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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通用电气（GE）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科技、服务和金融公司，是全球最大
的多元化企业，致力于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GE 分析仪器部，为石油行
业提供 GE 水面油膜监测系统 GE Leakwise System，以及废水与冷凝水中有机
成分监测的总有机碳分析仪 TOC 系列产品。

cn.geinstrumen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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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一 地面储油罐及输油管线
用户对象：炼油厂，石油终端，电厂辅助设施，石化工业

对油罐排水道、收集池进行油
品泄漏 / 溢溅的监测

ତқˮ

油罐周围的排水道用于收集油或含油的
雨水（由于管道、阀门、泵等泄漏）进
入集水池，分离器或隔离装置。ID-223
油膜监测系统，可以安装在干或湿的集
水井内，实时监测油泄漏并进行报警。
★ 符合环保
★ 消防法规的规定
★ 实现不间断泄漏监测
★ 确认泄漏源

S

地下水监测储油罐底部泄漏
即使先进的槽计系统也无法监测油罐底
部微量泄漏。这些泄漏是造成火灾和爆
炸的安全隐患，并造成地下水污染。
▲ ID-221 油膜监测系统安装在油罐附
近的监测井中，可以对泄漏到地下
水中的油 / 碳氢化合物进行及时早
期报警。
● ID-225 油膜厚度测量系统可以连续
监测泄漏情况并指导改善补救除油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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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和控制油 / 水分离器

减少水处理费用

针对油罐区的重力、API 水 / 油分离器：
★ ID-223 油膜监测系统可直接安装到
分离器的排放口进行排水监测，以
确保分离器正常运行。
● ID-225 油膜厚度测量系统可安装到
分离器上连续准确的监测油层厚度
并控制撇油泵或通知操作员进行撇
油操作，从而节省水处理费用。

由于环保法规的要求，油罐区在将积水排放到大海、河流或公共排水系统
前，需要进行除油处理。ID-223 油膜监测系统可以安装在集水池内连续监
测排水状况，如果无油，可进入水处理系统或直接排放到大海、河流或公
共排水系统。如果检测到油，报警启动并且通过继电器输出关断排水阀。
含油水可以手动或自动的导入油水分离器或其他水处理系统。这种监测会
有效的降低水处理费用。

ซ҃ሦٿ

管线泄漏探测
管道公司会在管线的敏感位置安装 " 油
收集井 "( 例如，靠近河流或靠近饮水源
的地方 )，进行油品泄漏监测。如果将
ID-223 油泄漏监测仪安装在这些监测井
中，就可以监测“油”或“水面油膜”，
并进行远程报警。可实现无人职守。电
源可通过太阳能电池提供，通讯可利用
电话线或无线通讯的方式实现。

RS-485
MODBUS

SLC-220*

GSM
MODEM

紧急关断
在管线上安装有很多用于紧急情况或维
护用的关断阀。在某些地区，由于某些
环保规定，新的关断阀需要安装到可能
会有设备泄漏的集水井中。安装到集水
井中的 ID-223 油膜监测仪可以连续监
测这些无人关断站，如果发现泄漏会进
行远端报警。

ID-22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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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装卸码头以及排放终端
( 支持有线 , 无线 , 太阳能供电等多种模式 )
* 使用 SLC-220 控制器可连接 40 只传
感器 ; 采用总线方式 (SCADA 或 DCS) 扩
展 , 系统可支持数百只传感器

ซᆡݗ

泵站监测
大部分的管线泵站安装有油水分离器或沉降池用于回收溢出、泄漏油及可
能含有油的雨水。
★ ID-223 油膜监测仪可安装到分离器的排放口连续监测油泄漏。如果监测
到水上油膜，启动警报。系统可关闭排放阀或关闭水泵。
● ID-225 油膜厚度监测仪可以安装到分离器内实时监测油层厚度。报警
会远传到控制中心。这样早期发现并执行修复措施，可以防止花更多
的费用进行善后处理。

▲
★
●
◆

ID-221 油膜监测系统
ID-223 油膜监测系统
ID-225 油膜厚度监测仪
ID-227 水面溢油监测系统

监测浮顶式油罐排放水
ID-223 油膜监测系统可安装在浮顶式
油罐排水软管出口。用于：
★ 探测排水软管由于小孔活裂缝引起的
泄漏
★ 监测油品溢出浮顶
★ 探测排水软管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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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二 电力行业
用户对象：水电站，火电厂储油罐区，冷凝水塔，配电中心，变压器站，污水处理厂

集水井内水上油的检测
▲ ID-221 油泄漏监测系统可直接安装
到 6" 孔径的井中。系统采用高频电
磁吸收技术，可以探测 0.3 ～ 25mm
厚的油层，传感器对污物附着、盐
度和温度变化均不敏感。用户可以
在 0.3-2.5mm 内自行设定两个报警
点。例如，将“低”限报警设定为
2mm 厚度油层，报警发生时，操作
人员便知道近期需要处理油膜了。
“高”限报警设定为 20mm 厚度油
层，报警发生时，操作人员便知道
有灾难性泄漏发生，需立即采取行
动。
★ 安装在沉降池中的 ID-223 油膜监测
系统可对 0.3mm 油膜报警。
● 安 装 在 油 / 水 分 离 器 中 的 ID-225
油 膜 厚 度 监 测 仪， 可 连 续 测 量
1-100mm 油 层 厚 度。 信 号 通 过
4-20mA 输出到控制室。操作员可
以通过该信号来决定何时撇油。ID225 传感器也可自动控制撇油油泵
的启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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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油泄漏检测

水利发电

★ 在变电站，油和雨水会收集到变压
器下的地下水槽。ID-223 安装在这
个水槽上，用来监测变压器油泄漏。

水电站通常座落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因此非常严格的环保要求。大量
的水用于发电和冷却，这些都需要进行有效的监测。
冷却水集水池中的油膜监测和油膜厚度测量
水轮机轴承中泄漏的润滑油会随冷却水排放。
▲ ID-221 油膜监测仪安装在冷却水集水井内，监测油品泄漏，自动启动
油水处理系统，使最终排放达到要求。
● 如果集水井内有大量累积油，ID-225 油膜厚度测量仪可以显示油层厚
度，可帮助操作人员手动撇油或启动撇油泵。

矿物燃料电厂
燃油电厂储油罐燃煤或气电厂点火 / 备
份储油罐用于冷凝水中的油品泄漏。( 储
油罐下的泄露检测见应用文章 1)

