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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的流体特性实时的流体特性实时的流体特性实时的流体特性 

o 粘度粘度粘度粘度 

o 密度密度密度密度 

o 介电常数介电常数介电常数介电常数 

o 温度温度温度温度 

• 数据记录数据记录数据记录数据记录 

o 取样频率可编程取样频率可编程取样频率可编程取样频率可编程 

o 长达长达长达长达 30天以上天以上天以上天以上 

• 主主主主接口接口接口接口  

o RS-232 或者或者或者或者 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CAN   

o Modbus32 协议协议协议协议 

• 牢固的结构牢固的结构牢固的结构牢固的结构 

o 防护等级防护等级防护等级防护等级 IP-68   

• 运行电压运行电压运行电压运行电压 

o 12V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FPA是一种创新的流体特性分析仪，它可以直接并同时测量流体的粘度、密度、介电常数和温度。依靠
专利的音叉技术，传感器可以检测到诸如发动机润滑油、燃油、传动油、刹车液、液压油和齿轮油、冷
冻液和溶剂等的流体的多个物理属性间的直接和动态的关系，从而来确定这些流体的滞留、状态和污染
情况。这种多参数的分析能力改善了流体特性的运算法则。 
 
FPA可为广大OEM和终端用户提供流体的在线检测功能，可广泛用于运输车辆、特种作业车辆、冷冻
循环、采暖通风空调、压缩机、油和气体的精炼、通用化工及精细化工加工（例如，蒸馏液）、工业设
备和涡轮机等领域的流体贮存、加工线、加压高速导管（例如，化学品供应、加工环路） 等方面。 
 

FPA是一款适用于实验室和远程领域便携式测试仪器。根据不同的应用，FPA拥有多样化的配置，不同
的螺纹类型，线长和通讯模式。FPA支持主流的通讯界面（例如，数字CAN J1939,基于 RS-485协议的
Modbus32），可以很容易地与主机、DCS（分散控制系统）和SCADA（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
等进行“即插即用”的连接。数据存储功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测试仪器，在一些关键数据采集领域，甚
至于当电脑关机的时候，也能自动存储数据。FPA也能直接跟电脑相连通过我们提供的FPA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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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特征特征特征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

o 同时检测温度、粘度、密度和介电常数 
o 动态的、混合状态的流体 (例如, 工艺流体、发

动机润滑油、燃油的品质) 

o 数据记录,以每 2分钟采集一个样品检测，可

收集长达 30天的数据 
o 风力涡轮机 

o 取样频率可编程, at x-min./sample  o 工业和制造领域 

o 防过热保护： (+125ºC) 自动关闭  o 变速箱和传动装置 

o 实时计时，电池充电 o 航海，铁路和航空 

o 基于 RS-232的Modbus32 Interface  o 变压器 

o 对于加压和流动系统的应用，可选用螺纹流体

接口 
o 压缩机，油和制冷剂 

o 额外的连线长度选择，适用于远程测量应用领

域 
o 液压系统 

o 主机应用软件 o 润滑油，燃油 

 

性能指标性能指标性能指标性能指标 

最大额定值最大额定值最大额定值最大额定值 

 

探针额定值探针额定值探针额定值探针额定值 标志标志标志标志 数值数值数值数值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贮存温度 Ts -50 to +150  °C  

冲击力（峰值） Speak 20 G 

振动限制 Vvol 50 Grms  

流体压力适应性 P Vacuum to 50  bars 

爆炸压力 P 450 bars 

 

SCU 额定值额定值额定值额定值 标志标志标志标志 数值数值数值数值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最大电源电压 Vcc +32 Vdc 

输入电流 @ 24 VdC (峰值) Iin rush < 400 mA 

输入电流 @5-32 Vdc Imax 170 mA 

贮存温度 Ts -50 to +105  °C  

振动限制 Vvol 45 Grms  

冲击力 （峰值） Speak 10 G 

*贮存温度: 传感器存储没有危险的温度 

 

特有指标数值特有指标数值特有指标数值特有指标数值 

 

探针额定值探针额定值探针额定值探针额定值 标志标志标志标志 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 典型值典型值典型值典型值 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工作环境温度** Ta -40  +125 °C 

工作压力 P 0  25 Bar 

液体温度 Tf -40  +15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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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U额定值额定值额定值额定值 标志标志标志标志 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 典型值典型值典型值典型值 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工作环境温度** Ta -40  +85 °C 

