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默生罗斯蒙特温度产品

您的温度测量合作伙伴



艾默生罗斯蒙特温度产品

温度测量能够最大程度提高质量、安全性和过程产量，从而增强您工厂的竞争力。  要想成功，必须将创新技术和可靠产品以

最优的方式组合，并提供全面的支持。艾默生能够兑现承诺，成为您的全球温度测量领域一站式业务合作伙伴。

创新的技术

在艾默生，我们始终致力于开发新技术来解

决客户的关键温度问题，拥有多项业界首创

的创新技术，包括智能无线解决方案、高密

度温度测量和先进的诊断技术等。

罗斯蒙特温度设备增强了艾默生的智能工

厂 PlantWeb® 架构，可帮助您的工厂获得

切实效果。

可靠的产品 

一体化解决方案

50 多年来，在过程控制行业，罗斯蒙特温度产品一直

广受认可，占据行业领先地位。作为您值得信赖的温度

产品合作伙伴，艾默生提供经工厂测试、可立即安装的

温度产品组件。凭借业界领先的变送器、传感器和热套

管组合，我们可为您的温度应用提供可靠的一体化解

决方案。  



全面的支持

全球运营

艾默生温度产品由遍布全球的生产基地制造，因此无论

您在哪里，只要您需要，我们都可以为您提供最佳的交

付和支持服务。我们在主要基地设有广泛的服务和支持

人员网络，包括本地维修和现场服务。

产品本身只是我们所能提供的一部分。艾默生拥有深厚

的过程管理行业知识和经验丰富的员工，可帮助您选择

产品、确定最佳安装方法并提供培训。我们的仪表顾问

会不断向您提供有关最新产品应用和技术的信息。

•	利用无线温度变送器测量回转窑中区的

温度，使产量提高了 5%

•	双支传感器变送器热备份功能使临界化

学反应器重要温度点的测量数据丢失风

   险降低80%

•	已获专利的蓝宝石传感器使得气化反应

器的过程可用性提高 300%

•	罗斯蒙特 848T 高密度变送器使精炼厂中

温度测量点的接线成本降低 70%

•	罗斯蒙特SQT系列热套管为平稳工况温度

   测量提供低成本解决方案

    •	罗斯蒙特SQC系列耐磨热套管让特殊工况   

   温度测量更可靠

    •	请登录以下站点，详细了解更多

  客户成功应用：Rosemount.com.cn/case

成功的应用



高密度测量

在近距离内进行多点温度测量需要采用成熟技术

的创新解决方案。罗斯蒙特高密度温度测量产品

能够以高成本效益方式可靠地满足您的密集温度

测量应用。

单点测量

罗斯蒙特单点变送器利用创新的设计和先进的诊

断技术提供优异的结果。增强的性能，成熟的智

能无线功能，和灵活的产品组合可为单点测量应

用提供全面解决方案。

温度测量解决方案

罗斯蒙特温度产品组合可为您的工厂中多种温度应用提供解决方案。传感器、热套管和变送器的一体

化设计及制造方法确保在每次安装中都能够提供最可靠和最耐用的温度测量产品。



行业专用传感器

世界上最严苛的高温应用需要采用最先进设计的

传感器。罗斯蒙特行业专用传感器可为严苛的过

程环境和独特安装提供最优的性能。

通用传感器 
和热套管

罗斯蒙特通用传感器和热套管可提供一整套解决

方案，满足您的温度测量需求。我们的传感器和

热套管拥有出色的耐用性，SQ棒材热套管、SQC

耐磨棒材热套管和SQT管材热套管，可与罗斯蒙

特温度变送器与传感器匹配，和罗斯蒙特温度变

送器一起，向您提供高精度、高可靠性的温度测

量方案。



单点测量

温度变送器对您精准地掌握生产过程十分重要。罗斯蒙特单点温度变送器为生产过程的控制树立了创新和

可靠性标准。艾默生能够提供满足工厂各种应用需求的变送器解决方案。

通过热备份和传感器漂移
报警功能延长正常运行时
间

使用先进的双传感器变送器可使过

程停工的风险降低 80%。热备份功

能会自动检测传感器故障并切换至

备用传感器以进行测量，传感器漂

移报警功能检测传感器老化失效，

方便您进行有计划的维护。

卓越的单点测量方案

艾默生每年提供的超过 200,000 件温度变送器中，每一件都秉承罗斯蒙特

仪表一贯的上乘质量和可靠性。

•	针对您的规格组态和校准的完整组件，简化安装

•	业界领先的精度和稳定性，最大程度提高过程效率

•	通过预防性维护诊断优化您的有限资源

•	经过 SIS 认证的变送器和先验使用的安全文档，能够确保产品符合安全

标准

罗斯蒙特 3144P 温度变送器

•	性能最高的温度变送器

•		热备份、双室外壳、热电偶老化诊断、 

最小值/最大值跟踪，以及传感器漂移报警

•	单和双传感器输入功能

•	5 年稳定性和安全认证

罗斯蒙特 648 无线温度变送器

•	高级无线温度变送器

•	WirelessHART™ 通讯

•	双室外壳

•	本质安全电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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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蒙特 644 温度变送器

