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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校准工具
来自福禄克和福禄克校准

在诸如制药、精炼或其他工业区域的加工环境中工作十分富有挑战性。无论

您的工作场所是工作台、工厂还是现场，您都需要可以信赖的准确工具。 

寻找可以解决您每天面对的具体挑战的合适工具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提

供了适用于我们拥有的各种多功能、毫安回路、压力和温度校准器的“概览”指

南。有关寻找满足您的所有校准需求的现场和台式解决方案的完整信息，请访

问 www.f luke.com、www.f lukecal.com，或此产品目录中列出的一个产品网页。

电子多功能校准
福禄克提供了大量用于输出、模拟和测量压力、温度和电信号的现场和台式
校准器，以帮助您验证和调节测试设备或几乎任何一台过程仪表。

毫安回路校准
回路校准器是一项用于校准 4-20 mA 电流回路的必不可少工具。福禄
克回路校准器具有以下功能：毫安输出、模拟和测量、毫安和跨距百
分比读数、24 V 回路电源，操作简单且准确度值得信赖。

压力和流量校准
几乎每个加工厂都会使用压力、液位和流量仪表。这些仪表需要定期进
行校准，以保持高效、安全的工厂运营。福禄克提供了各种现场和工作台
校准工具，以帮助您快速、可靠地校准压力和气体流量仪表。

温度校准
温度校准是指对温度测量系统中使用的任意设备（从传感器到变送器，再到
显示器）进行的校准。福禄克提供了工作台和现场解决方案，以确保系统电
子温度信号以及产生这些信号的温度传感器的过程温度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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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校准器
这些现场和台式校准器输出、模拟

和测量压力、温度和电信号，准确

度极高。 

753 记录式过程校准器

用于输出、模拟和测量压力、温度和
电信号的坚固耐用的手持式工具。
• 测量电压、电流、RTD、热电偶、 

频率和电阻，以测试传感器、变送
器和其他仪表 

• 输出/模拟电压、电流、热电偶、 
RTD、频率、电阻和压力，以校准
变送器 

• 在测试期间，使用回路电源为变送
器供电，同时进行毫安测量 

• 下载程序并上传现场校准结果

www.fluke.com/753

754 含 HART 记录式过程校准器

用于校准、维护和排除 HART 和其
他仪表故障的耐用、可靠的工具。 
• 测量电压、电流、RTD、热电偶、频

率和电阻，以测试传感器、变送器
和其他仪表 

• 输出/模拟电压、电流、热电偶、 
RTD、频率、电阻和压力，以校准
变送器 

• 支持 HART 变送器的常用型号，
具有比其他任何 HART 现场校准
器更多的设计具体命令支持 

• 下载程序并上传现场校准结果

www.fluke.com/754

525B 精密台式过程校准器

具有高准确度和功能广泛的经久耐
用的校准器，可用于校准温度和压
力仪表。
• 重点应用于过程工业仪表的校 

准器
• 模拟和测量所有 ANSI 热电偶，以

及 L 型和 U 型热电偶，并提供冷
端补偿，以校准各种各样的热电偶
仪表

• 直接输入以存储 ITS-90 RTD 常数
• RTD 输出不确定度为 0.03 °C

www.flukecal.com/525B

753

525B

754



6 电子多功能毫安回路校准

726 精密多功能过程校准器

专为过程工业设计，工作负载覆盖
范围广，能够进行校准，具有非凡
的准确度。包含 725 的所有功能，
并添加：
• 准确度提高
• 脉冲计数输出和脉冲测量汇总
• 压力开关测试
• 出错率计算

www.fluke.com/726

725 多功能过程校准器

功能强大且易于使用的现场校准
器，可测试和校准几乎任何一个过
程参数。 
• 测量电压、电流、RTD、热电偶、频

率和电阻，以测试传感器和变送器 
• 输出/模拟电压、电流、热电偶、 

RTD、频率、电阻和压力，以校准
变送器 

• 使用 29 个福禄克 700Pxx 压力模
块中的一个可以测量/输出压力 

• 输出电流，同时测量压力，以测试
阀和 I/P 

www.fluke.com/725

725EX IS 多功能过程校准器

易于使用、真正安全的现场校准器，
可以在可能有爆炸性气体的环境下
校准几乎任何一台需要维修的过程
仪表。 
• ATEX II 1 G Ex ia IIB 171 °C 

