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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2水位报警仪

可用于

监测 -- 蒸汽管线中的水位

监测 -- 锅炉汽包水位的情况

监测 -- 高压、低压加热器水位

监测 -- 除氧器水位

监测 -- 凝汽器水位

监测所有可能的故障工况

参数
电极数:             2

显示单元:       LED指示:    红色 -- 蒸汽

 LED指示:    绿色 水

 LED指示:    黄色 故障

故障诊断:           电极连接开路

 对地短路

      零件故障

最高工作温度:     电极635°C

最高工作压力:           电极30MPa

最大电缆长度:   30 m (98 feet)

防护等级:           IP65, NEMA 4X

环境温度:           -20°C to 70°C

相对湿度:           100%

设计特点
两个独立的通道

状态和报警输出

每个通道都有自检查

-- 每个通道的故障报警确认是独立的

元件和附件
2462 电极

高压电极配套的插入件及套子

垂直或水平的支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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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

246785Z 氧化锆绝缘, 25mm 装配. (210 bar,370°C)

246785A 陶瓷绝缘, 25mm 装配. (300 bar,635°C)

246785P   PTFE 绝缘, 25mm 装配  (50bar,  260°C)

电极护套

24673540A 电极插入件, 不锈钢(300 bar, 635°C)

24673547B 电极插入件, PTFE (50 Bar 260°C) 

24670118A 护套Series III

电极电缆

电缆为4 芯, 2芯一般用于管线的接地，电极用另外2芯

24620204A : 3m (10 ft)

24620205A : 10m (33 ft)

24620206A : 18m (60 ft)

24620207A : 30m (98 ft)

水位计支管

大部分客户会自己制作支管，或者把电极插到已有的管道上

或者一个选择，我们可以提供设计和制作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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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数据表

零件号 形式 材质 最大耐压psi(bar)

246785A 活接头插入式 陶瓷 4350 (300)

246785P 活接头插入式 PTFE 725 (50)

最高耐温(℃)

635/560（1）

260

Ph范围

246785Z 活接头插入式 氧化锆 3045 (210) 370 7 to 11

7 to 11

7 to 13.5

显示外壳 不锈钢，304级，壁挂式安装（两点）

表面处理 - 自然

IP65 / NEMA4X

7.5" x 7.5" x 3.5" (190 mm x 190 mm x 90 mm)

重量 6.2 磅 (2.8 kg)

环境工作温度 –4 ~158 °F (–20~ 70 °C)

相对湿度

工作压力

供电电源 AC：94~130 V或187~256V，48Hz~65Hz， 2 x 10 VA

Dc：20 ~ 60 V, 2 x 200 mA 最大, +ve 或–ve 接地

水正常: 与水通电

蒸汽正常: 与蒸汽通电

独立的常开和常闭触点:

光电隔离故障输出 额定输出“关”：30 Vdc（最大值），漏电流<1 mA

额定输出“开”：1 A直流，电压<1.1 V@1 A

电极工作温度

水柱可配有1至4个电极的端口。根据不同的压力和温度等级可提供多种材料。可应要求

提供设计表。可供电极类型可用于压力高达4350磅（300巴）@1175 °F（635°C）

•低压型，可达1740磅（120巴），采用螺纹式接头（metaflex密封垫片).

PTFE或陶瓷绝缘体作为可选

•高压型，可达4350磅（300巴），采用了直通接头（金属对金属密封）。

绝缘作为可选

最高635°C；见电极数据表。

最高100%

注：当技术参数温度超过560℃时，请咨询艾默生办事处技术工程师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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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8电极点水位计

可靠性

    -- 两个同样可以互补的冗余系统

    -- 两个供电单元供电及电极供电

容错 

    -- 无冗余的系统很脆弱

    -- 连续的可靠的测量 

系统确认回路防止误跳闸

    -- 锅炉连续运行

在连续液位下需配冗余的显示 

参数

电极： 8–32个

供电：     单电源供电，可选双电源冗余供电

工作电压：               110V/220V ac或24V dc

工作温度: 电极635°C

工作压力: 电极30MPa

显示单元操作温度：-20°C to 70°C

显示单元防护等级：IP65/ NEMA 4X

最高达6个远程显示器

水柱

8–32电极在水柱上

    -- 包含一系列圆孔

通过下面减低水位测量的不准确性(密度错误):

    -- 水柱的设计

    -- 冷凝物流动

水柱的选项

可分割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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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型

设计压力：120 bar (1740 psi)

电极采用螺纹连接方式

配有螺纹保护套

垫圈密封

连接规格：25 mm ( 1”) Sch. 80 Sa106

高压型 (系列3)

设计压力：210 bar (3045 psi)

