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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Sen300 油中微量水分和温度变送器

产品简介

电力变压器和电抗器是电力行业的贵重资产，实时监测绝缘油中的微量水分对于这些贵重资产

的安全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水分的存在会降低绝缘油的击穿电压和增加介质损耗，加速

高分子绝缘材料的降解老化，从而降低绝缘系统的各项性能，严重时会引发绝缘击穿和局部放电，

影响着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

MWSEN300 采用世界先进的水分和温度检测器件，可以在严酷的环境下连续、准确、快速地测量

油中水活性、微水含量和温度。

重要特点

连续快速检测油中水活性(aw)

准确测量油中微水含量(ppm)

恶劣环境中长期稳定运行

便捷的本地校准功能

高耐油性和耐压性

结构紧凑，便于集成

多种模式信号输出

典型应用

电力行业 监测变压器、电抗器绝缘油

工业机械 监测机械设备润滑油和液压油

运输行业 监测船舶、车辆发动机机油

技术参数

水活性

测量范围 0 … 1 aw
测量精度 0 … 0.6 ± 0.02 aw

0.6 … 1 ± 0.03 aw
响应时间（典型） < 1 分钟

油中水分

测量范围 0…500 ppm （适用于矿物质变压器油）

测量精度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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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定义 （传感器 M8 公端）

注：括号内为 RS232 通讯时接线定义

温度

测量范围 -40 ... 80°C
精度（at +25 °C） ± 0.2°C
工作温度 -40 ... +60 °C
存储温度 -40 ... +80 °C
容许油温 -40 ... +120 °C

输出

数字信号 RS485 MODBUS, RS232 可选

模拟信号 4~20 mA , 0~20mA 电阻负载<500Ω

其他

测量接口 G 1/2” ISO 或 1/2” NPT
压强范围 最高 100bar
探头材料 316 不锈钢

防护等级 IP66
供电电源 DC 9V-36V
供电电流 < 5mA+负载电流

变送器重量 200 g
包装总重量 270 g
包装规格 纸盒 172×117×53 mm
电缆规格 M8 6 芯

电缆长度 2 米

遵循标准 CE 认证 EN 61326-1 EN 61326-2-3 ICES-003 B 级

1— 红色 +24VDC

2— 白色 RS485A (RS232-GND)

3— 黑色 24VGND

4— 绿色 RS485B (RS232C-TX)

5— 黄色 4-20mA ch1 (RS232C-RX)

6— 粉色 4-20mA ch2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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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尺寸（mm）

订货向导

油中微量水分和温度变送器 MWSen300
1, 测量指标 aw + T A

ppm + T 1) B
aw + ppm + T 1) C

2, 信号输出 4-20mA + RS485 1
0-20mA + RS485 2
0-5V + RS485 3
RS232 4

3, 模拟输出通道 1 水活性 0 … 1 aw D
微水含量 0 … 100 ppm E
微水含量 0 … ppm F

4, 模拟输出通道 2 温度 -40 ... 80°C 5
其他测量范围 ... °C 6

5, 接头规格 G 1/2” ISO G
1/2” NPT H

6, 电缆长度 2 米 7
3 米 8

1) 适用于矿物质变压器油，其他油品需输入油品的参数。

订货示例: MWSen300 B1E5G7

监测指标： ppm 和 T

输出方式： 4-20mA 2 路+ RS485 1 路

ppm范围： 0 ... 100 ppm

温度范围： -40 ... 80°C

油阀接口： G1/2” ISO

电缆长度： 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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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与附件

不锈钢过滤器

USB 转 RS485 数据线

USB 转 RS232 数据线

密封垫圈 ISO G1/2”
连接电缆 5米，M8 螺纹连接，90°弯角

10 米，M8 螺纹连接，90°弯角

2米，M8 螺纹连接，带 LED 灯

上位机软件 MW600
显示与控制单元 MW-D350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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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sorway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without further notice to any product herein. Sensorway makes no warranty,
representation or guarantee regarding the suitability of its product for any particular purpose, nor does Sensor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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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ion parameters must be
validated for each customer application by customer’s technical experts. Sensorway does not convey any license under its patent rights
nor the rights of others.

北京赛斯维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路48号金隅国际D座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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