 供电电压 Vsupply 5 +12/24 +32 Vdc 

输入电流@ 5-32 Vdc Iavg  100   mA 

**工作环境温度工作环境温度工作环境温度工作环境温度: 传感器电子元件部分能够工作时候的环境温度 

 

计量学特征 
 

多参数测量值多参数测量值多参数测量值多参数测量值 标志标志标志标志 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 典型值典型值典型值典型值 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粘度 （动力） µ 0.5 15.0 75* 
mPa-s 
(cP) 

粘度（动力）精度 （ 10 <µ< 50 mPa-s 

(cP) 范围内） 
 -5 +/-2  +5 % Value 

粘度（动力） 精度（< 10 mPa-s (cP) 范

围内） 
  +/-0.2  

mPa-s 
(cP) 

密度 ρ 0.65 0.85 1.50 gm/cc 

密度精确度  -3 +/-1 +3  % Value 

介电常数 ε 1.0 2.0 6.0 - 

介电常数精确度  -3 +/-1 +3  % Value 

温度 T -40  150 °C 

温度精确度 T  0.1  °C 

获取特性获取特性获取特性获取特性 标志标志标志标志 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 典型值典型值典型值典型值 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输出刷新率 t   30  Second 

*粘度大于 75 cP 也能测量通过 FPA，需要看具体的应用 

 

传输信号传输信号传输信号传输信号 

信号输出信号输出信号输出信号输出 

标准: RS-232 和 CAN. 

RS-485 可选 

USB 也是能够提供用于连接，可选。 

 

主机应用输出主机应用输出主机应用输出主机应用输出 
FPA 也能够独立运行，不需要PC或者DCS, FPA可以独立纪录数据一段时间。  
PC 或者 主机的连接只是为了做成数据的读取回收。PC的应用软件可以帮助客户去读取数据并存为文本文档的文件。记录的数

据可以文本文件格式下载  

也可在存储功能在关闭模式下以文本文件格式记录数据 

FPA是一种从动模块，服从于 Modbus标准的 RS-485或 RS-232协议。而且，亦可使用 RS-485连接 USB、

或者 RS-232连接 USB适配器。 

可以提供总线收发器信号和数据传输说明书。 

这个数据存储工作甚至于在电脑关闭的情况下也能工作以确保数据的记录 

 

数据处理自动诊断数据处理自动诊断数据处理自动诊断数据处理自动诊断 

 

FPA 传感器控制单元装有4个绿色的LED等，用于显示测量和处理数据时候的正确性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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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脚定义管脚定义管脚定义管脚定义   
 

 

 

 

 

 

 

 

 

 

 

 

 

 

 

 

 

 

 

 

 

结构图结构图结构图结构图 

 
 

 
 
 
 
 
 
 
 
 
 
 
 
 
 
 
 

 

机械特性和连接机械特性和连接机械特性和连接机械特性和连接 

 

FPA 是由传感器探头，传感器控制单元（SCU）和4个连接线组成。这个标准的配置是2米的线，8m的线可以选
择RS-232, RS-485, RS-232/USB 和 RS-485/USB 的连接方式. 

 

 

 

 

管脚管脚管脚管脚 RS-232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RS-485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1 n/c Tx- 

2 TxD Tx+ 

3 RxD Rx+ 

4 n/c Rx- 

5 GND GND 

6 n/c n/c 

7 n/c n/c 

8 n/c n/c 

9 n/c n/c 

管脚管脚管脚管脚 CAN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1 CAN_L 

2 CAN_H 

3 GND 

4 Vcc 

FPA 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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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 M14x1.5 螺纹) 

 

 

FPA 尺寸尺寸尺寸尺寸 (所有尺寸是毫米)) 
 

 

 

 

  

 

机械接口机械接口机械接口机械接口/装配位置装配位置装配位置装配位置  

 

标准的传感器螺纹是M14x1.5. 3/8” NPT 是可以选择配备 

提供O形圈  

并且提供一个保护性的胶套。 

 

 

传感器被设计为可以工作在高压力的任何流速的液体里面。详见FPA安装指导 

标准的螺纹适配器请见下图，若需要详细信息，请与工厂联系 

 

 

 

 

M14x1.5 Adapter  

 

 

 

  

 

 

  

 

 

  

 

传感器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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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NPT Adapter 

 

 

 

 

  

  

 

 

 

 

 

标准配置和可选配置标准配置和可选配置标准配置和可选配置标准配置和可选配置 

部件部件部件部件 标准配置标准配置标准配置标准配置 

 

可选配置可选配置可选配置可选配置 

 

