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久耐用、质量可靠并且功能强大的产品：

UE 1 系列电子压力&温度开关－对于新项

目以及需要升级的用户来说是 佳的选

择。 

产品特点一览： 

·大屏幕显示。 

 

·设定点和死区 100%可调。 
 
·无零散部件设计，适应于高振动的环境。

 

·精确值极高的本地及远程诊断数据报告。

 

·有适用于高危区的防爆、本安型以及通

用场合的开关。 

·符合多种认证：  



概要 

国联合电器控制公司（UE）的开关产品无论是做工质量

还是设计理念上来说，都是高品质的，其中，1 系列的

产品在集合了将近 80 年的设计经验基础上，其优势、性能

更是在其他电子开关产品之上。UE 为 1 系列的数字电子压力

和温度开关设置了一套新的质量标准、可靠性标准以及多功

能性标准。以使其能应用在更为严苛或危险的环境之中，1

系列产品先进的自我诊断功能和数字化电子功能使其能被

广泛应用于各类不同的行业之中。 

 

UE 的 1 系列产品拥有多种类型可供选择，从防爆系列、本安

系列到防火系列的压力、差压或温度开关，您都可以根据自

身需求加以选择。1 系列还拥有了两个满量程可调的设定点

和死区，配备了 4～20 mA 模拟量输出，以及几乎绝对无零

散部件的设计，这些特点使之相比起以前的开关设计来说，

更能适合于应用在各种不同的环境要求之中。就无零散部件

设计来说，UE 的 1 系列产品能被应用在振动和冲击频率高的

环境之中。就对工厂设备升级而言，1 系列设计了各类电源

类型可供使用，它既有 2 线制 DCS 系统供电和模拟回路供电

模式，又可提供外部电源使用， 高负载可达 10 安培 280 

VAC。 

 

1 系列所配的完整数字显示器以及 4－20mA 的输出，使之能

够有效的同时代替 3 种仪器的工作――开关、测量仪表以及

变送器。功能强大且易于安装。1 系列的特点就是：设定方

便，编程直观，且可防止误操作。

 

来自 UE 的 1 系列产品是您正确的选择： 

·工厂设备升级所需的既可靠又经济的选择。 

·对于那些要求永远不能对开关进行校准的环境来说，是非常理想的选择，因为 1 系列具有可编程调节以及 0.1％的重复性。 

·对于一个安全的仪表系统中（SIS），拥有灵敏的自我诊断监测功能的 UE 开关是 佳的选择。（如需提供 FMEDA 和 SIL 检测

报告，联系 UE 即可） 

 

关于 1 系列的主要描述： 

·工作过程数字显示 
·可现场设定的设定点及死区 
·自我诊断检测功能 

·端口阻塞检测 
·防误报警功能 

·申请专利的电子式 IAW® 自我监测功能 

· 小/ 大值记忆 
·3 年质保期 
 
 
 

创新的技术 

1 系列产品的专利数字式设计造就了其超低功耗，使其能够

凭着来自于可编程控制器(PLC)或者分散控制系统(DCS)输

入所产生的剩余电流就能够运作。其可靠性在于，当在监测

所有开关运作的情况下时，一个微处理器可提供 0.5％的精

确性以及 0.1％的重复性。它的电子元器件都是表面安装，

然后密封，使之能够抵御天气变化因素，又能防震抗冲击。

软件程序包括了一个 24 小时的电子狗，能够监测所有重要

系统的运作情况。一旦检测到错误情况，UE 的 1 系列产品就

会将其显示出来，同时将其传送到控制系统中去，让使用者

无后顾之忧。

 

 

 

 

 

 

美 



应用 

就报警和关断的开关应用来说，UE 的 1 系列产品是 佳的选

择。无论是测量表压，差压或是温度，1 系列产品都能有效

且安全可靠的运作并监测进程，能有效防止不必要的伤害、

损失或者停工现象的发生。1 系列所特有的大屏幕数据显示，

满量程可调死区以及 100％的无零散部件的设计，都能使其

成为工厂设备更新所需以及新工程所

需的必要仪表开关。其内置的微处理器

包括了数字可重复性和智能自我诊断功能，这些都为工厂的

运作提供了非常可靠安全的智能保护。

 

测试证明，1系列产品能被广泛应用于各类不同的环境之中，UE 近研发出了防爆 1 系列的型号，并革新的技术上的设计，

使之能够应用在 Zone 1 (Division 1)的环境区域中。 

 

以下为部分应用： 

·泵和压缩机――启动/停止， 优化处理，关断 

·润滑油监测――油箱温度，轴承压力，预维护。 

·液压油压力――高压监测，紧急关断。 

·过滤器监测――自动冲洗，显示堵塞和异常情况的发生，提供流量值。 

·安全系统――完整安全的级别 1&2，报警和关断，现场报警开关，快速反应时间。 

·工厂设备升级――电厂和污水处理厂升级，替换机械式开关。 

 

