒*6

传
感

器

PH模块

SC模块

ISC模块

DO模块

电源
20～130 V DC
或
80～138 V AC，47～63 Hz

配电器
PH201G (B型)

保持 清洗
故障

配电器
SDBT

输出1 (1-5 V DC)

输出2 (1-5 V DC)

电源
20～130 V DC
或
80～138 V AC，47～63 Hz

输出1 (1-5 V DC)

输出2 (1-5 V DC)

SENCOM模块

8786NC848382NC

SENCOM

a           c          e
b          d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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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LXA21两线制分析仪询价单

请在适当的□中打，并在空白处填写信息。

1. 一般信息

公司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厂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测量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途   ：□ 指示、□ 记录、□ 报警、□ 控制

2. 测量条件

(1) 过程温度  ：______ 到 ______ 正常 ______ [℃]
(2) 过程压力  ：______ 到 ______ 正常 ______ [kPa]
(3) 流量   ：______ 到 ______ 正常 ______ [l/min]
(4) 流速   ：______ 到 ______ 正常 ______ [m/s]
(5) 泥浆或污染物 ：□ 无、□ 有
(6) 液体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液体组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安装环境

(1) 环境温度  ：______ 到 ______ [℃]
(2) 地点   ：□ 室外、□ 室内
(3)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技术要求

第1输入   ：□ pH/ORP (模拟传感器)、□ 电导率(SC)、□ 感应式电导率(ISC)、□ 溶解氧(DO)、
  　□ pH/ORP (数字传感器、FU20F)

第2输入   ：□ 有(与第1个输入相同)、□ 无

4.1 pH/ORP (模拟传感器)

□ 第1输入

(1) 测量范围  ：□ pH 0～14   □ ORP ______ 到 ______mV  □ __________________
(2) 信号输出  ：□ 4～20 mA DC、□ pH、□ ORP、□ 温度
(3) 系统配置选型 ：□ 电极、□ 支架、□ pH转换器、□ 清洗系统、□ 接线盒、□ 附件
(4) 电极电缆长度 ：□ 3 m、□ 5 m、□ 7 m、□ 10 m、□ 15 m、□ 20 m、□ ____ m
(5) 电极工作压力 ：□ ≤10 kPa、□ ＞10 kPa
(6) 支架类型  ：□ 导管式、□ 浸入式、□ 流通式、□ 悬挂式、□ 倾角浮球式、□ 垂直浮球式
(7) 清洗方法  ：□ 无清洗、□ 超声波清洗、□ 喷射清洗、□ 刷洗
(8) 采样温度  ：□ -5～105℃、□ -5～100℃、□ -5～80℃
(9)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第2输入

(1) 测量范围  ：□ pH 0～14、□ ORP ______到______mV  □ ___________________
(2) 信号输出  ：□ 4～20 mA DC、□ pH、□ ORP、□ 温度
(3) 系统配置选型 ：□ 电极、□ 支架、□ pH转换器、□ 清洗系统、□ 接线盒、□ 附件
(4) 电极电缆长度 ：□ 3 m、□ 5 m、□ 7 m、□ 10 m、□ 15 m、□ 20 m、□ ____ m
(5) 电极工作压力 ：□ ≤10 kPa、□ ＞10 kPa
(6) 支架类型  ：□ 导管式、□ 浸入式、□ 流通式、□ 悬挂式、□ 倾角浮球式、□ 垂直浮球式
(7) 清洗方法  ：□ 无清洗、□ 超声波清洗、□ 喷射清洗、□ 刷洗
(8) 采样温度  ：□ -5～105℃、□ -5～100℃、□ -5～80℃
(9)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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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电导率

□ 第1输入

(1) 测量范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信号输出  ：4～20 mA DC
(3) 检测器/传感器 ：SC4AJ  □ 两电极系统(0.02 cm-1)、□ 两电极系统(0.1 cm-1)
    SC8SG  □ 两电极系统(0.01 cm-1)、□ 两电极系统(10 cm-1)、□ 四电极系统(10 cm-1)
    SC210G □ 两电极系统(0.05 cm-1)、□ 两电极系统(5 cm-1)
(4) 检测器/传感器安装方法：
    SC4AJ  □ 接头安装、□ 焊接插座、□ 焊接夹钳
    SC8SG  □ 旋入、□ 流通
    SC210G □ 旋入、□ 法兰、□ 流通、□ 闸阀旋入
(5) 电极电缆长度 ：SC4AJ  □ 3 m、□ 5 m、□ 10 m、□ 20 m
    SC8SG  □ 5.5 m、□ 10 m、□ 20 m
    SC210G □ 3 m、□ 5 m、□ 10 m、□ 15 m、□ 20 m
(6)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第2输入

