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gnet 2350温度传感器具有一次性注塑PVDF主体，非常适合用于高纯度应用。
它在腐蚀性液体中比金属传感器耐用，并且无需昂贵的定制热电偶套管。
这些传感器提供数字（S³L）或现场可扩展的4至20 mA输出。双螺纹端（3/4英寸
NPT）可实现浸没式安装，或通过导管连接进行在线安装。一体式安装件（单独销
售）可配合9900变送器实现一体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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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书

压力/温度曲线

109 mm
 (4.27 in.)

82 mm
(3.22 in.) ¾ in. NPT 

30 mm
(1.18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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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ignet 2350温度传感器

1.  在安装或拆卸之前:
•   对系统进行减压和排空
•   排放低于传感器水平

2.  在使用前确保化学兼容性。
3.  不要超过最高温度/压力规格。
4.  在安装/维修过程中佩戴安全护目镜或面罩。
5.  不要改变产品结构。
6.  正确的处置，不要焚烧！

一般规格
兼容性 .........................................Signet 8900多参数控制器

Signet 9900变送器
9950双通道变送器

接液材质 .....................................PVDF

测量范围
在线式安装 .................................-10 °C 至 100 °C (14 °F 至 212 °F)
浸没式安装 .................................-10 °C 至 85 °C (14 °F 至 185 °F)
响应时间, τ ................................10 秒
过程连接 .....................................3/4英寸NPT外螺纹
后部连接 .....................................3/4英寸NPT外螺纹
电缆规格规格 .............................三芯带屏蔽， 22 AWG
标准线缆长度 .............................4.6 m (15 ft)
运输重量 .....................................0.22 kg (0.5 lb)

电气
电源需求
  (S3L) 输出模式 .......................5 VDC ±10%, <1.5 mA
  4至20 mA 输出模式 ............12-24VDC，±10%
短路和反极性保护
数字（S³L）输出 ......................串行ASCII，TTL电平9600 bps
  精度 .........................................±0.5 °C (±0.9 °F)
  重复性 .....................................±0.1 °C (±0.2 °F)
  分辨率  ....................................0.01 °C (0.02 °F)
  更新率 .....................................<100 ms
4至20 mA 输出
  精度 .........................................±32 µA
  重复精度 .................................±0.1 °C (±0.2 °F)
  分辨率 .....................................<5 µA
  出厂量程 .................................0 °C to 100 °C, 现场可更改.
  最大回路阻抗 ........................50 Ω @ 12 V

325 Ω @ 18 V
600 Ω @ 24 V

  更新率 .....................................<100 ms

环境
  相对湿度 .................................0 至95% (无冷凝)
  储存温度 .................................-55 °C 至 100 °C (-67 °F 至 212 °F)

标准和认证
  CE
  符合RoHS标准
  按照ISO 9001质量体系，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和OHSAS
  18001职业健康与安全标准制造。
  中国RoHS（详情请登录www.gfsignet.com）
   符合FCC第15部分的符合性声明。 

该设备符合FCC规则的第15部分。
操作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 本设备不会造成有害干扰
(2)  此设备必须接受任何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作的

干扰。

小心/警告/危险
指示潜在危险。未能遵守警告信息会导致设备损坏，人员
受伤或死亡。

静电释放（ESD）/触电危险
警告用户可能存在因ESD而损坏产品的风险，或者因触电
导致人员伤亡的风险。

个人防护设备（PPE）
在Signet产品的安装和维护过程中始终使用最合适的
PPE。

压力系统警告
传感器可能处于压力下，在安装或拆卸之前要注意对系统
排气。 否则可能导致设备损坏或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只能用手拧紧
过度拧紧可能会永久损坏产品螺纹并导致固定螺母失效。

请勿使用工具
使用工具可能会损坏产品而无法修复，并可能导致产品质
保失效。

请向您当地的Georg Fischer销售办事处索取最新的质保声明。

所有退回的质保和非质保维修必须包含完整的服务表格，并且
货物必须被退回当地的GF销售办事处或分销商。无服务表格的
退回产品无法得到质保更换或维修。

货架寿命有限的Signet产品（例如pH，ORP，余氯电极；校准
溶液，例如pH缓冲液，浊度标准溶液或其他溶液）在包装箱内
享有质保，但由于工艺或应用故障（例如高温，化学中毒，干
燥）或不当处理（例如破碎的玻璃，损坏的膜，冷冻和/或极端
温度）导致的损坏则没有质保。

感谢您购买Georg Fischer测量产品的Signet产品线。

如果您想注册您的产品，您现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在线注
册：
•  访问我们的网站www.gfsignet.com。 在Service and 

Support下，单击Product Registration Form。

•  如果这是pdf手册（数字拷贝），请点击这里

质保信息

产品注册

安全信息

产品规格

https://www.gfps.com/country_CN/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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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可按照以下方式进行组装：

2350-1一体式安装

•  按照图1调整3-2350-1的安装位置。
•  检查确保连接螺纹无任何损坏，然后按照图2在传感器螺纹处涂

抹密封剂或缠绕PTFE生胶带。 如果传感器螺纹损坏请勿安装。
•  将传感器通过螺纹连接到3-8052安装件上。
•   用手旋紧传感器1½圈使之牢固的连接到过程连接中。
•  确保传感器上的流向指示在管道上处于正确的位置。如果传感器

尖端安装不当，会对传感器尖端造成损害。
•  安装9900变送器

(接线信息请参阅9900手册)
•  3-8052 一体式安装套件包括：

•  ¾英寸NPT过程连接
•  3-9000.392-1密封电缆接头，½英寸NPT

152 mm
(6 in.)