KEMA 04ATEX 1303X 
• 符合以下认证要求：I.S. I 类， 

第 1 部分，B-D 组，171 °C 
• 测量直流电压、电流、RTD、热电

偶、频率和电阻 
• 输出或模拟直流电压、电流、 

RTD、热电偶、频率和电阻
•  使用 8 个福禄克 700PEX 压力模块

中的一个可以测量/输出压力

www.fluke.com/725EX

8808A 数字万用表

多功能万用表适用于制造、开发和 
维修服务等各种应用。
• 5.5 位分辨率
• 直流电压基本准确度为 0.015%
• 双显示

www.flukecal.com/8808A

8845A/8846A 高精度数字万用表

具有工作台或系统应用所需的准确
度和多功能性。
• 6.5 位分辨率
• 直流电压基本准确度高达 0.0024%
• 双显示

www.flukecal.com/8845A

725Ex

8808A

8845A/8846A

726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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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安回路校准器
福禄克回路校准器适用于范围为  

4 到 20 mA 的各种校准应用。

705 回路校准器

适用于校准、维修和维护电流回路的
性价比高的完整解决方案。
• 毫安输出、模拟和测量 
• 同时显示毫安和跨距百分比 
• 具有毫安测量功能的 24 V 回路 

电源 
• 直流电压测量范围为 0 V 到 28 V，

以检测回路电压 

www.fluke.com/705

707 回路校准器

适用于校准、维修和维护电流回路的
高性能、速度极快且易于使用的解决 
方案。
• 毫安输出、模拟和测量 
• 具有毫安测量功能的 24 V 回路电

源，包含 250 Ω HART 电阻器 
• 直流电压测量范围为 0 V 到 28 V，

以检测回路电压 

www.fluke.com/707

707EX IS 回路校准器

适用于爆炸危险区域的真正安全的
校准器，已通过 1 区和 2 区 ATEX 指
令 (Ex II 2 G Ex ia IIC T4) 的认证。
• 毫安输出、模拟和测量的分辨率为 

1 uA
• 测量的最高直流电压为 28 V 
• 0-20 mA 或 4-20 mA 默认启动模式 
• HART® 兼容电阻与回路电源串

联，以与 HART 通信装置兼容

www.fluke.com/707EX

707Ex

705

707

787 ProcessMeter™

掌上型故障排除完整解决方案，集
数字万用表和回路校准器于一身的
工具。
• 1000 V 电压、电阻、频率过载保护
• 150 V 电流过载保护，备有 440 mA 

1000 V 保险丝
• 25% 手动步进 + 自动步进及自动

斜率毫安输出
• CAT III 1000 V 额定电压

www.fluke.com/787

789 ProcessMeter™

789 具有 787 的所有常用功能，并 
添加：
• 24 V 回路电源
• 1200 欧姆毫安输出驱动能力
• 包含回路电源和内置 250 欧姆电

阻的 HART 模式设置
• 切换 4 mA 和 20 mA 输出的 0%  

和 100% 按钮，用于进行快速跨
距检查

• CAT IV 600 V 额定电压

www.fluke.com/789

787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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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772

773

771 毫安型过程钳型电表

快速、准确地测量 4-20 mA 信号回
路，电路不会断开，节省时间。
• 0.01 mA 分辨率和灵敏度
• 测量 PLC 和控制系统模拟 I/O 的

毫安信号
• 测量旧控制系统（量程为 99.9 mA）

中的 10 到 50 mA 信号

www.fluke.com/771

772 毫安型钳型电表

在常用的 771 毫安型钳型电表功能
的基础上扩增了回路电源和毫安输
出功能。
• 采用内电路测量来测量 4 到 20 mA 

信号
• 使用 24 V 回路电源即时进行毫安

内嵌电路测量，为变送器供电并 
测试

• 输出 4 到 20 mA 信号，以测试控
制系统 I/O 或 I/P

• 4 到 20 mA 自动斜率或步进毫安
输出，以进行远程测试

www.fluke.com/772

773 毫安型过程钳型电表

最好的毫安型钳型电表，添加了先进
的故障排除功能和电压输出/测量功
能，以测试电压 I/O。773 具有 772 的
所有功能，并添加：
• 直流电压输出和测量，以验证 24 V 

电源或测试电压 I/O 信号
• 定标毫安输出，以提供连续毫安信

号，与毫安钳表测量的 4 到 20 mA 
信号相对应

• 同时输出和测量毫安信号

www.fluke.com/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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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压力校准器
此压力校准器是一项功能强大、易于使用的工具，内置功能包括毫安测量、