(1) 测量范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信号输出  ：4～20 mA DC
(3) 检测器/传感器 ：SC4AJ  □ 两电极系统(0.02 cm-1)、□ 两电极系统(0.1 cm-1)
    SC8SG  □ 两电极系统(0.01 cm-1)、□ 两电极系统(10 cm-1)、□ 四电极系统(10 cm-1)
    SC210G □ 两电极系统(0.05 cm-1)、□ 两电极系统(5 cm-1)
(4) 检测器/传感器安装方法：
    SC4AJ  □ 接头安装、□ 焊接插座、□ 焊接夹钳
    SC8SG  □ 旋入、□ 流通
    SC210G □ 旋入、□ 法兰、□ 流通、□ 闸阀旋入
(5) 电极电缆长度 ：SC4AJ  □ 3 m、□ 5 m、□ 10 m、□ 20 m
    SC8SG  □ 5.5 m、□ 10 m、□ 20 m
    SC210G □ 3 m、□ 5 m、□ 10 m、□ 15 m、□ 20 m
(6)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3 感应式电导率

(1) 测量范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信号输出  ：4～20 mA DC
(3) 系统配置选型 ：□ ISC40GJ传感器、□ 支架、□ 转换器、□ BA20接线盒、□ WF10J扩展电缆
(4) 传感器安装方法：
    □ ISC40FDJ浸入型支架、□ ISC40FFJ流通型支架、□ ISC40FSJ直插式接头
(5) ISC40GJ传感器电缆长度：
    □ 5 m、□ 10 m、□ 15 m、□ 20 m
(6) WF10J扩展电缆长度：
    □ 5 m、□ 10 m、□ 20 m、□ 30 m、□ 40 m
(7)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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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溶解氧

□ 第1输入

(1) 测量范围  ：□ 0～50 mg/L、□ ________________
(2) 信号输出  ：4～20 mA DC
(3) 系统配置选型 ：□ 电极、□ 支架、□ 转换器、□ 清洗系统、□ 接线盒、□ 维护部件套包、□ 标定工具套包
(4) 电极电缆长度 ：□ 3 m、□ 5 m、□ 10 m、□ 15 m、□ 20 m
(5) 支架类型  ：□ 导管式、□ 浸入式、□ 流通式、□ 悬挂式、□ 倾角浮球式、□ 垂直浮球式
(6) 清洗方法  ：□ 无清洗、□ 喷射清洗
(7)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第2输入

(1) 测量范围  ：□ 0～50 mg/L、□ ________________
(2) 信号输出  ：4～20 mA DC
(3) 系统配置选型 ：□ 电极、□ 支架、□ 转换器、□ 清洗系统、□ 接线盒、□ 维护部件套包、□ 标定工具套包
(4) 电极电缆长度 ：□ 3 m、□ 5 m、□ 10 m、□ 15 m、□ 20 m
(5) 支架类型  ：□ 导管式、□ 浸入式、□ 流通式、□ 悬挂式、□ 倾角浮球式、□ 垂直浮球式
(6) 清洗方法  ：□ 无清洗、□ 喷射清洗
(7)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5 pH/ORP (数字传感器、FU20F)

(1) 测量范围  ：□ pH 0～14、□ ORP______ ～ ______ mV　□ ___________________
(2) 信号输出  ：□ 4～20 mA DC、□ pH、□ ORP、□ 温度
(3) 系统配置选型 ：□ 电极、□ 支架、□ pH转换器、□ 清洗系统、□ 附件
(4) 电极电缆长度 ：□ 3 m、□ 5 m、□ 10 m、□ 20 m、□ _____ m
(5) 电极工作压力 ：□ ≤10 kPa、□ ＞10 kPa
(6) 支架类型  ：□ 导管式、□ 浸入式、□ 流通式、□ 悬挂式、□ 倾角浮球式、□ 垂直浮球式
(7) 清洗方法  ：□ 无清洗、□ 喷射清洗
(8) 采样温度  ：□ -5～105℃、□ -5～100℃、□ -5～80℃、
(9)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