Swagelok®式电极

金属压力密封

连接规格： 25 mm (1”) Sch. 160 A106

电极类型

低压型

    -- PTFE密封式，最高压力达50 bar (725 psi)@ 260°C (500°F)，

pH值范围7-13.5

    -- 陶瓷密封式，最高压力达120 bar (1740 psi)@ 325°C (616°F)， 

        pH值范围7-11

    -- 螺纹连接和紧固

    -- Metaflex®垫片密封

高压型（系列3）

    -- PTFE密封式，最高压力50 bar (725 psi)@ 260°C (500°F ， 

        pH值范围7-13.5

    -- 陶瓷密封式，最高压力达210 bar (3045 psi)@ 370°C (700°F)， 

        pH值范围7-11

    -- Swagelok® 插锁紧固

锅炉的运行压力在27.5Bar(400 psi)以上

锅炉就地安装两个玻璃管液位计或者

用两个远程指示仪替代一个玻璃管液位计

留下的那个玻璃管液位计可以用关断阀隔离

水位计水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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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示意图

2468电极点水位计

一套电极点水位计包含：

• 显示单元

• 水柱

• 电极和电极连接电缆

• 远程显示

2468电极点水位计规格

供电 电源(AC):94~130 V或187~256V,48Hz~65Hz,60 V

DC(直流):20~40V负极接地或隔离

模拟指示 信号与水位成正比

范围：0-20mA或4-20mA的，正向或反向

精度： ± 0.2 mA

正常电压下可驱动600欧姆电阻，或在最小电压下驱动500欧姆电阻

最多可提供4个报警指示

远程显示 可带远程显示器（最多6个）最远距离为 3280英尺（1000米）

光电隔离故障 检测到的故障为电极连接（到接地的开路和短路）

产品 用于蒸汽/水测量的电极点水位计

电极 8至32可选，成对。

水/蒸汽阈值 在清水电导率达0.6μS/cm的（最高达106 μS/cm）;在脏水中电导率达1.6 μS/cm

的（最高达300μS/cm）针对高污染的水(最高达1600 μS/cm)，可提供给特殊订货

显示单元 红/绿条形图，32个LED段。显示从底部少于32个电极使用消隐。闪烁显示段表示通

道故障指示。

一般故障指示为琥珀色的LED与一体化显示相同

由主单元供电（仅有一个显示)

本地供电20~54Vdc,对于额外的远传显示要求240mA

远程显示

重量 26.4 磅 (12 kg)

显示单元外壳 拉丝不锈钢，壁挂式安装（四点），防护等级IP65/ NEMA4X

16.7"（高）x12.8"宽x6.4"深 (425 mm x 325 mm x 16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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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温度 –4 to 158 °F (–20 to 70 °C)

工作压力 见水位计水柱电极数据表

相对湿度 最高100%

水位计认证 LVD EN 61010-1

ATEX II3 G EEx nA IIC, T4 (–20 °C < ta < +70 °C)

CSA
(Canada) Ex nA [nL] nL IIC T4, (USA) CIass 1 Zone 2, AEx nA IIC

with relay output connected only to energy limited circuits

电磁兼容性 EN 61326-1:2006

远程显示单元外壳 2468 3BB（机箱样式：DIN面板安装）

尺寸：5.67"x2.38"x7.87"深(144 mm x 72 mm x 200mm)

面板开孔：5.41"x2.60"（137.5mmx66mm）

2468 3C（机箱样式：大面板安装）

尺寸：7.56"x3.78"x8.23"深（192mmx96mmx209mm）

面板开孔：7.32"x3.62"（186mmx92mm）

2468 3D（机箱样式：坚固的外壳，NEMA 4X（IP65））

外形尺寸：11.89"x7.32"x 6.89"深（302mmx186mmx175mm）

电极数据表

零件号 形式 材质 最大耐压psi(bar) 最高耐温F(℃) Ph范围

459600802 螺纹 (低压水柱) PTFE 725 (50) 500 (260) 7 to 13.5

459600602 螺纹 (低压水柱) 氧化锆 1740 (120) 698 (370) 7 to 11

247682AC 活接头 (高压水柱) PTFE 725 (50) 500 (260) 7 to 13.5

246784AA 活接头 (高压水柱) 陶瓷覆涂PTFE 4350 (300) 500 (260) 7 to 13.5

246781ZA 活接头 (高压水柱) 氧化锆 3045 (210) 698 (370) 7 to 11

报价需要的信息
每个现场工况都不一样……

尽可能得到所有的现场信息，如果有安装

测点的图是最好的。当然还需要：

    -- 操作工况：温度、压力

    -- 过程连接尺寸

    -- 需要的电极个数

    -- 电源的需求

    -- 显示要求，选项

由客户完成的应用调查表是必不可少的，并且

在我们制作水柱支管之前需要得到客户的批准



上海席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沪光东路 89 号 
电话：021 5443876 
www.scc-tek.com 
E-mail：info@scc-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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