2350-3在线式安装

可选3-8052-1整体接线盒，带¾英寸过程连接。其提供了一个方
便的接线端子，可将2350电缆延伸超过4.6米（15英尺）的距离。
•  此套件包括：

•  ¾英寸NPT过程连接
•  安装底座和带接线端子的盖子。
•  3-9000.392-1密封电缆接头，½英寸NPT

延长电线长度超过4.6米（15英尺）： 
•  按照图1调整3-2350-1或3-2350-3的安装位置。
•  将三根导线接到盖子上的接线端子上
•  客户自备电线以延长电缆。
•  最终连接到变送器或4至20 mA输入设备。
•  在检查螺纹以确保完整性后，按图3所示，将密封剂或PTFE胶带

涂在过程连接螺纹上。
如果传感器器螺纹损坏请勿安装。

•  用手旋紧传感器1½圈使之牢固的连接在过程连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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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0-1或2350-3浸没式安装

•  使用带有4.6米（15英尺）电缆的2350-1或2350-3传感器。
•  使用螺纹密封剂将传感器安装到延长管或防水导管上。
•  在延伸部分的顶部使用电缆密封套，以防止潮气进入/积聚在管

道内。
•  为了防止传感器后密封区域可能积聚冷凝物，请用柔韧的密封剂

（如硅树脂）填充导管或延长管的下部75 mm至100 mm
（3 in。至4 in。）。

注意：
8050-1或8052-1接线盒
可以作为此安装选项的有用部件。

警告！
浸没式安装中的流体温度不得超过85°C（18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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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所示，2350的输出电缆直接接入回路设备。

数字（S³L）接线

•  当使用5 VDC供电时，2350的所有型号都提供数字（S³L）
输出。

•  将屏蔽线直接接地可以减少电气噪声干扰。
•  数字（S³L）电缆线的最大长度取决于传感器所连接的仪

表。详情请参阅仪表操作说明书。
•  将2350电缆直接连接到数字（S³L）I / O端子。

•  2350包含接线盒时，请将
2350端子连接到任何数字
(S³L) I / O端口，如图所示。

•  如果2350带接线盒，请按照上图接线方式接线。

4至20�mA回路接线
•  使用12-24VDC供电时，2350-3可提供4-20mA回路输出。
•  将屏蔽线直接接地可以减少电气噪声干扰。
•  不使用红线，请勿拆掉热缩管。参见第5页，4-20mA量程调节。

回路输出无接线盒 回路输出带接线盒

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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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到20mA的设定值相互独立，可以现场调整。比如将20mA端点值从工厂设置的最大满刻度降低，同时让4mA端点保持在 0摄氏
度。请按照下面列出的步骤执行调整。

注意：正常操作4 - 20mA时，未连接的红线在以下操作中起着重要作用。

调整4mA端点：
•  小心地取下保护红线的热缩管。
•  将传感器暴露在与4mA相对应的温度环境下，范围-10°C - 100°C（浸没式：-10°C - 85°C）。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让传感器稳定在此温度下）。
•  如第4页所述接入电源，将红线与白线连接15秒。

(大约10秒后，输出将下降到3.6 mA，并一直保持到红线断开为止。)
•  将红线与白线断开; 4mA端点值已经调整完成。
注意�:�如果将4和20 mA端点设置得非常接近相同的值，则输出将如开关般动作。

调整20mA端点：
•  将传感器暴露在与20mA相对应的温度环境下，范围-10°C - 100°C（浸没式：-10°C - 85°C）。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让传感器稳定在此温度下）。
•  如第4页所述接入电源，将红线与黑线连接15秒。

(大约10秒后，输出将上升到22毫安，一直保持到红线断开为止。)
•  断开红线与黑线; 20mA端点已经调整完成。
注意�:�如果将4和20 mA端点设置得非常接近相同的值，则输出将如开关般动作。
•  最小量程是最大测量范围的±2%。
•  在调整4到20mA跨度后，装回提供的电线盖帽以保护红线。
•  使用Signet 0252配置工具组态更方便。

恢复出厂设置：
•  断开传感器的电源。等待10秒，让电路放电。
•  将红线与白线连接。
•  按照第4页说明接入电源，用红线连接白线15秒。

(大约10秒后，输出将下降到3.6 mA，并一直保持到红线断开为止。)
•  将红线与白线断开;工厂设置已恢复。
•  装回红线上的盖帽。

制造商部件号� 工厂量程
3-2350-3  4至20 mA= 0 °C 至 100 °C 

4至20�mA量程调整

注意!
如果没有保护红色线可能会引起4-20mA量程被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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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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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制造商部件号 订货代码 描述
3-2350-1 159 000 021 温度传感器，（S³L）输出，3/4 in NPT，4.6 m (15 ft) 电缆

3-2350-3 159 000 920 温度传感器，4-20mA 输出，3/4 in NPT，4.6 m（15 ft）电缆

配件
制造商部件号 订货代码 描述
3-8050-1 159 000 753 通用安装接线盒

3-8052 159 000 188 ¾英寸整体安装套件

3-8052-1 159 000 755 ¾英寸NPT安装接线盒

3-9000.392-1 159 000 839 密封电缆接头套件（NPT）（1件）

3-9000.392-2 159 000 841 密封电缆接头套件，PG13.5（1个）

3-9900.396 159 001 701 角度调整适配器套件

5523-0322 159 000 761 电缆，3芯带屏蔽，22 AWG，黑色/红色/白色/屏蔽

3-0252 159 001 808 配置工具

联系工厂 订制电缆长度

乔治费歇尔�•�中国
上海�021�3899�3899�� 北京�010�5682�1599�� 深圳�0755�8228�0172/73�� 成都�028�8608�8556�� 西安�029�8819�0100
www.gf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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