RS-485
MODBUS

SLC-220*

GSM
MODEM

ID-223 油膜监测仪安装油罐附近的集
水池内，分离器或隔离器处。当检测到
油泄漏时，ID-223 同时可以控制排水
口和转换阀，从而节省水处理费用。
油膜监测器在冷却水系统上的应用
A 开放的冷却水系统
★ ID-223 油膜监测系统安装在一个特
制的稳水器内，可以探测热交换系
统的泄漏，典型安装位置是冷却水
入口和出口。
B 密闭的冷却水系统
★ 如 果 冷 却 水 监 测 是 闭 环 系 统，ID223 油膜监测系统应该安装在主冷
却水管线的旁路上的检测池内。
C 冷凝系统油膜监测
★ ID-223 油膜监测系统安装在常压下
的冷凝池上，可以探测高温冷凝水
上的油膜。
D 下水道系统油膜检测
★ 泄漏到下水道系统的油气是非常危
险。ID-223 油膜监测系统可以安装
在排水渠上进行泄漏早期报警。
E 油水分离器监测和控制
很多油水分离器或沉淀池是有盖子
的。大部分的时间下，操作人员无
法知道设备是否正常工作或是否有
油存在。
▲ ID-221 油膜监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测
积油情况。
● ID-225 油膜厚度监测仪可以测量油
层厚度，并在油层厚度达到一定值
的时候，自动启动撇油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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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液压油泄漏检测
大坝水闸通过液压系统控制。严格的环保制度禁止任何液压油泄漏到河
流中。
★ ID-223 水上油监测器可安装在大坝闸口液压泵附近的干式或湿式集水
池中。

▲
★
●
◆

ID-221 油膜监测系统
ID-223 油膜监测系统
ID-225 油膜厚度监测仪
ID-227 水面溢油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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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三 水资源、环境保护
用户对象：地下水在线监测，自来水厂，城市 / 农村水网，重点污染源排放监测，江河湖海

许多国家环保部门都要求工厂排放水中
只能含有少量 PPM 的碳氢化合物。环
保部门正在密切监测由工厂排出的有可
能会污染公共水源、江河、湖泊和海洋
的废水、冷却水。很多工厂无法处理所
有污水，因此直接排放到公共水源中。
这些未处理的水可能含有没有觉察泄漏
或溢出的碳氢化合物 , 总量远远超出所
允许的排放标准。Leakwise 的油膜监
测系统在评估和修复污染地点方面有着
很多的应用。

ତқ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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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kwise 探测器
A 监测油水分离器中排出的水
★ ID-223 油膜监测仪 ( 或 ID-221 油膜
监测仪 ) 可以安装在油水分离器后
的缓冲槽或安装在管线旁路检测池
中罐里。
B 雨水和冷却水监测
★ ID-223 油膜探测仪可安装在雨水集
水井或冷却水槽上。如果未监测到
油或油水混合物，水直接排放到公
共水系，否则会关闭排水阀并打开
进入水处理系统的阀门。

除气器，生物处理系统，活性
碳操作保护
如果含油水从器中被泵出，在进入除气
器、生物处理系统或活性炭处理单元后，
这些碳氢化合物，会阻塞气孔或活性碳，
也 会 扰 乱 生 物 降 解 处 理 系 统。ID-221
水上油监测器可以安装在分离器后、水
处理系统前的沉降槽中。在检测到有油
膜时，从分离器到水池的水会被截止，
同时发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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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井监测
▲ Leakwise®ID-221 油膜监测仪安装在竖井内可以探测水面上最小 0.3mm
（1/80”）层厚的碳氢化合物和有机溶剂。

监测经处理的排放水
环境监督局史允许含有少量（几个 PPM）碳氢化合物的水排放到地下水或
公共水系中。在线 PPM 监测仪不仅昂贵而且不够稳定。
★ Leakwise®ID-223 水上油监测仪可以安装在水处理管线的沉降池中，当
探测到油膜时，关断排放阀并报警。这将避免污染物的扩散。

泄漏整改后，现场关闭
▲ 现场泄漏在整改完成后，ID-221 探
测器，可以安装在外围井内进行远
程监测，有效节省人力、物力。
GSM
MODEM

提高整改功效
● ID-225 油膜厚度监测仪可以在现场
除油过程中，不断提供油层厚度的
变化，从而反馈出整改工作的功效。
● ID-225 传感器安装在大型现场监测
多个外围井，可以帮助项目经理选择
确定碳氢化合物较厚的并进行抽油。

在线 PPM 分析仪
ID-223/500
ซ҃ሦٿ

手工采样的实验室分析仪可以满足
职能部门要求的 ppm 监测
▲ 在线油膜监测仪 (ID-223 或 ID-221)
● 可满足：
* 在线监测水处理系统运行状况
* 在线监测未处理水中碳氢化合物
泄漏或溢流

ID-223/2000
௱ະ

ID-227

抽油泵控制

油 / 水分离器中的撇油控制

▲ 在游离油存在的现场 , 地下水或开
● 放 水 域，ID-221 油 膜 监 测 器 和 ID225 油膜厚度监测仪可以根据探测
碳氢化合物层厚度的情况，启动或
停止抽油泵，从而减少泵出水的问
题和处理的费用。

有些撇油泵的控制，是通过电导率传感器来控制，由于测量的不准确性，
一般情况下将会泵出大量水。
● 通过安装在油水分离器内的 ID-225 水上油厚度监测仪可以在一定层厚
的情况下启动撇油泵（例如，在 100mm）并在某一层厚情况下停止撇
油（例如 10mm）。这种方法可以仅移除碳氢化合物而不含水。这将
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大量不必要水的输送。并相应节省水得理等成本。
▲
★
●
◆

ID-221 油膜监测系统
ID-223 油膜监测系统
ID-225 油膜厚度监测仪
ID-227 水面溢油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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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220 系列
油膜监测系统工作原理
• 水对高频电磁波能量的吸收能力远大于碳氢化合物 ;
• 浮子状传感器上安装了 2 个天线，分别位于传感器水上部分和水下部分。高频电磁
波能通过水上天线发射，同时被水下天线接收 ;
• 当油膜层出现在两个天线之间，水下天线接收的电磁能量强度会随着油膜厚度的改
变而相应呈比例变化 ;
ID-220 系列油膜监测系统特有的专利技术能够探测微小油层的存在，该技术也可以使得
仪表能够连续监测油层的积聚并测量油层厚度。

7

ID-221 油泄漏监测系统
* 油膜测量范围：0.3 ～ 25mm

◎ ID-221 产品描述
ID-221 的高频发生器安装在一个专利设计
的浮子上，该浮子可以保证尽管在液位上
下波动的情况下，发生器仍可以精确地保
持定位在液气界面上。
ID-221 可以设定两个阶段的报警点：
•

低油位报警：探测到碳氢化合物层的
出现。

•

高油位报警：探测到碳氢化合物层上
升到预先设定的厚度。

ID-221 能够准确地检测到最小 0.3 毫米
厚度的水上油层，并且具有高可靠性，重
复性，无误报警的优良性能。同时 ID-221
也能够在线监测油层厚度的连续变化。信
号处理器继电器输出可进行本地和远程报
警，同时也可以用于控制目的。为防止信
号波动或噪音的影响，设置继电器响应时
间延迟确保了监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
液位波动频繁和剧烈的条件下，建议使用
稳水器。仪器内置自诊断功能，可连续监

ሾ/ᰫ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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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检测传感器的工作状态。