回路电源、开关测试和变送器误差计算。

719 便携式电子压力校准器

凭借内置电动泵可以快速、轻松地
校准和测试压力设备。
• 输出电流，同时测量压力，以测试

阀和 I/P 
• 模拟毫安信号，以对 4-20 mA 回路

进行故障排除 
• 在测试期间，使用 24 V 回路电源

为变送器供电，同时进行毫安测量 

www.fluke.com/719

718EX IS 压力校准器

适用于爆炸危险区域的功能强大、 
真正安全且设备齐全的压力校准器。
• 符合 ATEX II 1G Ex ia IIC T4
• 内置压力/真空手摇泵，设有微调

游标尺和放气阀
• 30 psi、100 psi 和 300 psi 量程 

（2 bar、7 bar 和 20 bar） 
• 使用 8 个真正安全的福禄克 700PEx 

压力模块中的一个测量的最高压
力为 200 bar

www.fluke.com/718EX

717

719

718EX

718

压力和流量校准

717 压力校准器

性能和耐用性都很出色的坚固、可靠
且准确的校准器。
• 测量压力，全量程的准确度为 

0.025%，内部传感器最高传感
压力为 10,000 psi/690 bar（型号 
10000G） 

• 毫安测量的准确度为 0.015%， 
分辨率为 0.001 mA，同时输出  
24 V 回路供电 

• 使用 29 个福禄克 700Pxx 压力模
块中的一个测量的最高压力为 
10,000 psi/700 bar  

www.fluke.com/717

718 含泵压力校准器

提供了适用于变送器、仪表和开关的
整体压力校准解决方案。 
• 压力输出和毫安测量，可以校准和

维护几乎任何一台压力设备 
• 集成泵在意外接触液体后易于清

洗，降低了拥有和维修成本，便于
现场维修 

• 1 psi、30 psi、100 psi 和 300 psi 的量
程意味着需要一些额外的工具 

www.fluke.com/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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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量程/分辨率
（近似）量程/

分辨率
参考不确定度 

(23±3 °C) 高压侧介质 低压侧介质 配件材料

差分
福禄克 700P00 1 in. 水柱高压

力/0.001
0.25 kPa/0.0002 0.300% 干式 干式 316 SS

福禄克 700P01* 10 in. 水柱高压
力/0.01

2.5 kPa/0.002 0.200% 干式 干式 316 SS

福禄克 700P02 1 psi/0.0001 6900 Pa/0.7 0.150% 干式 干式 316 SS
福禄克 700P22 1 psi/0.0001 6900 Pa/0.7 0.100% 316 SS 干式 316 SS
福禄克 700P03 5 psi/0.0001 34 kPa/0.001 0.050% 干式 干式 316 SS
福禄克 700P23 5 psi/0.0001 34 kPa/0.001 0.025% 316 SS 干式 316 SS
福禄克 700P04 15 psi/0.001 103 kPa/0.01 0.025% 干式 干式 316 SS
福禄克 700P24* 15 psi/0.001 103 kPa/0.01 0.025% 316 SS 干式 316 SS
仪表
福禄克 700P05* 30 psi/0.001 207 kPa/0.01 0.025% 316 SS 不适用 316 SS
福禄克 700P06* 100 psi/0.01 690 kPa/0.07 0.025% 316 SS 不适用 316 SS
福禄克 700P27* 300 psi/0.01 2070 kPa/0.1 0.025% 316 SS 不适用 316 SS
福禄克 700P07 500 psi/0.01 3400 kPa/0.1 0.025% 316 SS 不适用 316 SS
福禄克 700P08 1000 psi/0.1 6900 kPa/0.7 0.025% 316 SS 不适用 316 SS
福禄克 700P09* 1500 psi/0.1 10 MPa/0.001 0.025% 316 SS 不适用 316 SS
绝对
福禄克 700PA3 5 psi/0.0001 34 kPa/0.001 0.050% 316 SS 不适用 316 SS
福禄克 700PA4* 15 psi/0.001 103 kPa/0.01 0.050% 316 SS 不适用 316 SS
福禄克 700PA5 30 psi/0.001 207 kPa/0.01 0.050% 316 SS 不适用 316 SS
福禄克 700PA6 100 psi/0.01 690 kPa/0.07 0.050% 316 SS 不适用 316 SS
真空
福禄克 700PV3 -5 psi/0.0001 -34 kPa/0.001 0.040% 316 SS 干式 316 SS
福禄克 700PV4 -15 psi/0.001 -103 kPa/0.01 0.040% 316 SS 干式 316 SS
双通道
福禄克 700PD2 ±1 psi/0.0001 ±6900 Pa/0.7 0.150% 316 SS 干式 316 SS
福禄克 700PD3 ±5 psi/0.0001 ±34 kPa/0.001 0.040% 316 SS 干式 316 SS
福禄克 700PD4 ±15 psi/0.001 ±103 kPa/0.01 0.025% 316 SS 干式 316 SS
福禄克 700PD5 -15/30 psi/0.001 -100/207 kPa/0.01 0.025% 316 SS 不适用 316 SS
福禄克 700PD6 -15/100 psi/0.01 -100/690 kPa/0.07 0.025% 316 SS 不适用 316 SS
福禄克 700PD7 -15/200 psi/0.01 -100/1380 kPa/0.1 0.040% 316 SS 不适用 316 SS
重要
福禄克 700P29* 3000 psi/0.1 20.7 MPa/0.001 0.050% C276 不适用 C276
福禄克 700P30 5000 psi/0.1 34 MPa/0.001 0.050% C276 不适用 C276
福禄克 700P31 10000 psi/1 69 MPa/0.007 0.050% C276 不适用 C276