 

 

 

 

 

 

 



 

规格表 

 

电源输入/开关输出： 

 

 

 

 

 

 

 

 

 

 

 

 

 

 

 

精确性： 

重复性 

 

运行环境温度范围： 

 

 

 

 

 

 

 

 

 

 
 

长期稳定性：                    ±0.25％满量程范围/年 高 

温度飘移：                      每摄氏度 0.03％ 

开关反应时间：                  ≤60 ms（16.7 Hz） 

显示所需反应时间：               400 ms (2.5Hz) 

反应时间延迟：                  在 250 ms 到 2 秒之间，软件配置了 2倍递增。 

监测（IAW®）:                   能检测出传感器的开路或短路；端口堵塞；供电电源超出范围；超负荷或是正常负荷的

情况；微处理器故障；键区短路；开关故障等。 

输出状态：                      现场可选择 2-state 或 3-state 运作方式。 

2-state 运作：（默认设置） 

正常操作时，输出会维持一种状态（开启或关闭）；即常开情况下为上升/关闭或下降/

关闭，常闭情况下为上升/开启或下降/开启。注意：在诊断测试和有其他错误情况时，

开关必须处在常闭状态（上升/开启，下降/开启）。 

 

室温环境中时，误差为 0.5％ 
重复性为 0.1％ 



输出状态（cont.）：             3-state 运作： 

                               当正常操作时，输出会保持关闭的状态；即上升/脉冲或下降/脉冲。如果变成开启状态，

就表示有错误存在；根据型号的不同，有不同的脉冲率可供选择。可选择快速或者慢速

的类型。详情请见安装手册 

控制模式：                     现场可更改输出状态，或者更改上升或下降设定值。可设置自动或者手动复位。 
模拟量输出：                   4-20mA 的输出， 大 700ohms 24VDC，现场可标定,2:1 turn down 比。能够在 0，3.5， 

22 和 24 MA 范围显示各种错误情况。详情请见安装手册。 

电子特性： 

（仅 2 线制型号） 

 

 
 
 
外壳：                         4X/IP66，铝制环氧涂层。 

表盘：                         能够抵御 UV 伤害的聚碳酸酯型压力感应键盘以及显示器。 

封盖：                         铝制环氧涂层，内置钢化玻璃（仅防爆系列型号）。 

电气接口：                     1/2”NPT 内螺纹不锈钢接口；3/4”NPT 外螺纹铸铝接口（仅防爆系列型号）。 

显示：                          

 

 
 
 
 
设定点 & 死区：                 用户设置，100％满量程可调。 

记忆：                          配备了不易丢失数据的存储器以保证编程和数据的安全性。 

有效传输距离：                  2W2D 和 2W3A 可达 2000 英尺有效传输距离。 

传感器：                        压力开关－316 不锈钢焊接膜片，1/2“NPT 内螺纹接口。   
介质温度：-40 to 257°F (-40 to 125°C) 

                                差压开关－316 不锈钢，焊接膜片，1/4“NPT 外螺纹接口。 

                                介质温度：-40 to 257°F (-40 to 125°C) 
                                温度开关-316 不锈钢，0.25”直径，100ohm 4 线的白金 RTD。 

                                介质温度：-300 to 1000°F (-184 to 538°C) 
EMI/RFI:                        符合 CE、EMC 的要求：EN 55011, EN61326, EN61000-6-2 

其他功能：                      EN 61000-3-3 防电压波动和电压瞬间的变动。 

EN 61000-4-2 防静电。 

EN 61000-4-3 防连续辐射干扰。 

EN 61000-4-4 防电流的瞬间变动。 

EN 61000-4-5 防冲击压力。 

EN 61000-4-6 防连续传导干扰。 

EN 61000-4-8 防电磁干扰。 

EN 61000-4-11 防电压突降或中断。 

抗振：                          请咨询工厂 

IAW®是美国联合电器注册的商标，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现场 4 位 x0.5” LCD ·复位状态 

·我在工作（IAW®） ·设定值 
·过程变化 ·死区值 
·开关评估 · 小/ 大值

·开关状态 ·错误代码 



如何选型 

 

通过选择下列表格中相应的选项来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型号。 

 

1-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的可调整的压力。 

2-能够承受的且不影响传感器性能的 大压力。 

3-能够同时适应 2 个端口，且不会影响传感器性能的 大压力。 

 

 

 

 