◎ 应用
ID-221 可以通过安装在排水渠、储水池中
以及油库周边的地下水监测井口中，监测

ژʵ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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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层的出现或变化。对碳氢化合物和其它
有机溶剂实时监测，使得现场泄漏早期报



警和及时补救成为可能。其它的一些有效
的应用，包括下水道系统、废水处理系统、

ژʵඬͦ

雨水排放、油水分离系统、冷却水槽、沉
降池以及锅炉冷 凝槽等。
ID-221 ซฑᄺ๕ጞ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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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221 技术规格
传感器规格
简述

漂浮式传感器，具备检测水（盐水）面液态碳氢化合物和其他有机溶剂泄漏的能力

工作范围
测量范围

0.3 ～ 25 mm (0.01 ～ 1.0 in) 水（盐水）面上碳氢化合物厚度

水位变化范围

最小 30cm（从底部）， 最大 45m

水流速度

20 cm/sec (~8 in/sec) 使用稳水器

水温

0 ～ 70ºC (32 ～ 158ºF) 不结冰

环境温度

-10 ～ 80ºC (14 ～ 176ºF)

物理规格
传感器材料

抗烃聚合物，316 不锈钢

规格尺寸

直径：87 mm (3.4 in), 高度：150 mm (5.9 in)；适合 96 mm (4.0 in) 的稳水器

电缆

传感器标配 10m 电缆，额外长度，请订购

PS-220 控制器规格以及选项
规格
PS-220 描述
环境温度

PS-220 控制器是一个装载在 NEMA 外壳中，连接标准 ID-221 的模拟信号处理器，同时为 ID221 供电。
-40 ～ 85ºC (-40 ～ 185ºF)

PS-220 与传感器的距离 可达 1200m，符合危险区域的限制要求
PS-220/RL/LI
线缆连接规格：

基本的模拟信号处理器和供电包括如下部分：2 个独立报警继电器 1 个故障报警继电器，单
刀双掷，容量 4A（故障报警容量 3A）, 220VAC 或 30VDC, 常开 / 常闭 4 个指示灯，空气 / 油 /
水 / 故障，内置诊断功能
传感器连接电缆和 4-20mA 连接电缆 最大 14AWG， 供电电缆以及继电器连接电缆 最大
12AWG

选项
外壳选项

/N4 NEMA 4X (IP-65): 300 x 190 x 120 mm (12.0 x 7.5 x 4.7 in) ( 标准外壳 );
/N7 NEMA 7: 278 x 259 x 166 mm (11.0 x 10.2 x 6.5 in);
/EExd EEx d（隔爆）: 302 x 233 x 154 mm(12.0 x 9.2 x 6.1 in)

供电

220 或 110 VAC (50-60 Hz) 或 9 ～ 36 VDC (@ 5 Watts); 太阳能供电可选

/420 4~20mA

/420 4~20mA 的电流信号输出，和油层厚度成比例，最大值 25mm

/420/BG

带棒状图（20 段）指示油层厚度，并含 4~20mA 电流信号输出

/CEN

带齐纳安全栅传感器可安装在危险区域

/AUD

带声音报警输出（可装入防侵蚀以及防爆外壳中）

/CEL

蜂窝式调制解调器用于无线传输状态以及报警信号

其他控制器
WSP-220

无线通讯器（更多细节请咨询工厂）

DSP-220

数字型信号处理器，可连接多个 ID-220 系列传感器（标准规格连接 8 个，最多可连接 40 个），
多种输出可选包括： 指示灯、继电器、4~20mA、RS-232、RS422（更多细节请咨询工厂）

传感器和控制器相关认证
ID-221 传感器

本安认证 - EEx ia IIC T4 Ga (Ta = -40 ºC to +70 ºC)

PS-220 危险区域外壳选项 防爆认证 : 北美－ NEMA7 Class I, Div.1, Groups B, C & D 欧洲－ EEx d IIC T6， IP66
系统整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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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在危险区域使用的认证；
- EPA- 符合 EPA/530/UST-90-009，对于地下水监测系统 ;
-TÜV- 型式批准，依据 WHG（水资源法）§19h；
- 制造 ISO 9001 认证。

ID-223 油泄漏监测系统
* 油膜测量范围：0.3 ～ 25mm

◎ ID-223 产品描述
ID-223 的高频发生器安装在一个专利设计的浮
子上，浮子内嵌在导轨笼中，这种漂浮式的传
感器设计，可以保证尽管在液位上下波动的情
况下，传感器仍可以精确地保持定位在液气界
面上。
ID-223 可以设定两个阶段的报警点：
•

低油位报警：探测到碳氢化合物层的出现。

•

高油位报警：探测到碳氢化合物层上升到预
先设定的厚度。

ID-223 能够准确地检测到薄最小为 0.3 毫米厚度
的水上油层，并且具有高可靠性，重复性，无误
报警的优良性能。同时 ID-223 也能够在线监测
油层厚度的连续变化。信号处理器继电器输出可
进行本地和远程报警，同时也可以用于控制目的。
为防止信号波动或噪音的影响，设置继电器响应
时间延迟确保了监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液位
波动频繁和剧烈的条件下，建议使用稳水器。仪
器内置自诊断功能，可连续监视传感器的工作状
态。

◎ 应用

PS-220ൌૉۣତқٿ

ID-223 提 供 如 下 型 号： ID-223/500， ID223/2000 和 ID-223/2500。所有这些型号可以被
安装在干或湿的集水池中，可探测如下地方的油
泄漏或溢出：
•

地面储油罐区

•

变压器集水池， 变电站或远程配电站

•

经过处理的污水排放监测

其它的一些有效的应用，包括下水道系统、废水
处理系统、油水分离系统、雨水排泄、冷却水槽、
沉降池以及锅炉冷凝槽等。

ID-223ซฑᄺ๕ጞ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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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223 技术规格
传感器规格
简述

漂浮式传感器，具备检测水（盐水）面液态碳氢化合物和其他有机溶剂泄漏的能力

工作范围
分辨率

0.3 mm (0.01in) 水（盐水）面上碳氢化合物厚度

测量范围

0.3 ～ 25 mm (0.01 ～ 1.0 in) 水（盐水）面上碳氢化合物厚度

水位变化范围

多种水位选择（请参阅物理规格）

水流速度

30 cm/sec (~11.8 in/sec) 如使用稳水器可达 60cm/sec

水温

0 ～ 70ºC (32 ～ 158ºF) 不结冰

环境温度

-10 ～ 80ºC (14 ～ 176ºF)

物理规格
ID-223/500

传感器型号

ID-223/2000

ID-223/2500

传感器漂浮范围

40 ～ 500 mm(1.6 ～ 19.7 in)

70 ～ 2,000 mm(2.8 ～ 78.7 in)

70 ～ 2,500 mm(2.8 ～ 98.4 in)

导轨笼直径

180 mm (7.1 in)

560 mm (22.1 in)

280 mm (11.0 in)

传感器直径

160 mm (6.3 in)

160 mm (6.3 in)