•	DIN	A 头部安装或导轨式安装及现场安装型变送器

•	单或双传感器输入功能

•	符合	IEC	61508	SIS	SIL	2 安全认证

•	LCD	显示屏和本地化操作界面

•	广泛的诊断功能

•	增强的精度选项 (0.1 ˚C)和稳定性（5年）

•	一体化防雷端子

罗斯蒙特 248	温度变送器

•	可靠的HARTTM通讯

•	DIN	B头部安装或导轨式安装组态

•	环境温度补偿功能

•	无线HART功能，内置天线和超轻外壳选项

接线端子

电子线路板

自排水管道

通过先进的变送器设计降
低维护成本

罗斯蒙特3144P及648温度变送器双

室外壳提供电磁噪声、潮湿和腐蚀

性环境保护。这一先进的外壳设计

能够保护变送器免于水侵或有害电

磁浪涌的损坏。

罗斯蒙特644温度变送器现场安装型

变送器外壳提供IP6X级防护，全面

兼容644增强型功能模块的同时简化

安装和维护。

通过热电偶诊断和最小/
最大温度追踪功能最大程

度提高可用性

热电偶老化诊断功能可持续检查导

致热电偶出现故障的原因，包括：

线变细、腐蚀、接触不良和传感器

污染。它会监测热电偶环路电阻以

尽早发现故障征兆，让您能够在过

程受影响前采取措施。

最小/最大温度跟踪功能可记录每个

温度历史数据，极端过程和环境温

度，让您能够方便排除过程故障和

过程合规性。

通过智能无线让您更深入

了解工厂的运营状况

罗斯蒙特单点无线产品很容易根据

现有 HART® 组态工具和方法安装。

它最大限度减少了接线和工程设计

资源，更有全新内置天线，使得您

的项目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上线。



高密度测量

很多重要的过程需要在近距离内设多个温度测量点。艾默生拥有经过验证的创新

变送器系列，可提供成本效益出众的可靠方式让您访问这些测量数据。

罗斯蒙特 848T 温度变送器

•	八个可独立组态的输入

•	支持热电偶、热电阻、ohm、mV 和 4-20 mA 多种输入

•	单个 Fieldbus 接口模块可支持多达 416 个测量点

•	可进行最小值、最大值和平均值的输出计算

•	使用 FOUNDATION 现场总线通讯技术

FOUNDATION™ 现场总线

通过扩展诊断和其他数字设备信息访问提供更方便运营

和维护的一项全球标准。其他优势包括更低的工程和安

装成本以及基于设备的控制功能。

反应器容器 

防止催化剂损坏 

并优化转化效率

蒸馏塔

优化过程控制 

并确保稳态运行

了解高密度解决方案带来的成果

罗斯蒙特 848T 高密度温度测量产品是首个采用测量验证诊

断技术的产品系列。它们还专门采用了符合 FOUNDATION™ 

现场总线和 WirelessHART™	行业标准的设计。高密度解决方

案具备多种优势，包括：

•	采用单个变送器测量多个点，减少了布线和管道成本

•	需要安装和调试的设备更少，缩短了启动时间

•	识别不良测量状况，从而可在故障发生前更换热电偶和

热电阻

控制室



罗斯蒙特 848T 无线温度变送器 

•	四个可独立组态的输入

•	支持热电偶、热电阻、ohm、mV、0-10V 和 4-20 mA 多种输入

•	单个智能无线网关可支持多达 400 个测量点

•	本质安全电源模块，易于在危险区域更换

•	使用 WirelessHART™	通讯技术 

罗斯蒙特 848T 温度变送器

•	八个可独立组态的输入

•	支持热电偶、热电阻、ohm、mV 和 4-20 mA 多种输入

•	单个 Fieldbus 接口模块可支持多达 416 个测量点

•	可进行最小值、最大值和平均值的输出计算

•	使用 FOUNDATION 现场总线通讯技术

WirelessHART 

使用行业标准 HART 协议、自组织无线网络，允许快速高效

地实施项目，而不受信号接线的限制。这会降低安装成本，

并允许在以前难以接线或经济上不合算的区域进行测量。

增强可靠性

降低安装成本

•	可在过程附近安装以降低传感器接线成本

•	在严苛的工厂环境中获得准确和稳定的测量点

•	通过开放、经行业认证的通讯标准将变送器集成到您

的工厂中

热交换器

监测污垢

并诊断效率

熔炉和锅炉

通过监测热点预防熔炉

或锅炉管道故障

泵、风机

或压缩机上的 

电机轴承

尽早检测关键设备的问题

控制室



通用传感器和热套管

一个现代化工厂的运作需要进行大量的温度测量。罗斯蒙特每台传感器都具有

过硬的质量和可靠性，会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为您的所有测量提供罗斯蒙特 
一贯的上乘质量 

