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用型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气体传感器 
Model PI-700

描述
 
Detcon PI-700 是一款非侵入式“智能”传感器，利用光离子检测仪 
技术对介于 0-10 ppm 至 0-5000 ppm 之间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气体
进行监控。在设计 PI-700 传感器时，Detcon 成功地将实验室内灵敏
的 PID 技术转变 为坚固、不受环境影响且使用寿命长的工业气体传感
器。这款现场即 可更换的插入式检测仪采用抗腐蚀超大型镀金连接设
计。PI-700 结 构稳固，采用电解抛光 316 不锈钢外壳，对电子元件进
行全面封装， 并提供双层浪涌保护。这种创新型设计消除了传感器因
渗水、腐蚀、 震动和瞬时峰值发生故障的几率。PI-700 的一个主要特
点为采用嵌 入式直观软件，这种软件利用内置型字母/数字显示屏指导
用户进行 例行校准、配置和故障诊断，简化了操作界面。PI-700 配备
标准模拟 4-20mA 输出和 Modbus™ RS-485 输出。该型号的另一个特
点为提 供无线选配产品，该产品可与 Detcon 的 SmartWireless® 产品
系列 结合使用。其他集成选配件包括远程报警模块 (RAM)和HART。
Detcon 的 PID 传感器保质期长，且有业界领先的保修 服务作为保障。 

 · 医药行业
 · 发电厂 
 · 化学行业 
 · 空气质量检测 
 · 炼华厂和石化厂 
 · 溶剂回收系统 
 · 废水处理厂 
 · 海洋领域和海上油井 
 · 纸浆和造纸行业 
 · 喷涂和涂层作业

滚动显示所有信息/文字

光离子检测仪 (PID) 
（有不锈钢接线盒时的部件编号为 967-P14520-010 ）

防故障易用界面 
 · LED 显示屏（带有防刺眼盖） 
 · 全文本显示 
 · 非侵入式界面 
 · 自动归零/自动量程设置 

 · 先占式故障诊断   

环境防护功能 
 · 电解抛光 316 不锈钢材质 
 · 电路 100% 环氧树脂涂层 
 · 防弹型 I/O 保护 
 · 防水，防腐蚀，防震

模块化，可维护 
 · 模块化设计 
 · 即插即用组件 
 · 快速螺纹松脱（针对传感器更换） 
 · 内置校准端口

应用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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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型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气体传感器 
Model PI-700

系统规格 

传感器类型 
持续扩散/吸收 
光离子检测仪 (PID)
 插入式可更换智能型（配有替换用灯）

 传感器使用寿命 
通常 2 年 

测量范围 
取决于气体，低范围：0-10 ppm； 
高范围：0-5000 ppm（请咨询 Detcon）  

准确度/可重复性 
读数的 ±10%，或全量程的 ±2%（取较大值） 

响应时间 
T50 < 30 秒，T90 < 60 秒 

输出 
线性 4-20 mA DC 
RS-485 MODBUS-RTU 

电气分类
防爆cC

cCSAus
Class I, Division 1, Groups B, C, D (温度 = -20°C to +50°C)
Class I, Zone 1, Group IIB+H2

ATEX
II 2 G Ex d ib IIB + H2 T4 Gb (温度 = -20°C to +50°C)

异物入侵防护等级
NEMA 4X, IP66

认证
cCSAus
ATEX
CE 标志 
INMETRO
CNEx
SIL

保修期 
插入式传感器：1 年； 
变送器：2 年

环境规格 

工作温度范围        
-4°F to +122°F; -20°C to +50°C

储藏温度范围       
-4°F to +122°F; -20°C to +50°C

工作湿度范围    
 0-100% RH （无冷凝）

上述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机械规格

尺寸    
7”（高）x 2.2”（直径）；178mm（高）x 65mm（直径）
（仅传感器总成）
 11”（高）x 6.1”（宽）x 3.75”（深）； 280mm（高）x 155mm 
（宽）x 96mm（深）（含接线盒）
  安装孔（接线盒）5.5”；140mm（中心至中心）

重量      
2 lbs; 0.907kg （仅传感器）   
6 lbs；2.72kg（带铝接线盒）
9 lbs；4.08kg（带不锈钢接线盒

电气规格 

电源输入
11-30 VDC

功耗 
最大 = 65mA（1.6 瓦）

I涌入电流
24V 时 1.67A

射频干扰/电磁干扰防护 
遵循 EN50270

模拟输出
线性 4-20mA DC （24VDC 时最大回路负载 1000 欧姆） 
 0mA  所有故障诊断 
 2mA  校准中 
 4-20mA  0-100% 全量程 
 22mA  超范围情况 

串行 RS-485 输出 
RS-485 Modbus™ RTU

波特率
9600 BPS (9600,N,8,1 Half Duplex)

状态指示灯
显示自动量程标定、设置、故障报警信息 
故障监控 
开路故障（通讯线未连接），输入电压过低，零标失败，
传感器缺失， 硬件故障，软件故障，标定失败

电缆要求
 供电/模拟信号 

3 芯屏蔽电缆 
最大距离 13,300 英尺（4053米），14 AWG 

串行信号输出 
 2 芯双绞屏蔽通信电缆，专门用于安装 RS-485 
与最后一个传感器的最大距离为 4000 英尺（1219米 ）

I/O  保护
过压，误接，抗电磁干扰/射频干扰

订购指南      请指定接线盒选配件（如下） 

部件编号 967-P15520-010   PI-700-VOC 传感器总成（无接线盒）
部件编号 967-P11520-010   PI-700-VOC 传感器总成（带铝接线盒） 
部件编号 967-P14520-010   PI-700-VOC 传感器总成（带316 不锈钢接线盒） 
部件编号 967-P25520-01K  PI-701-VOC 传感器总成（无接线盒） 
部件编号 967-P21520-01K   PI-701-VOC 传感器总成（带铝接线盒） 
部件编号 967-P24520-01K   PI-701-VOC 传感器总成（带316 不锈钢接线盒） 
部件编号 967-P15520-0X5    PI-700-VOC 特殊低量程传感器总成（带316 不锈 
   钢 接线盒）Junction Box

集成选配件

远程警报模块（远程操作，2 个警报继电器和故障继电器） 
HART 集成模块（HART 通信协议版本 7.0，已注册 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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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dyne Detcon quality assurance programmes demand the continuous assess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ll Teledyne Detcon products. Information in this leaflet could thus change without notification and does not constitute a product specification. 
Please contact us or our representative if you require more detai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