160 mm (6.3 in)

传感器材料

抗烃聚合物，316 不锈钢

电缆

传感器标配 10m 电缆，规格：3 x 18 AWG，蓝色 PVC

PS-220 控制器规格以及选项
规格
PS-220 描述

PS-220 控制器是一个装载在 NEMA 外壳中，连接标准 ID-223 的模拟信号处理器，同时为 ID223 供电

环境温度

-40 ～ 85ºC (-40 ～ 185ºF)

PS-220 与传感器的距离 可达 1200m，符合危险区域的限制要求
PS-220/RL/LI

基本的模拟信号处理器和供电包括如下部分：2 个独立报警继电器 1 个故障报警继电器，单
刀双掷，容量 4A（故障报警容量 3A）, 220VAC 或 30VDC, 常开 / 常闭 4 个指示灯，空气 / 油 /
水 / 故障，内置诊断功能

线缆连接规格：

传感器连接电缆和 4-20mA 连接电缆 最大 14AWG， 供电电缆以及继电器连接电缆 最大 12AWG

选项
外壳选项

/N4 NEMA 4X (IP-65): 300 x 190 x 120 mm (12.0 x 7.5 x 4.7 in) ( 标准外壳 );
/N7 NEMA 7: 278 x 259 x 166 mm (11.0 x 10.2 x 6.5 in);
/EExd EEx d（隔爆）: 302 x 233 x 154 mm(12.0 x 9.2 x 6.1 in)

供电

220 或 110 VAC (50-60 Hz) 或 9 ～ 36 VDC (@ 5 Watts); 太阳能供电可选

/420 4~20mA

/420 4~20mA 的电流信号输出，和油层厚度成比例，最大值 25mm

/420/BG

带棒状图（20 段）指示油层厚度，并含 4~20mA 电流信号输出

/CEN

带齐纳安全栅传感器可安装在危险区域

/AUD

带声音报警输出（可装入防侵蚀以及防爆外壳中）

/CEL

蜂窝式调制解调器用于无线传输状态以及报警信号

其他控制器
WSP-220

无线通讯器（更多细节请咨询工厂）

DSP-220

数字型信号处理器，可连接多个 ID-220 系列传感器（标准规格连接 8 个，最多可连接 40 个），
多种输出可选包括： 指示灯、继电器、4~20mA、RS-232、RS422（更多细节请咨询工厂）

传感器和控制器相关认证
ID-223 传感器

本安认证 - EEx ia IIC T4 Ga (Ta = -40 ºC to +70 ºC)

PS-220 危险区域外壳选项 防爆认证 : 北美－ NEMA7 Class I, Div.1, Groups B, C & D 欧洲－ EEx d IIC T6， IP66
系统整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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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在危险区域使用的认证； - EPA- 符合 EPA/530/UST-90-009，对于地下水监测系统 ；
- TÜV- 型式批准，依据 WHG（水资源法）§19h；
- 制造 ISO 9001 认证。

ID-225 油层厚度测量系统
* 油膜测量范围：1 ～ 200mm

◎ ID-225 产品描述
ID-225 的高频发生器垂直安装在一个专利设计的浮子
上，该浮子可以保证尽管在液位上下波动的情况下，发
射器仍可以精确地保持定位在液气界面上。竖直天线的
工作负载是和油层厚度成线性比例变化的，这样就可以
精确地测量油层厚度。当油层被撇除时，天线的工作负
载就会快速复原，所以该仪器可以很好的用在油层撇除
控制中。
信号处理器继电器输出可进行本地和远程报警，同时
也可以用于控制目的。为防止信号波动或噪音的影响，
设置继电器响应时间延迟确保了监测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在液位波动频繁和剧烈的条件下，建议使用稳水
器。仪器内置自诊断功能，可连续监视传感器的工作
状态。

◎ 应用
恢复控制
•

实时监测地下水井的油层厚度变化，从而能够采
取快速、有效的除油方法

•

实时监视恢复措施的效率

•

执行自动的启 / 停恢复控制
PS-220ൌૉۣତқٿ

撇油罐
在很多过程工业中，撇油罐常常用做收集废水中的残油，
ID-225 可以通过罐上的监视窗孔安装在罐内，实时监视
罐中油层厚度，这样就可以使得撇油操作自动启、停。
监视油水分离器
环保法规中规定，油水分离器必须加密封盖，ID-225
可以实时监测油水分离器中油层的积聚和厚度。
废水排放监测
通过将 ID-225 安装在生产区域附近的排废水口，可
以实时监视和控制碳氢化合物来自源头的泄漏，从而
可以有效的减少了废水处理的负荷和油品的流失。

ID-225ซࡦԩद๕᧱ጞ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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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225 技术规格
传感器规格
简述

漂浮式传感器，具备检测水（盐水）面液态碳氢化合物和其他有机溶剂的成膜厚度

工作范围
分辨率

1 mm (0.04 in) 水面碳氢化合物膜厚度

测量范围

ID-225/100 1 ～ 100 mm (0.04 ～ 4.0 in) 水面碳氢化合物膜厚度 （线性化测量）
ID-225/200 1 ～ 200 mm (0.04 ～ 8.0 in) 水面碳氢化合物膜厚度 （线性化测量）

水位变化范围

最小 30cm (12.0 in) (ID-225/200 最小 33 cm)， 最大 45 m（150 ft）

水流速度

~20 cm/sec (~8 in/sec) 使用稳水器

水温

0 ～ 70ºC (32 ～ 158ºF) 不结冰， 更高温度要求可选

物理规格
传感器材料

抗烃聚合物，316 不锈钢

规格尺寸

ID-225/100 直径：87 mm (3.4 in), 高度：150 mm (5.9 in)；适合 96 mm (4.0 in) 的稳水器
ID-225/200 Diameter: 87 mm (3.4 in), height 300 mm (11.8 in), fits into 96 mm (4.0 in) stilling well
ID-225/200 直径：87 mm (3.4 in), 高度：300 mm (11.8 in)；适合 96 mm (4.0 in) 的稳水器

电缆

传感器标配 10m 电缆，额外长度，请订购

PS-220 控制器规格以及选项
规格
PS-220 描述

PS-220 控制器是一个装载在 NEMA 外壳中，连接标准 ID-225 的模拟信号处理器，同时为 ID225 供电

环境温度

-40 ～ 85ºC (-40 ～ 185ºF)

PS-220 与传感器的距离 可达 1200m，符合危险区域的限制要求
PS-220/RL/LI
线缆连接规格

基本的模拟信号处理器和供电包括如下部分：2 个独立报警继电器 1 个故障报警继电器，单
刀双掷，容量 4A（故障报警容量 3A）, 220VAC 或 30VDC, 常开 / 常闭 4 个指示灯，空气 / 油 /
水 / 故障，内置诊断功能
传感器连接电缆和 4-20mA 连接电缆 最大 14AWG， 供电电缆以及继电器连接电缆 最大
12AWG