*真正安全版本可与 718Ex 和 725Ex 一起使用。

700P

700PEX

700P 压力模块 
全量程的差分、仪表、绝对、真空、双通道和真正安全压力模块，范围为 -15 psi (-103 kPa) 到 
10,000 psi (69 MPa)。
• 一流的 0.025% 参考不确定度
• 包装坚固耐用、耐化学药品
• 使用专有微技术线性化输出补偿的温度
• 与校准器数字通信；无模拟损失或错误 

www.fluke.com/700P

700PEx IS 压力模块
真正安全压力模块，可创建完整的压力测试解决方案。
• 包含可溯源至 NIST 的校准证书
• 已通过 CSA 认证：I.S. I 类，第 1 部分，A-D T4 组，Ta = 0 °C 到 50 °C
• 符合 ATEX II 1G Ex ia IIC T4

www.fluke.com/700P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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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压力校准器
便于携带的高质量压力计，适用于获

取快速准确的校准测试结果。

700G 精密压力计校准器

易于使用；结构耐用、可靠，可进行
精密测量。
• 压力范围为 15 psi/1 bar 到  

10,000 psi/690 bar，准确度为 0.05% 
• 与测试泵套件结合，形成完整的压

力测试和校准解决方案。 
• 使用 700G/TRACK 软件上传记录

的 8000 多个压力测量结果 

www.fluke.com/700G

700G

对比压力泵
在对比主设备测试压力测量仪表时

精确地产生和控制压力。

P5510 气体对比测试泵

在单个设备中方便、高效地产生压力
和真空。
• 最高压力为 2 MPa (300 psi)
• 最高真空为 -80 kPa (-12 psi)

www.flukecal.com/P5510

P5513 气体对比测试泵

高质量、精确地产生和控制气压。 
• 通过高质量的针阀，准确地将压力

调节到 210 Mpa (3k psi)
• 内置螺旋压力机，可进行压力微调
• 可选的真空/压力泵，压力范围为  

-80 kPa 到 2 Mpa（-12 psi 到 300 psi） 

www.flukecal.com/P5513

P5514 液压对比测试泵

方便、高效地产生液压。 
• 产生压力并精确调节到 70 Mpa  

(10 k psi)
• 可与各种液体配合使用

www.flukecal.com/P5514

P5515 液压对比测试泵 

高质量、精确地产生和控制液压。 
• 产生压力并精确调节到 140 Mpa 

(20 k psi)
• 用于系统起动和大型应用的集成

手摇泵
• 可与各种液体配合使用

www.flukecal.com/P5515

P5515

P5514

P5513

P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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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式静重测试仪
静重测试仪是能够校准各种仪表的