探头探头探头探头   

探头线长度 (探头到 SCU ) 2m N/A 

螺纹类型 M14 x 1.5 或者 3/8"NPT N/A 

传感器控制单元传感器控制单元传感器控制单元传感器控制单元   

RS-232 的线 (SCU 到电脑) 2m 8m 可以选择 

CAN 的线长度 (SCU 到 CAN 连接点) 2m N/A 

电源供电长度 (SCU 到电源) 2m N/A 

CAN & RS-232 

RS232 & CAN + RS232-USB 适配

器 通讯协议 

  

CAN & RS-485 

RS485 & CAN + RS485 -USB适

配器 

110Vac/12Vdc 变压器 (US)  
供电电源 12 Vdc 

220Vac/12Vdc变压器(EU) 

FPA 文件和软件文件和软件文件和软件文件和软件   

文件包括 FPA 产品资料 N/A 

 FPA 安装指导 N/A 

 FPA 介绍 N/A 

  液压油应用介绍 N/A 

  FPA白皮书 N/A 

  MEAS 手册 N/A 

FPA 网络通讯协议 通讯方针 N/A 

FPA 运行软件和使用说明 
能在下面系统使用 Windows 

2000, XP, Vista ** 
N/A 

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保修 1 年 2 年额外质保 

标准标定 中粘度 (18 cP @100°C) N/A 

特别标定 N/A 客户要求 

定期检查 N/A 客户要求 

*文件包含在配套的USB盘里面 

** 不适用于 64bits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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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CE TO PHYSICAL AND CHEMICAL STRESSES 

• FPA2400BST有保护电路，可对抗静电放电（ESD）（范围：±15kV ，空气放电） 

• FPA2400BST有抗反极性的保护功能。 

• FPA2400BST有交叉电线保护 

• FPA2400BST润湿的感应元件由MEAS特有的涂层保护，在5%硝酸、积碳、燃油、水、氧化油等恶劣的化
学条件下仍然能确保检测性能良好。 

 

说明 : 本FPA产品及其应用包含有一项或多项专利，包括美国专利6,957,575; 6,873,916; 

6,494,079; 6,336,353; 7,043,969 和其它待定的美国和全球其它国家的专利。 

订单信息订单信息订单信息订单信息 

请用下面的订单信息选购 

 

 螺纹螺纹螺纹螺纹 通讯协议通讯协议通讯协议通讯协议 线长线长线长线长 供电电源供电电源供电电源供电电源  保修保修保修保修 标定标定标定标定 

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FPP801F001 

S = M14 x 1.5 

or 

O = 3/8"NPT 

2 = RS232 & CAN 2 = 2m O = 12V 1 = 1 year M = 中粘度 

  3 = RS232/USB & 

CAN 

8 = 8m U = 110/12 V

适配器 

2 = 2 years S = 特别标定 

  4 = RS485 & CAN  E = 220/12V适
配器 

  

  5 = RS485/USB & 

CAN 

    

 

例如:  

标准配置 : FPP801F001 S/022O1M 

供选择配置 : FPP801F001 S32E1S 

FPA2400BST FPC011 Spec Rev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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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Tél: +33 (0) 561 194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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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  fluid.sales@meas-spec.com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sheet has been carefully reviewed and is believed to be accurate; however, no responsibility is assumed for 
inaccuracies. Furthermore, this information does not convey to the purchaser of such devices any license under the patent rights to the 
manufacturer. Measurement Specialties, Inc.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without further notice to any product herein. Measurement 
Specialties, Inc. makes no warranty, representation or guarantee regarding the suitability of its product for any particular purpose, nor does 
Measurement Specialties, Inc. assume any liability arising out of the application or use of any product or circuit and specifically disclaims 
any and all liability,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consequential or incidental damages. Typical parameters can and do vary in different 
applications. All operating parameters must be validated for each customer application by customer’s technical experts. Measurement 
Specialties, Inc. does not convey any license under its patent rights nor the rights of others. 

 
 

  

联系方式

 
Measurement Specialties Inc.

1000 Lucas Way

Hampton,VA 23666,America

Tel: 1-757-766-1500
Fax: 1-757-766-4297

Sales: sales.hampton@meas-spec.com 

北美总部 欧洲总部

MEAS Europe

 

中国 

北京赛斯维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路48号

金隅国际C座1002

电话：＋86 010 8477 5646

传真：＋86 010 5894 9029

邮箱：sales@sensorway.cn

www.sensorway.cn 北京赛斯维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