 如何选型 

 
选项 

HL1     防爆认证 

M036    安全栅，仅限 2W2D。（如果是单独选择的话则使用 62169-29） 

M201    工厂设定参数（设定点、死区、开关运作模式，定购时须指明） 

M202    工厂设定的双设定点（仅 8W2D 和 8X2D：每个开关都需要 2 个设定点参数） 

M270    显示单位，温度开关是摄氏度为单位。 

M275    显示单位，英寸水柱（仅限于 P10, P11 & K11） 

M276    显示单位，bar 或者 mbar 

M277    显示单位，kPa 或者 MPa  

M278    显示单位，kg/cm2  

M403    符合澳大利亚的 IECEx 标准的防火认证，仅限于 2X,4X 和 8X 型号。 

M406    符合俄国的 Gosgortechnadzor 标准(至于防爆系列型号使用否，请进一步询洽) 

M419    通过 ATEX 认证（仅限于型号*2W2D、2WLP 和 8W2D，不适用于 4W3A.。对于防爆型开关，此项乃标准配置）。 

M444     纸质铭牌 

M446     不锈钢铭牌 

M449     安装支架 62169-40（JIC 型号仅限适于 2W,4W 和 8W 型号） 

M550     氧清洗 

M905     加到右边的 1/2”NPT 内螺纹电气接口（仅限于型号 2W2D、2W3A & 4w3A） 

M906     移到外壳下边的 1/2”NPT 内螺纹电气接口，仅限 2W2D, 2W3A and 4W3A, 无认证, 见 M449, 不适用于差压传感器。 

M907     从右边移到上边的 1/2”NPT 内螺纹电气接口，仅限 2WLP and 8W2D,无认证, 见 M449 

W073     适用于所有的 TL 和 TR 传感器的 1/2”NPT 外螺纹压缩组件，详情见 p9 页。 

W074     适用于所有 TR,TH 和 TC 的 2W2D,2X2D,2W4D,2WLP,8W2D 和 8X2D 型号的 1/2”NPT 外螺纹转接头. 

W080     适用于 TH1 和 TC1 传感器的 2W2A,2X3A,4W3A 和 4X3A 型号的 1/2”NPT 外螺纹转接头。 

W930     1/2” NPT 外螺纹对 G1/2 外螺纹的转接头，用于测量压力传感器 P10-P20。 

W932     1/4” NPT 内螺纹对 G1/2 外螺纹的转接头，用于测量差压传感器 K11-K13(需要 2 个) 

 

套管和配件请见第 8页 

仅限于防爆系列型号可订购零部件或者更换传感器组件的，届时需提供产品铭牌上的位号，并以“TA－”作为其前缀。



 

温度传感器附件图 

 

 

1 系列温度传感器的热电偶 & 配件 

 

注意: 1 表示推荐使用，能使温度传感器安装在套管的底部。 

2 表示能够使用，但是，在使用的是比较长的套管的时候，温度传感器不会安装在底部，并且，使用较短的套管时候，

外壳需要额外的支撑。 

N/A 表示不适用于这些套管。 

温度传感器兼容图 

套管 
接头 

W074 & W080 

压缩组件 



 

尺寸图 

 

外壳 & 传感器图形 

 

 

 



符合的标准 & 等级 

 

 

 

 

 

 

 

 

 

 

 

 

 

 

 

 

 

 

 

 

 

 

 

 

 

 

 

 

 

 

 

 

 

 

 

 

 

 

 

* 在申请中，未获正式批准的等级标准申请。 

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UE 的其他产品 

●双重密封设计 

●316 不锈钢材质的紧凑型设计 

●密封型的开关 

●防爆设计 

●抗震动并且保证设定点的稳定性 

●压力范围 1 至 12500 psi 

差压范围0至2500 psid；温度范围-130 至650°

F 

机械式压力和温度开关 

● 防爆系列的压力、差压和温度开关，拥有较

广的范围、传感器以及压力接口的选择范围。

● UL，cUL, ATEX 危险区域使用的认证 

● 单个或双个开关输出 

● 内部或外部可调 

机械式压力和温度开关 

● 焊接、密封的 316 不锈钢结构。 

● 范围在 0 ～ 15 psi 至 0 ～ 25,000 psi 

● 有固定量程及现场可调量程两种类型选择。 

● 4-20 mA 或者 1-5 VDC 输出 

 

压力变送器 

● 可应用在腐蚀性场所以及 2 区防爆要求的单

点开关 

● 紧固型压力、差压以及温度开关。 

● 密封的 SPDT 和 DPDT 输出 

● 环氧涂层防水型外壳，内部为不锈钢质地。 

● 便捷的端口接线设计 

机械式压力和温度开关 

全天候及带防爆端子盒的 RDT 及热电偶，可应用

于各种工业工程及特殊场所，如：热追踪系统、

汽轮机、燃烧器及高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