高度准确、坚固且灵活的压力测量标

准设备。

P3010 单活塞气体静重测试仪

高质量、高性能的气体静重测试仪。
• 读数准确度为 0.015%（0.008% 为

可选）
• 范围为 -100 kPa (-15 psi) 真空到 

3.5 MPa (500 psi) 压力
• 集成式真空/压力泵，最高压力为  

2 MPa (300 psi) 

www.flukecal.com/P3010

P3020 双活塞气体静重测试仪

独特的悬浮活塞设计，可以在单个仪
表中进行真空和压力校准。
• 读数准确度为 0.015%（0.008% 为

可选）
• 范围为 1.5 kPa（5 in 水柱高压力）

到 3.5 MPa (500 psi)
• 所有型号均可以测量最高为  

-100 kPa (-15 psi) 的真空
• 集成式真空/压力泵，最高压力为  

2 MPa (300 psi)

www.flukecal.com/P3020

P3030 高压气体静重测试仪

创新的液体润滑活塞提供了低下降
率和较高的耐污性。
• 读数准确度为 0.015%（0.008% 为

可选）
• 压力范围为 100 kPa (10 psi) 到  

14 MPa (2000 psi)
• 集成了控制阀和螺旋压力机，便于

微调

www.flukecal.com/P3030

P3110 单活塞油静重测试仪

高质量、高性能、易于使用的油压
校准。 
• 读数准确度为 0.015%（0.008% 为

可选）
• 压力范围为 100 kPa (10 psi) 到  

140 MPa (20 k psi)
• 标准的集成式压力产生和控制

www.flukecal.com/P3110

P3120 双活塞油静重测试仪 

双活塞设计可覆盖最高的液压校准
工作压力。 
• 读数准确度为 0.015%（0.008% 为

可选）
• 单个仪表的压力范围为 100 kPa  

(10 psi) 到 110 MPa (16k psi)
• 标准的集成式压力产生和控制

www.flukecal.com/P3120

P3210 双活塞水静重测试仪

专门设计为将水用作测试介质。
• 读数准确度为 0.015%（0.008% 为

可选）
• 压力范围为 100 kPa (10 psi) 到  

70 MPa (10k psi)
• 标准的集成式压力产生和控制

www.flukecal.com/P3210

P3220 双活塞水静重测试仪

双活塞设计可覆盖最高的水压校准
工作压力。
• 读数准确度为 0.015%（0.008% 为

可选）
• 单个仪表的压力范围为 100 kPa  

(10 psi) 到 70 MPa (10k psi)
• 标准的集成式压力产生和控制

www.flukecal.com/P3220

P3010/P3020/P3030

P3210/P3220

P3110/P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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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1/6242

台式压力控制器
高性能，具有用于校准各种气压的强

大功能。

6241 压力控制器/校准器

全自动、可靠且易于使用的气压 
校准。
• 10% 到 100% 仪表量程的任意跨距

的准确度为 0.02%（调节比为 10:1）
• 压力范围为 ±15 kPa (±2 psi) 到  

14 MPa (2000 psi)
• 一流的控制精密度，控制调节比范

围非常广
• 大多数型号包含绝对、仪表和双向

仪表模式
• 板载测试程序、数据存储和其他高

级功能

www.flukecal.com/6241

6242 延程型压力控制器/校准器

具有型号 6241 的所有功能，压力范 
围经过扩展，可覆盖最大工作压力。
• 1% 到 100% 仪表量程的任意跨距的

准确度为 0.02%（调节比为 100:1）
• 压力范围为 ±100 kPa (±15 psi) 到 

14 MPa (2000 psi)

www.flukecal.com/6242

P3800

6532

6531

P3800 高压油静重测试仪

高性能、易于使用的高油压校准。
• 读数准确度为 0.02%（0.015% 为 

可选）
• 最高压力为 400 MPa (60 k psi)
• 集成式压力产生、增压和控制

www.flukecal.com/P3800

6531 电子静重测试仪

可替代传统静重测试仪的电子测 
试仪。
• 10% 到 100% 仪表量程的读数准 

确度为 0.02%（调节比为 10:1）
• 压力范围为 7 MPa (1000 psi) 到 

200 MPa (30 k psi)
• 集成式液压产生和控制
• 可与水和各种油液及其他液体配

合使用
• 板载测试程序、数据存储和其他 

高级功能

www.flukecal.com/6531

6532 延程型电子静重测试仪

具有型号 6531 的所有功能，压力范
围经过扩展，可覆盖最大工作压力。
• 1% 到 100% 仪表量程的读数准确

度为 0.02%（调节比为 100:1）
• 全量程型号的压力范围为 70 MPa 

(10 k psi) 到 200 MPa (30 k psi)

www.flukecal.com/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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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4

5141/5142

流量校准器
易于了解和使用，其功能、量程和性能可覆盖最低气体流量校准应用。

5141 气体流量校准器

易于使用且可靠的气体流量校准。
• 10% 到 100% 仪表量程的读数准确

度为 0.5%（调节比为 10:1） 
• 范围为 0 到 100 sccm 和 0 到 50 slm 
• 实时显示完全补偿的质量流量
• 校准后适用于氮气和空气，已经过