选项
外壳选项

/N4 NEMA 4X (IP-65): 300 x 190 x 120 mm (12.0 x 7.5 x 4.7 in) ( 标准外壳 );
/N7 NEMA 7: 278 x 259 x 166 mm (11.0 x 10.2 x 6.5 in);
/EExd EEx d（隔爆）: 302 x 233 x 154 mm(12.0 x 9.2 x 6.1 in)

供电

220 或 110 VAC (50-60 Hz) 或 9 ～ 36 VDC (@ 5 Watts); 太阳能供电可选

/420 4~20mA

/420 4~20mA 的电流信号输出，和油层厚度成比例，最大值 25mm

/420/BG

带棒状图（20 段）指示油层厚度，并含 4~20mA 电流信号输出

/CEN

带齐纳安全栅传感器可安装在危险区域

/AUD

带声音报警输出（可装入防侵蚀以及防爆外壳中）

/CEL

蜂窝式调制解调器用于无线传输状态以及报警信号

其他控制器
WSP-220

无线通讯器（更多细节请咨询工厂）

DSP-220

数字型信号处理器，可连接多个 ID-220 系列传感器（标准规格连接 8 个，最多可连接 40 个），
多种输出可选包括： 指示灯、继电器、4~20mA、RS-232、RS422（更多细节请咨询工厂）

传感器和控制器相关认证
ID-223 传感器

本安认证 - EEx ia IIC T4 Ga (Ta = -40 ºC to +70 ºC)

PS-220 危险区域外壳选项 防爆认证 : 北美－ NEMA7 Class I, Div.1, Groups B, C & D 欧洲－ EEx d IIC T6， IP66
系统整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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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在危险区域使用的认证； - EPA- 符合 EPA/530/UST-90-009，对于地下水监测系统 ；
- TÜV- 型式批准，依据 WHG（水资源法）§19h；
- 制造 ISO 9001 认证。

ID-227 水面溢油监测系统
* 油膜测量范围：0.3 ～ 20mm

◎ ID-227 产品描述

◎ 应用

ID-227 的高频发生器天线安装在一个专利设计的可上下波动的浮筒撑

ID-227 被设计用来安装在海上石油浮式转运

架上，该浮筒可以保证尽管在波浪和潮汐情况下，发射天线仍可以精

平台、码头等去探测浮油的出现，这些区域

确地保持定位在液气界面上。

在装载和排放过程中很有可能出现泄漏，造

ID-227 可以设定两个阶段的报警点：
•

低油位报警：探测到碳氢化合物层的出现。

•

高油位报警：探测到碳氢化合物层上升到预先设定的厚度。

成污染和油品损失。其它的一些应用，还包
括在近海钻探、浅海、湖泊、河流、开放的
河道及大型沉降池中，都可以实时监测浮油
的出现。

ID-227 能够准确地检测到最小 0.3 毫米厚度的水上油层，并且具有高
可靠性，重复性，无误报警的优良性能。同时 ID-227 也能够在线监
测油层厚度的连续变化，最大达 25mm。信号处理器的继电器输出
可进行本地和远程报警，同时也可以用于控制目的。为防止信号波
动或噪音的影响，设置继电器响应时间延迟确保了监测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仪器内置自诊断功能，可连续监视传感器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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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227 技术规格
传感器规格
简述
工作范围
测量范围
工作浪高
潮汐变化
水流速度
最小液面深度
海况
锚系设备
水温
环境温度
物理规格
传感器材料
骑浪浮筒材料
规格尺寸
电缆

漂浮式传感器，具备检测水面上碳氢化合物和其它有机溶剂的能力。有线模式采用电缆和控
制器（如 PS-220）相连接， 无线模式请参阅 ID-227WL 说明书
0.3 ～ 20 mm (0.01 ～ 0.79 in) 水（海水）面碳氢化合物膜厚度
最大 2 m (6.6 ft)
无限制，依据锚系
可达 4 节 (6.8 ft/sec)
30 cm (~12.0 in)
可适应极端海况，必须采用适当的锚系
由客户自行提供， 必须能使传感器在所有水况中自由骑浪
0 ～ 70ºC (32 ～ 158ºF) 不结冰
-10 ～ 80ºC (14 ～ 176ºF)
抗烃聚合物，316 不锈钢
I 抗烃聚合物，316 不锈钢
直径 900 mm (35.4 in)，高度 300 mm (11.8 in)，重量 10 kg (22.0 lb)
传感器标配 20 m (65.6 ft)，与传感器相连的前 10m 为可漂浮电缆

PS-220 控制器规格以及选项
规格
PS-220 控制器是一个装载在 NEMA 外壳中，连接标准 ID-227 的模拟信号处理器，同时为 ID227 供电
环境温度
-40 ～ 85ºC (-40 ～ 185ºF)
PS-220 与传感器的距离 可达 1200m，符合危险区域的限制要求
基本的模拟信号处理器和供电包括如下部分：2 个独立报警继电器 1 个故障报警继电器，单
PS-220/RL/LI
刀双掷，容量 4A（故障报警容量 3A）, 220VAC 或 30VDC, 常开 / 常闭 4 个指示灯，空气 / 油 /
水 / 故障，内置诊断功能
传感器连接电缆和 4-20mA 连接电缆 最大 14AWG， 供电电缆以及继电器连接电缆 最大
线缆连接规格：
12AWG
选项
/N4 NEMA 4X (IP-65): 300 x 190 x 120 mm (12.0 x 7.5 x 4.7 in) ( 标准外壳 );
外壳选项
/N7 NEMA 7: 278 x 259 x 166 mm (11.0 x 10.2 x 6.5 in);
/EExd EEx d（隔爆）: 302 x 233 x 154 mm(12.0 x 9.2 x 6.1 in)
供电
220 或 110 VAC (50-60 Hz) 或 9 ～ 36 VDC (@ 5 Watts); 太阳能供电可选
/420 4~20mA
/420 4~20mA 的电流信号输出，和油层厚度成比例，最大值 25mm
/420/BG
带棒状图（20 段）指示油层厚度，并含 4~20mA 电流信号输出
/CEN
带齐纳安全栅传感器可安装在危险区域
/AUD
带声音报警输出（可装入防侵蚀以及防爆外壳中）
/CEL
蜂窝式调制解调器用于无线传输状态以及报警信号
PS-220 描述

其他控制器
WSP-220
DSP-220

无线通讯器（更多细节请咨询工厂）
数字型信号处理器，可连接多个 ID-220 系列传感器（标准规格连接 8 个，最多可连接 40 个），
多种输出可选包括： 指示灯、继电器、4~20mA、RS-232、RS422（更多细节请咨询工厂）

传感器和控制器相关认证
ID-223 传感器
本安认证 - EEx ia IIC T4 Ga (Ta = -40 ºC to +70 ºC)
PS-220 危险区域外壳选项 防爆认证 : 北美－ NEMA7 Class I, Div.1, Groups B, C & D 欧洲－ EEx d IIC T6， IP66
- 获得在危险区域使用的认证； - EPA- 符合 EPA/530/UST-90-009，对于地下水监测系统 ；
系统整体性能
- TÜV- 型式批准，依据 WHG（水资源法）§19h；
- 制造 ISO 9001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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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227WL/GSM 离岸水面溢油监测系统
* 油膜测量范围：0.3 ～ 20mm