温度传感器和热套管是高质量温度测量的最基本工具。

我们的热电阻、热电偶和热套管为温度测量带来了罗斯

蒙特一贯的可靠性，与温度变送器一起为您的过程提供

高精度和高可靠性的测量解决方案。

通用传感器

•	英制和公制热电阻和热电偶

•	飞线式、端子块式和压簧式连接方式

热套管

•		大量热套管设计选择：阶梯型、直型、锥型、 

法兰式、螺纹式、焊接式、棒材和管材、耐磨涂层

•	30	多种不同材料可选

密封接线

确保传感器在严苛的

环境中使用



适用于您的通用传感器随时，随地

•	生产制造能力完全可以满足您最大型和最复杂的 

项目需求

•	全球温度专家团队帮助您选择适合您过程的仪表

•	100% 传感器检验，提供一贯的开箱即用性能

•	传感器、热套管和变送器一体化组合，易于采购， 

方便安装

•	将经过校准的传感器与罗斯蒙特变送器配对，提供 

卓越的精度水平

接线盒

•	罗斯蒙特接线盒 •	通用接线盒

•	DIN 型：BUZ 和 BUZH •	LCD 显示屏选件

•	塑料、不锈钢和铝材选项

一体式应力消除设

计，防止热膨胀和机

械应力 

传感器元件四点 

激光焊接工艺， 

提供持久性能

检验和证明文件  

•	传感器和热套管检验包括：X射线、染色渗透和材质证明

•	通过认证的全球校准设施，符合国际标准

•	棒材热套管尾流频率计算

高性能传感元件技术，

确保测量精确及抗振性



行业专用传感器

如果您的过程需要传统热电阻或热电偶所不具备的功能， 

罗斯蒙特行业专用传感器是您的正确选择。 

应用难度较大？选择行业专用传感器

艾默生持续投资新一代测量技术，推出行业专用传感器

产品组合，可满足您的高难度测量需求。从严苛的过程

条件到独特的应用，我们的行业专家将支持解决您在世

界任何地方遇到的测量挑战。

具有成本效益的高密度测量

通过在反应堆、蒸馏塔和烃裂化过程等高密度应用中进

行温度测量，您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您的过程。 

•	降低安装成本，一个多点传感器即可提供多达 60 个

测量点

•	在与罗斯蒙特 848T 高密度变送器配套使用时可获得

更高成本效益

丰富的产品线能够满足您的需求

•	持续发展新一代传感器产品和技术

•	全球提供行业专用传感器产品组合

•	行业专用传感器产品组合包括：轴承、卫生、线缆、 

管夹式（测量表面温度）、多点温度传感器、高温和 

高振动传感器

多点温度传感器 

•	多达 60 个独立测量点

•	可更换插入件，维护方便

•	板簧式和隔盘式弹簧设计，适合多种连接固定装置



经过实践认证的高温测量应用

在热处理和熔炉等高温应用中具有可靠测量性能

•	通过国际标准实验室认证，可在高达 1800 °C (3270 °F) 

的温度下可靠地测量

•	通过罗斯蒙特3144P 热电偶老化诊断功能实现预防性

维护

为高压和高温过程带来超高可靠性

罗斯蒙特蓝宝石温度传感器在气化、硫磺回收以及其他

需要耐受含氢、硫和其他毒性环境的高压、高温过程中

表现出色。相比传统传感器，我们已获专利的设计使传

感器寿命延长超过 300%。

可靠性和使用寿命在客户应用中经过实践验证。  

详情请见 Rosemount.com/Sapphire。

罗斯蒙特 1075 高温热电偶

•	采用 DIN 标准设计，性能经过实践验证

•	陶瓷或耐热金属保护管，在气体、磨蚀或热冲击环境中 

提供最优性能

蓝宝石传感器

•	性能值得信赖，适合温度和压力高达  

 1800 °C (3272 °F) 和 65 bar (942 psi) 的挑战性应用 

•	蓝宝石保护管选件保护热电偶免受有毒氢气体损坏

•		单体锻造外壳和双重密封件将在高压应用中保护工厂、 

人员和资产 



全球覆盖   本地支持

大型项目即将上马？隔日就需要一台变送器？无论您的需求大小，不论您身
处何地，艾默生都有资源和经验来超越您的预期。

全球制造

通过遍布全球的众多罗斯蒙特温度产品制造基

地，艾默生能够满足您的所有项目和日常需求。

我们的世界级制造基地具备以下优势： 

•	所有工厂出产全球一致的产品

•	我们是一家可以同时提供变送器、传感器和 

热套管一体化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	能够满足您的最大型项目的需求

•	提供满足紧急需求的快送交货服务

在线资源

有关罗斯蒙特温度产品和功能的更多信息，请访问罗斯蒙特中文网 www.Rosemount.com.cn，

该站点提供以下信息以及在线咨询服务：

•	详细的产品信息 •	应用实例

•	成本节约计算器 •	产品数据表

•	产品说明书和安装指南

本地专家

当您需要温度专家时，不妨选用艾默生的

产品。我们经验丰富的仪表顾问可针对您

的温度应用帮助您选择合适的产品，并提

供最佳安装建议以确保切实解决过程中的

问题。利用广泛的全球服务与支持人员网

络，我们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提供

现场服务。



单点测量

温度传感器和热套管

高密度测量

热套管 通用传感器 高温传感器

温度变送器

多点传感器 非插入式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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