其他各种测试气体的校正
• 集成式气体调节和控制，提供了精

确、连续的流量输出
• 设计独特，测试线压力超过  

350 kPag (50 psig)

www.flukecal.com/5141

5142 延程型气体流量校准器

具有型号 5141 的所有功能，流量范
围经过扩展，可覆盖最大工作流量。
• 1% 到 100% 仪表量程的读数准确

度为 0.5%（调节比为 100:1） 
• 范围为 0 到 1 slm 和 0 到 50 slm

www.flukecal.com/5142

5144 双通道延程型气体流量 
校准器

双通道延程型气体流量组件，构成了
完整且范围非常广的校准系统。
• 10 sccm 到 50 slm 的读数准确度为 

0.5%

www.flukecal.com/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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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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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温度校准器
适用于校准温度变送器、面板式仪

表和连接温度传感器的其他设备。

712 RTD 过程校准器

机身小巧、轻便且便于携带，性能杰
出，具有很高的耐用性和可靠性。
• 测量 RTD 探头输出温度 
• 模拟 RTD 输出 
• 测量其他具有电阻测量功能的 

RTD 
• 模拟其他具有电阻输出功能的 

RTD  

www.fluke.com/712

714 热电偶校准器

机身小巧、轻便且便于携带，性能杰
出，具有很高的耐用性和可靠性。
• 测量 TC 探头输出温度 
• 模拟 TC 输出 
• 校准具有毫伏输出功能的线性  

TC 变送器 

www.fluke.com/714

724 温度校准器

功能强大且易于使用，具有测量和输
出功能，可以测试和校准几乎任何一
台温度仪表。
• 测量 RTD、热电偶、电阻和电压，

以测试传感器和变送器 
• 输出/模拟热电偶、RTD、电压和电

阻，以校准变送器 
• 快速执行 25% 和 100% 步进的线

性测试 

www.fluke.com/724

多功能现场温度输出
测量快速、轻便且便于携带，具有

精密温度控制特点，可溯源至国家

标准。适用于校准热电偶、RTD、 

PRT 和其他温度传感器。

9142 现场计量炉

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业加工环境的便
携性、速度和功能性。
• 温度范围为 -25 °C 到 150 °C
• 全量程的显示准确度为 ±0.2 °C
• 适用于 PRT、RTD、热电偶和  

4-20 mA 电流的内置双通道巡检
系统

•  可选的内置参考温度巡检系统

www.flukecal.com/9142

9143 现场计量炉

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业加工环境的便
携性、速度和功能性。
• 温度范围为 33 °C 到 350 °C 
• 全量程的显示准确度为 ±0.2 °C 
• 适用于 PRT、RTD、热电偶和  

4-20 mA 电流的内置双通道巡检
系统

• 可选的内置参考温度巡检系统 

www.flukecal.com/9143

9144 现场计量炉

适用于工业加工环境的精密校准，其
温度斜率上升变化快。
• 温度范围为 50 °C 到 660 °C
• 15 分钟内加热至 660 °C 
• 显示准确度为 ±0.35 °C（420 °C 时）

到 ±0.5 °C（±660 °C 时）
• 可选的内置参考温度巡检系统

www.flukecal.com/9144

712

724

9142/9143/9144

714



9102S

9009

9103/9140/9141

9100S

9150

6102/7102/7103

18 温度校准

现场温度输出
便于携带且操作灵活的温度控制干式炉，适用于高速校准或检定热电

偶、RTD、PRT 和其他温度传感器。

9140 现场干式炉

轻便且便于携带的现场干式炉，体积
小，用一只手即可轻松携带。
• 35 °C 到 350 °C 
• 准确度为 ±0.5 °C
• 50 °C 时的稳定性达 ±0.03 °C， 

350 °C 时的稳定性达 ±0.05 °C 

www.flukecal.com/9140

9141 现场干式炉

加热和冷却时间超短，提高了生 
产力。
• 50 °C 到 650 °C  
• 400 °C 时的准确度为 ±0.5 °C； 

650 °C 时的准确度为 ±1.0 °C 
• 仅在 12 分钟内即可加热至 650 °C 

www.flukecal.com/9141

9150 热电偶炉 

便捷且便于携带的热电偶炉。
• 150 °C 到 1200 °C 
• 全量程的稳定性为 ±0.5 °C 
• 含有可溯源至 NIST 的校准证书  
• RS-232 端口标准 

www.flukecal.com/9150

6102/7102/7103 微型恒温槽

校准各种探头直径，无需套管。
• 三种型号的温度范围为 -30 °C 到 

200 °C
• 世界上最小的便携式校准恒温槽 
• 稳定性达 ±0.015 °C 

www.flukecal.com/micro-baths

9100S 手持式干式炉

世界上最小、最轻且最便于携带的
干式炉。
• 世界上最小的干式炉 
• 温度范围为 35 °C 到 375 °C 
• 50 °C 时的准确度达 ±0.25 °C， 