◎ 应用

•

一个数字型控制器带显示以及输入按盘

ID-227WL/GSM 离岸水面溢油监测系统为采用无线信号传输的漂浮式

•

多种输出可选

传感器，可监测水（海水）面碳氢化合物泄漏以及堆积程度，其被

•

一个供电单元

设计用来安装在海上石油浮式转运平台、码头等去探测浮油的出现，
这些区域在装载和排放过程中很有可能出现泄漏，造成污染和油品
损失。其它的一些应用，还包括在近海钻探、浅海、湖泊、河流、

骑浪式浮筒组合的设计可以保证尽管在波浪
和潮汐情况下，探测天线仍可以精确地保持
定位在液 / 气界面上。

开放的河道及大型沉降池中，都可以实时监测浮油的出现。

◎ ID-227WL/GSM 产品描述

ID-227WL/GSM 能够准确地检测到水面上最
小 0.3 毫米厚度的油膜，同时能够在线监测

系统由一个安装在骑浪浮筒上的无线探测单元以及一个无线信号接

油层厚度的连续堆积， 最大达 20mm，并且

收单元构成无线探测单元包括：

具有高可靠性，高重复精度，无误报警，连

•

一个骑浪浮筒组合

续监测等优良性能。

•

一个油膜监测传感器

当到达一个报警设定点则发送一个报警信

•

一个数字型低功率控制器

息；当到达一个预先设定的时间间隔，则发

•

一个 GSM 蜂窝式调制解调器以及全方向天线

送出一个状态信息，这样就保证了对油层厚

•

一个太阳能电池组以及充电器

度的实时监测。仪器内置自诊断功能，可连

•

一个传感器自动清洗装置

续监视传感器的工作状态。

无线信号接收单元包括
•

一个 GSM 蜂窝式调制解调器以及全方向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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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227WL/GSM 技术规格
传感器规格
工作范围
测量范围

0.3 ～ 20 mm (0.01 ～ 0.79 in) 水（海水）面碳氢化合物膜厚度

工作浪高

最大 2 m (6.6 ft)

潮汐变化

无限制，依据锚系

水流速度

可达 4 节 (6.8 ft/sec)

最小液面深度

30 cm (~12.0 in)

海况

可适应极端海况，必须采用适当的锚系

锚系设备

由客户自行提供， 必须能使传感器在所有水况中自由骑浪

水温

0 ～ 50ºC (32 ～ 158ºF) 不结冰

环境温度

-10 ～ 80ºC (14 ～ 176ºF)

材料以及规格尺寸
传感器以及骑浪浮筒组 抗烃聚合物，316 不锈钢
骑浪浮筒组直径

1,100 mm (3.7 ft)， 高度 700 mm (2.3 ft)， 重量 3 5 kg (77 lb)

电气参数

内部电源 12VDC/18W 太阳能板，12V/7AH 密封铅酸可充电池，以及一个充电器
在有太阳光时可连续正常供电（3 小时太阳光照射则可保证全天的供电量）在无太阳光线的
情况下，可正常工作 5 天

骑浪安装的控制器说明
描述

可编程性
GSM 蜂窝调制解调器
传感器自动清洗装置

一个模拟信号处理器将传感器信号过滤后传输给一个数字控制器。该数字控制器将判断信号
是否需要进行无线传输。传感器信号将与程序中的设定的校准值进行比对。系统一般将采用
SMS 短信的方式将状态信息发送给客户，数字型控制器同时还具备低功耗模式即客户可设定
的硬件睡眠管理方案：传感器每 1-4 分钟激活一次（客户可设定），其余时间系统将进入睡
眠模式。
可通过一部手机或带 GE GSM-Shell 软件和 GSM 解调器的计算机完成全部参数远程设定以及校
验，也可通过直接连接计算机的方式
装备 4 频段蜂窝调制解调器和全方向天线，可对多部手机或装备 GSM 解调器的计算机发送
以及接收 SMS 短信。由客户提供 SIM 卡。
由数字型控制器所控制的自动机电清洗单元可每小时进行短期工作，它能使传感器天线组避
免生物附着，降低维护量同时保持传感器的灵敏度。

GSM 接收器
GSM 蜂窝调制解调器
数字型处理器

装备 4 频段蜂窝调制解调器和全方向天线，可接收多个远程设备 SMS 短信。短信一般包括：
时间标记，传感器地址、状态、信号值，估计的油膜厚度和电池电压。由客户提供 SIM 卡。
连接 GSM 解调器的并处理接受到的短信息，在前面板的 LCD 屏幕和指示灯上显示系统状态
信息

继电器输出选项

五个干式继电器 230VAC / 24VDC @ 1A，每个传感器对应有状态继电器输出

4-20mA 输出

每个传感器对应有一路 4-20mA 输出指示油膜厚度

可编程性

接收器可由安装了 GE GSM-Shell 软件的计算机进行设定和编程。GSM-Shell 软件可显示和询
问远程监测系统状态以及设定和校准

传感器和控制器相关认证
系统整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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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227WL 传感器 本安认证 - EEx ia IIC T4 Ga (Ta = -40 ºC to +70 ºC)；
EPA- 符合 EPA/530/UST-90-009，对于地下水监测系统 ；
TÜV- 型式批准，依据 WHG（水资源法）§19h：EPA 已测试；制造 ISO 9001 认证。

DSP-220 数字型控制器

◎ 系统输出包括：
•

可选继电器 - 每个继电器可定义给某个
或某几个传感器，当达到或超过某个预
定点或状态时，继电器动作

•

可选 4-20mA 输出通道 - 每个模拟输出
通道可以定义给某个传感器，进行连续
模拟电流输出

•

数字通讯通道及时与相连的计算机进行
数据传输

•

可选数据记录功能用于数据传输不能连
续进行的场合

◎ DSP-220 设置
BDSP-220 是一个可以独立支持最多 8 只传
感器同时工作的基本型数字信号处理器。在
传感器远离控制室或需要支持超过 8 只传
感器时，可以使用扩展设置功能。扩展设
置功能基于 CDSP-220 控制器，可支持四个
FEDSP-220 远程单元。最多可以连接 40 只传
感器。

DSP-220ழۣ߱ତқٿ

通 过 DSP SHELL 计 算 机 软 件 或 直 接 通 过
BDSP-220 或 CDSP-220 键 盘 和 显 示 屏 进
行 校 准 和 组 态。DSPPSHELL 在 Windows®
95/98 系统下工作。通过串口与 BDSP-220 或
CDSP-220 直接通讯。FEDSP-220 远程单元可
以通过 CDSP-220 接入计算机。

ID-223ซฑᄺ๕ጞ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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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P-220 技术指标
BDSP-220 基本型数字信号处理器
支持传感器数量

