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 P I N S T R U M E N T S .C O M

能源管理解决方案
用于压缩空气和工业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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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领先的公司服务，我们引以为豪
通过我们的分销商和经销商，我们已为遍布全球的客户提供服务，节省压缩空气能源成本。这里只例举

一小部分的最终用户： Astrum UK (钢铸)、宜家（批发）、GSK（医药）、Kikkoman Foods、Libbey（玻璃）

、Mars（食品）、三星（消费品）、雀巢（食品）、O&I（玻璃）、飞利浦（消费品）、Rexam（玻璃）、丰田（汽

车）。

轻松获得对能源流量的深入了解

VPInstruments 使工业客户能轻松获得对能源流量的深入了解。我们认为工业能源的监测应该是简单轻

松的，应可方便地获得深入了解，进行节能和优化。 

VPInstruments 产品得到全球领先能源专家的推

荐，可针对压缩空气流量、气体流量和电能消耗提

供最完整的测量解决方案。我们的监测软件 VP物
联监测系统 可用于所有公用事业，使您能够了解

可在何处、何时节能，以及可节省多少。

我们的产品遍布全球各地。我们服务所有的工业市

场；如汽车、玻璃制造、金属加工、食品和饮料以及

消费品。我们也能为您的行业提供帮助。让我们助

您开拓视野，开始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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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0.5 ... 150 mn/秒 | 0 ... 500 sfps

精度 校验条件下读数误差 2%

双向 可选

显示 可选

压力 0 ... 10 bar | 0 ... 145 psi 表压

温度 0 ... 60 °C | 32 ... 140 °F

气体类型 压缩空气、氮气和惰性非冷凝气体

输出 RS485(Modbus RTU) | 4 ... 20 mA或脉冲或报警 
| 迷你USB、以太网

探头长度 340 mm | 13.4"

电源 12 ... 24 VDC

认证 CE, (C)UL

流量 0.5 ... 150 mn/秒 | 0 ... 500 sfps

精度 校验条件下读数误差 2%

双向 可选

显示 可选

压力 0 ... 16 bar | 0 ... 250 psi 表压 (35 bar 备索)

温度 0 ... 60 °C | 32 ... 140 °F

气体类型 压缩空气、氮气和惰性非冷凝气体

输出 RS485 (Modbus RTU) | 4 ... 20 mA 或脉冲

探头长度 400 mm | 15” (300, 600 mm 备索)

电源 12 ... 24 VDC

认证 CE, (C)VP热质量M型号流量计

1  VP热质量M型号流量计

VP热质量 M 型号流量计 是用于压缩空气和技术

气体的四合一流量计。它同时测量流量、压力、温度

和累积量。与传统流量计不同，VP热质量 M 型号流

量计 由一个发射器和专利 VP探头杆® 组成，只要

换一个探头杆 即可省却重新校准的麻烦。

1  VP热质量气体流量计

VP热质量气体流量计 是压缩空气审计和固定装置

的首选测量工具。探头可以与两种显示模块类型或

不带显示的连接盖配合使用。运用 热质量气体流

量计，您可以使用一台仪器完成几乎任何压缩空气

系统的测量。

VP物联监测系统 是用于压缩空气、技术气体和能

源管理的完整监测解决方案。它能够使您掌握压缩

空气实时的使用状态，以图形的形式直观了解供需

双方之间的情况。VP物联监测系统 使节能变得简

单、快速而有价值。

通过最新的网络技术，您可随时随地查看数据。VP
物联监测系统 可分析流量数据，使您的节能潜力一

目了然。VP物联监测系统 主要用于压缩空气管理，

但也可用于收集其他公用事业的实时数据。

2  VP物联监测系统

流量 20 ... 200 mn/秒 | 65 ... 650 sfps

精度 校验条件下在1:10的量程范围内读数误差 2%

双向 标准

显示 可选

压力 0 ... 16 bar | 0 ... 250 psi 表压

温度 -40 ... +150 °C | -40 ... +320 °F, 应避免结冰

气体类型 潮湿压缩空气、干燥压缩空气、氮气和惰性气

体

输出 RS485 (Modbus RTU) | 4 ... 20 mA 或脉冲

探头长度 400 mm | 15"

电源 12 ... 24 VDC

认证 CE、(C)UL

流量（0.5 英寸） 0.32 ... 80 mn
3/小时 | 0.19 ... 50 SCFM

流量（1 英寸） 0.88 ... 250 mn
3/小时 | 0.52 ... 150 SCFM

流量（2 英寸） 2.86 ... 1000 mn
3/hr | 1.68 ... 600 SCFM

精度 在以空气为介质的校验条件下满量程误差 0.5%，
提供校验报告

双向 可选

显示 可选

压力 0 ... 16 bar | 0 ... 250 psi 表压 (35 bar 备索)

温度 0 ... 60 °C | 32 ... 140 °F

气体类型 空气、氮气、二氧化碳、氩气（非冷凝）

输出 RS485 (Modbus RTU) | 4 ... 20 mA 或脉冲

电源 12 ... 24 VDC

认证 CE、(C)UL

3  VP差压式气体流量计

已获得专利的 VP差压式气体流量计 是用于潮湿

压缩空气流量测量的终极测量工具。其独特的设计

使您能够在 100% 饱和的条件下对压缩机的排放

管进行测量。探头可以与两种显示模块类型或不带

显示的连接盖配合使用。

4  VP管道式流量计

VP管道式流量计 是用于使用点消耗测量的理想流

量计。它可同时双向测量质量流量、温度和压力。针

对小径的，VP管道式流量计 尤其适合小口径的管

道，它可以生成用于优化压缩空气消耗所需的所有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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