稳定性达 ±0.07 °C 

www.flukecal.com/9100S

9102S 手持式干式炉

高性能、便捷且易于使用的手持式
干式炉。
• 世界上最小的干式炉
• 温度范围为 -10 °C 到 122 °C
• 准确度达 ±0.25 °C，稳定性达 

±0.05 °C（全量程） 

www.flukecal.com/9102S

9009 双槽干式炉

双槽合一式干式炉的便携性和生产
力高。
• 一个装置的温度范围为 -15 °C 到 

350 °C 
• 显示准确度：热块为 ±0.6 °C； 

冷块为 ±0.2 °C 
• 坚固耐用且轻便的防水外壳 

www.flukecal.com/9009

9103 现场干式炉

性能杰出的便携式仪表。
• -25 °C 到 140 °C 
• 准确度为 ±0.25 °C
• -25 °C 时的稳定性达 ±0.02 °C， 

140 °C 时的稳定性达 ±0.04 °C 

www.flukecal.com/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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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式温度校准源
结合了恒温槽液位特性与干式炉功

能，是一种准确的参考测温法。

9170/9171/9172/9173 计量炉 

具有实验室使用所需的准确度，坚固
耐用且便于携带。
• 世界上性能最佳的工业温度输出 

（稳定性达 ±0.005 °C）  
• 插入深度 203 mm (8 in) 
• 可选的 ITS-90 参考输入，PRT 读

数准确度为 ±0.006 °C 

www.flukecal.com/917X

红外线温度输出
工作台和现场精密红外线校准器， 

适用于准确、可靠地校准 IR 温度计。

4180/4181 精密红外线校准器

公认的单点和放射校准性能。
• 经放射校准，结果更有意义、更具

一致性
• 随附认证的校准
• 在 -15 °C 到 500 °C 下性能准确、 

可靠
• 152 mm (6 in) 较大的靶环直径

www.flukecal.com/418X

9132/9133 现场红外线校准器

具有您所需要的红外线温度校准精
密度。
• 可在 -30 °C 到 500 °C（-22 °F 到  

932 °F）温度范围内验证 IR 高温计
• 适用于测量接触温度的 RTD 参

考炉

www.flukecal.com/913X

范围

9170 -45 °C 到 140 °C

9171 -30 °C 到 155 °C

9172 35 °C 到 425 °C

9173 50 °C 到 70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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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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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温度校准

标准温度计
可提供非凡的准确度、宽测量范

围，旨在用于各种工作现场。

1551A Ex/1552A Ex“棒式”
温度计 

精密水银玻璃温度计的最佳替代温
度计。
• 全量程准确度为 ±0.05 °C  

(±0.09 °F)
• 固有的安全性（符合 ATEX 和 

IECEx 认证）
• 两种型号（-50 °C 到 160 °C 或  

-80 °C到 300 °C）可选

www.flukecal.com/155X

1523/1524 手持式温度巡检系统

集测量、绘图和记录三种传感器于一
身的工具。
• 高准确度：PRT 为 ±0.011 °C；

热电偶为 ±0.24 °C；热敏电阻为 
±0.002 °C

• 用户界面简单，便于快速查看趋势
• 智能连接器可自动加载探头信息

www.flukecal.com/152X

1502A/1504 温度巡检系统 

同等价格中性能最佳的温度计。
• 单通道参考温度计，准确度达 

±0.006 °C（仅限仪表）
• 有两种型号可供选择 — PRT 或 

热敏电阻读数
• 最佳性价比电池组

www.flukecal.com/150X

1529 四通道温度巡检系统

四通道 PRT、热敏电阻和热电偶均达
到实验室质量准确度。
• 准确度为 ±0.0025 °C（仅限仪表）
• 显示来自任何通道的八个用户选定

的数据字段
• 最多采集 8000 个读数，包括日期

和时间戳记

www.flukecal.com/1529

环境条件监控仪
无论在何处进行校准，都可对环境

温度和湿度条件进行准确的测量和

记录。

1620A 精密温湿度计

市场上最准确的温度和湿度图形式
数据记录器。
• 极佳的准确度
• 支持网络连接
• 强大的记录和分析工具
• 双通道的温度测量准确度为 

±0.125 °C，湿度测量准确度为 
±1.5%

www.flukecal.com/16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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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 PRT
对工作台或现场温度输出进行的高