8 个 ID-220 传感器

分辨率

0.1%

状态灯

水，油，高油，空气，电源，失效

串口

RS-232 全双工或 RS-422 半双工

波特率

300 到 9600

键盘

16 键，密封

LCD 显示

四行，背光

自诊断

用于传感器和系统测试

处理器

Intel 80C196 16 位微处理器

内存

非易失存储器，用于设置和校准信息存储

时间 / 日期

软件时钟和日期

密封

NEMA4x (IP-65): 375 x 250 x 170 mm EEx d IIB T6: 430 x 338 x 335 mm NEMA7: 可选

环境温度

-40℃ ~ 85℃

湿度

5~95% 非结露

电源

110 VAC, 220 VAC24 VDC 或 12 VDC

功耗

10 W

到 ID-220 最长距离

1200m，符合危险区域应用要求

CDSP-220 数字信号处理器控制器
指标与 BDSP-220 相同，通讯端口支持最多四个 FEDSP-220 扩展单元，因此可以监测最多 40
个 ID-220 传感器。

FEDSP-220 远程数字信号处理单元
指标与 BDSP-220 相同，但没有键盘，显示屏和状态灯。CDSP-220 和 FEDSP-220 单元间距离
最远 1200 米

主板选项
两个继电器

SPDT/240 VAC/3A。每个继电器可设定给某个传感器或一组传感器。

4-20 mA

4-20 mA 输出电流源，可以设定给任传感器。

数据记录

监测数据记录到非易失内存中。可通过计算机读取

附件板选项
最多 32 个继电器
最多 8 路 4-20 mA 输出
附加串口：RS-232 或 RS-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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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C-220 数字型控制器

此内部操作软件使用了“睡眠”模式算法：
传感器使用短时间通电采样，系统做出判断
后立即关闭通道。每个传感器采样通电时间
长短可由用户自行编程。通过合适的选择以
及编程，单个电池供电可达 12 个月的时间。
•

所有 SLC-220 可通过本地或远程设置更改：

•

现场 LCD 显示屏设定或通过 RS-232 连
接到 PC，使用 SLC-Shell 软件设定。

•

通过 Modbus 连接到控制室进行设定。

•

如果装备了 GSM 模块（SIM 卡由客户提
供），可通过移动电话进行设定。

◎ 应用

用户也可远程检查设备状态和校准。

典型的 SLC-220 和 Leakwise id-220 系列传感器
应用在油罐区油溢出 / 泄漏监控，排放池，从污水处理厂排出的污水，

◎ 通讯选项

各类液态碳氢化合物管道泵站，集水井，水电站和火力发电厂，变

GSM 解调器和接收器

电站，地下水监测，地下水修补站，防止土壤污染，离岸设备以及

当使用 GSM 解调器，SLC-220 可在许多偏远

终端，海水净化厂，监控海洋污染。

位置通过人们易懂的短信 SMS 方式进行监测
报告，可同时支持对 6 部不同的移动电话发

◎ 特点

布报告。也可以使用机器编码连接 2 个远程

•

低功耗，有线或无线连接到客户的主控制系统；

解调器发送报告到 SCADA 系统或者直接将信

•

GSM 或 PTP（点对点）的无线通信可提供状态以及报警信息，

号发送给 SLR-220 GSM 接收器。

同时 Leakwise GSM 或 PTP 接收器可通过 Modbus 连接器与客户
主控制系统连接；
•

低成本 GSM 无线操作与即时通讯，当使用智能 Leakwise 接收模
块通信时（SLC-220）。大多数的通信是通过一个免费的“拨号 挂断”指令；

•

多个控制器可通过普通的 RS-485 电缆连接，可使四十个传感器
实现集中控制。可接入 SCADA 系统或 SLC-220 接收器模块收集
数据；

•

内置自诊断功能，针对传感器和 SLC-220 控制器本体；

•

用户可自行下载 / 升级固件更新软件。

SLR-220 接收器将连接的多个 SLC 控制器信
号进行处理，通过 Modbus 或干接点报告给
中央控制室的 SCADA 系统。可通过接收器设
定所有远程传感器，同时及时报告远程传感
器状态。这些状态信息通常包括：时间、传
感器地址、监测状态、传感器信号有效值、
估算的油层厚度、供电电池电压（如果相关
联）、使用“拨号 - 挂断”的操作方式运行
成本非常的低廉。
点对点无线通讯（PTP）

◎ 操作

SLC-220 可与 PTP 无线电发射机对接或代替

SLC-220 针对陆上以及离岸无固定可用电源场所进行低功耗设计。因

GSM 调制解调器。每个国家有都有多种频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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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发射 - 接受范围可达 10 公里。其他参数请咨询工厂。

和故障状态；可以设定为自动防故障装置。
•

4-20 mA 输出：1 路的电流输出指示油膜的增厚或减少。

◎ 基本配置

一般情况下设置水中为 4.5 毫安；18 mA 表示油层增加

SLC-220 采用基本配置单元，可增加多种功能选项。

到最大，在空气中 20 毫安和 4 毫安时为故障状态。

SLC-220 基本配置 SLC-220 / N4 /com/MULTI 包括：
•

RS-232 端口，可与 PC 电脑连接，通过 SLC-Shell 软
件进行设定。软件随控制器提供

•

RS-485 端口，可接入客户控制系统（如 SCADA），
可通过 Modbus 进行设置

•

支持连接多达四只 ID-220 系列传感器

•

外壳：NEMA 4X（IP65）

•

前面板：包含 RS-232 安装连接器

SLC-220/LCD/TP
3.2 寸带背光的彩色 LCD 触摸屏。便于直观的查看，设置
和校准。
SLC-220/HH-LCD-TP
带 3.2 寸触摸屏的便携式附件。带背光彩色 LCD 触摸屏。
它可以通过对前面板的 RS-232 接口连接到控制器。可方
便设定多个基本配置的控制器，并降低成本。
SLC-220/GSM

◎ 配置选项

GSM 4 频段蜂窝调制解调器和全方向天线可无线传输

SLC-220/N4/COM/MULTI 是基本配置，另有五个提高的配置

信号以及进行设置。发送 / 接收信号指令到移动电话和

SLC-220/N4/RL/LI/420/COM

SLR-220 GSM 接收器。

空气、油、高油、水、和故障的前面板对应状态指示灯。

SLC-220/PT RADIO（点对点无线通讯）

多达 4 个独立的输出主板，每个主板包括：
•

五个干式继电器：每个单独的 SPDT（单刀双掷）继
电器（N0 和 NC 触点），对应空气、油、高油、水、

PTP 无线发射器：多种频率可供选择，全方向天线可使信
号安全的传输到 SLR-220 PTP 接收器。

◎ SLC-220 技术规格
SLC-220 控制器
传感器连接

单个控制器可支持多达 4 只 ID-220 系列传感器。多个控制器可以互相联接共同组成一个大型
的多传感器网络。

测量分辨率

传感器当前信号的 0.1%

状态指示灯

水，油，高油，空气，故障，通电 6 个状态指示灯 [ 所有 4 个传感器可共用这 6 个灯表示状态 ]