准确度参考温度测量。

5627A 精密工业用 PRT

• 具有抗震及抗冲击能力
• 含有经 NVLAP 认可的校准证书，

实验室编码 200706-0
• 0 °C 时的校准准确度为 ±0.046 °C

www.flukecal.com/5627

5615 辅助参考标准温度计

• -200 °C 到 420 °C
• 0 °C 时的校准后准确度为  

±0.010 °C
• 含有经 NVLAP 认可的校准证书，

实验室编码 200706-0

www.flukecal.com/5615

5608/5609/5609-BND 辅助参
考 PRT

处于最高温度 100 小时后，0 °C 时的
漂移率为 ±0.01 °C。
• 5608：-200 °C到 500 °C浸没深度最

少为 80 mm）
• 5609：-200 °C 到 670 °C（浸没深度

最少为 100 mm）
• 可选的经 NVLAP 认可的校准证

书，实验室编码 200348-0

www.flukecal.com/5608

5622 快速响应 PRT

•  时间常数快至 0.4 秒
•   可作为 DIN/IEC 的 A 类 PRT 提

供，或随附有经 NVLAP 认可的校
准证书，实验室编码 200348-0

•  探头直径范围小，从 0.5 mm 到  
3.2 mm（四种型号可供选择）

www.flukecal.com/5622

5618B 小直径工业用 RTD

快速响应按时间测量。
• 外壳直径较小，为 3.2 mm (0.125 in)
• 稳定性优良
• 纳入了 ITS-90 系数

www.flukecal.com/5618

5606 和 5607 浸没式 PRT

制冷器或炉内的浸没式 PRT 转接。
• 转接旨在承受各种探头温度
• 5606：-200 °C 到 160 °C
• 5607：0 °C 到 450 °C
• 校准准确度 ±0.05 °C（全量程）

www.flukecal.com/5606

热敏电阻
提供 0 °C 到 100 °C 范围内的准确且

耐用的温度测量。

5610/5611/5611T 辅助参考热
敏电阻探头

经济型实验室级热敏电阻探头，其漂
移易感性低。
• 短期准确度可达 ±0.01 °C；1 年的

漂移率 < ±0.01 °C
• 5610：直径为 3.2 mm 的不锈钢铠

装热敏电阻
• 5611：直径为 1.5 mm（尖端）的硅

涂层热敏电阻
• 5611T：直径为 3 mm（尖端）的 

PTFE 封装热敏电阻
• 可选的经 NVLAP 认可的校准证书

www.flukecal.com/5610

5618B5622

561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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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750 SW DPC/TRACK2 
Software™

DPC/TRACK2 Software 是一个专门
的校准管理数据库，可以帮助您管
理仪表，并解决质量方案和法规的
文件要求方面的问题。通过 DPC/
TRACK2 和 754 DPC，您可以：
• 管理标签和仪表目录，安排校准 

日程
• 创建特定于程序的标签，其中包

含说明和注释
• 将这些程序加载到 DPC，稍后将

结果上传到 PC
• 选择和执行已找到/字段中左侧的

自动程序，自动获取结果
• 检查标签和仪表的校准历史记录，

并打印报告
• 按 ASCII 文本格式导入和导出仪

表数据和程序
• 导入旧的 DPC/TRACK 数据

www.fluke.com/750DPCsoftware

700G/Track

用于管理仪表和校准数据的易于使
用的软件。
• 针对远程日志记录事件对 700G 系

列仪表启用了数据下载和日志记
录配置 

• 配置日志记录事件的读取速率、 
持续时间和测量单位 

• 上传远程记录的测量结果，并进行
显示或导出 

www.fluke.com/700Gsoftware

配件

700HTP-2 液压测试泵

700HTP-2 旨在产生最高为  
10,000 psi/700 bar 的压力。使用 
福禄克 700PRV-1 可调节安全阀可以
在 1360 psi 到 5450 psi 的压力范围内
限制压力。使用 700HTH-1 测试软管
连接泵与正在测试的设备。

www.fluke.com/process_acc

700PTP-1 气动测试泵

700PTP-1 是一种手持式压力泵，旨
在产生最高为 -11.6 psi/-0.8 bar 的真
空，或最高为 600 psi/40 bar 的压力。

www.fluke.com/process_acc

700LTP-1 低压测试泵

手动操作的压力泵，旨在产生最高
为 -13 psi/-0.90 bar 的真空，或最高为 
100 psi/6.9 bar 的压力。适用于需要进
行准确低压测试的低压应用。

www.fluke.com/process_acc

LogWare

将福禄克校准单通道手持式或 
1502A/1504 巡检系统变为实时数据
记录器。
• 收集实时数据
• 计算统计数值并显示用户定制图表
• 允许用户选择启动时间、停止时间

和取样周期

www.flukecal.com/log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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