通讯接口

输出

端口设置

21

1×RS-232 端口用于设定和校准（连接计算机或便携式 LCD 显示器）
1×RS-232 端口用于 GSM 或 PTP 无线调制解调器
1×RS-485 半 / 全双工端口通过 Modbus 通信协议连接 SCADA 等网络
1×RS-485 半 / 全双工端口在不同的 SLC-220 控制器之间进行互连
每个传感器对应的输出板包括：
• 5 个干接点继电器：独立的单刀双掷继电器（N0 和 NC，额定 6A，250VAC 或者 30 伏直流电）
对应水、油、高油、空气和故障状态指示。可用于故障安全模式。
• 单路 4-20mA 输出：电流值指示测量的当前油膜厚度以及趋势，用户可选择 0-20mA、4-20
毫安、0 ～ 24 毫安或 0-5V 输出量程。
单个 SLC-220 可安装 4 个输出板。
所有的 RS-232 ／ RS-485 端口：57600bps,，8 位的数据位，无奇偶校验，1 位停止位。只
有解调器 RS-232 端口使用流量控制。

规格尺寸

IP-65/NEMA4X:398x297x191mm(15.67x11.69x7.52in);EExd,NEMA7**

显示

显示选项：
• 前面板上安装固定显示器：3.2 寸，彩色液晶显示屏（LCD）分辨率 320×240 像素，带有
背光源及触摸屏。
• 便携式显示单元参数标准如上。在多个控制器集中运用场合可大幅降低成本。

测试

内置传感器测试和系统诊断测试

存储

内置 Flash 闪存存储器

时间 / 日期

通过软件对时钟和日期进行设置

外壳选项

温度

湿度

NEMA4X 或 IP65（非危险区域）
GDEexIIB 防爆 II 级（ATEX 和 IECEx）
NEMA7（防爆）
环境温度范围：
控制器以 9-36vdc 工作电压供电时：
-40℃至 +85℃（摄氏度）
控制器以 100-240VAC 工作电压供电时： -20℃至 +70℃（摄氏度）
控制器安装固定显示屏：
-20℃至 +70℃（摄氏度）
控制器安装 GSM/PTP 无线调制解调器： -20℃至 +55℃（摄氏度）
5 至 95%，非冷

110/220VAC 电源或 12/24VDC 或太阳能电池板和 12VDC 电池
供电
注意：必须使用线路供电：如安装内部备用电池组，电池组不允许被安装在控制器防火 / 防爆
的外壳中。
在输出板或 LCD 不使用时，将进入低功耗模式。
• 每个传感器消耗 1mW-120mW 最大（取决于用户的采样设置）；[4 个传感器 =0.48w 最大 ]。
当不采样时传感器将被关闭。
功率消耗
• LCD 液晶显示器的最大消耗 0.6W，背光可关闭。
• 每个输出板最大消耗 2.6W[4 个输出板 =10.4w 最大 ]。
总计：最大 11.5w，不包括一个 GSM/PTP 无线调制解调器，不使用时它可以被关闭。GSM/
广播模式时请咨询工厂。
SLC-220 和 ID-220 系列传感器之间最大距离：可达 1200 米（4000 英尺），在危险区域使用时，
有线安装距离
（传感器与控制器之间） 应使用齐纳安全栅。
4 频段蜂窝调制解调器和全方向天线可无线传输信号以及进行设置，可同时支持对 6 部不
同的移动电话和 2 台计算机：SLR-220 以及额外的客户自身系统（如数据记录仪）进行信
GSM 选项
接口模块
号指令等传输 / 接收。在 SLC-220 中，GSM 调制解调器以节电方式工作。用户需要为每个
GSM 调制解调器提供 SIM 卡。
电源（12V 或 24VDC）接口和 2 个数字输出（Sink and Open-Drain/Pull-up 漏型和漏级开路
PTP 无线选项
/ 推挽）用于控制无线电的数字和模拟输入信号。如果没有 GSM 调制解调器连接，其串行
接口模块
端口可用于点对点无线调制解调器通信。**
4 个传感器可以连接到一台 SLC220，多个 SLC220 之间通过 RS485 互联，可以连接多达 40
多传感器网络
台 ID220 系列传感器。最末端的控制器通过 RS485 使整网络统一接入 SCADA 系统或 SLR220 接收器。
• 可为外部客户设备提供电源（1.0A/12VDC 或 0.5A/24VDC）
• 2 路 4-20mA( 或 0-5V) 输入，用于接入外部客户测量设备，如压力、温度、液位传感器等信号。
附加的输入 / 输出选项 • 5 路 3.3V 模拟输入
**
• 1 路可达 15V 的模拟输入
现场连接用户的非
• 中断输入（立即响应）
Leakwise 设备
• 所有的输入都有过电压保护
• 所有输入可以具有选择性的功能
• 可选 HART 协议端口 **
附加特性
• 所有的报警继电器设置响应时间可调
• 夏季 / 冬季预设定，以补偿传感器周围的冰带来的干扰
SLR-220 可将有线和无线的 SLC-220 控制器连接到最终用户的控制系统：
• 控制室接口：RS-485 端口使用 Modbus 协议
SLR-220 接收器
• Leakwise 系统网络：RS-485 或 GSM/PTP 无线调制解调器
SLR-220 可以提供本地报警继电器和 4-20mA 输出，并可以包括一个显示器。
最终的配置可以有共同或单独的报警。**
* 商标属于通用电气公司。可能被一个或多个国家注册
** 更多信息请联系 GE 分析仪器部门
请注意：规格可能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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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案例
◎ 石油石化

23

ID-225 带稳水器被安装在 API 分离器中

ID-221 被安装在 API 分离器的泄放池中

ID-223/2500 安装在炼厂排放池

ID-223/500 监测油 / 水分离器的排放

ID-223/2000 在石油精炼厂大罐附近集水池中 荷兰鹿特丹港 / 莱茵河 输油管线

ID-223 被安装在防堤污水坑中

ID-223/500 在石油精炼厂大罐附近集水池中

ID-223/500 被安装在油水分离器集水井排放口附近

储油罐区地下水油泄漏监测

鹿特丹港市马斯夫拉克特油码头

◎ 电力

ID-221 安装在水电站集水深井中

ID-223/2000 澳大利亚安装在利德尔电站

ID-223/500 安装在因弗内斯电厂

变电站油泄漏监测

◎ 水资源

美国环保署使用的 ID-227/WL/GSM

ID-227 监测离岸单浮筒终端装卸输油管线 ID-227 安装在北海油码头附近

ID-221 传感器和稳水器被安装在冷凝罐中
ID-223/500 监测飞机发动机测试厂雨水排放管道

ID-221 安装在地下水添补井中

ID-227/WL/GSM 安装在美国三藩市恶魔岛附近 ID-223/500 安装在造纸厂污水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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