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准

校验装置
CPU6000-W、CPU6000-S和CPU6000-M型
威卡 (WIKA) 数据手册CT 35.02
更多认证
参见第4页

应用
■ 确定活塞压力计（自重测试器）校验所需的质量负载或参
考压力
■ 记录各种与证书有关的数据
■ 使用绝压参考校验相对压力测量仪，反过来，也可使用相
对压力参考校验绝压测量仪
■ 可提供变送器所需电源，通过多用表，轻松校验压力变送
器

产品特性
■
■
■
■
■

已申请DE专利（专利号102013215351）
采用新校验理念，简化了证书生成过程
易于操作和设置
可探测并自动校正所有重要影响因素，以提高测量精度
可与其他校验仪器及WIKA-CAL软件一起使用

校验装置，CPU6000系列

描述
概述
CPU6000系列由三个仪器组成：CPU6000-W型气象站、
CPU6000-S型活塞压力计传感器模块以及CPU6000-M型数
字式多用表。所有这些产品都可用于获取与校验证书相关的
测量值数据。此外，该系列产品采用新校验理念，简化了证
书生成过程，并提高了证书的质量和生成效率。
产品特性
WIKA-CAL（PC软件）校验装置可安装到任一活塞压力计（自
重测试器）上，用于确定活塞压力计所需的质量负载和参考压
力。操作人员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和设置，就能更轻松地计算
出所需砝码或压力。该校验装置在使用时能够考虑到所有重要
影响因素，从而提高了测量精度。该校验装置可使用绝压参考
校验压力测量仪，同样也可以使用相对压力参考校验绝压测量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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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手册中显示了同类产品和附件：
气动型活塞压力计，CPB5000型，具体情况请参见数据手册CT 31.01
液压型活塞压力计，CPB5800型，具体情况请参见数据手册CT 31.11
高压型活塞压力计，CPB5000HP型，具体情况请参见数据手册CT 31.51
差压型活塞压力计，CPB5600DP型，具体情况请参见数据手册CT 31.56
WIKA-CAL校验软件，具体情况请参见数据手册CT 95.10

另外，该校验装置配有集成电源和多用表功能，可用于校验
压力变送器。而且，气象站和数字式多用表还可以和其他校
验仪器及WIKA-CAL软件一起使用。正因为这样，该系列校
验装置可增强现有的自动校验系统。
软件和证书生成
证书生成离不开WIKA-CAL软件。校验装置通过USB接口连接
到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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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6000系列
CPU6000-W型气象站
CPU6000-W型气象站可用于测量如实验室环境的大气压、相
对湿度和环境温度等环境条件。
WIKA-Cal 软件能够自动以单独测试报告的形式记录测量值，
并将测量值存入数据库。此外，使用该软件还可以将测量值与
活塞压力计（自重测试器）配合使用，以计算所需加载的砝码。

CPU6000-M型数字式多用表
当校验电子压力变送器时，CPU6000-M可用于承担多用表和
电源的功能。该装置不仅能为测试目标提供DC 24 V的电源，
还能测量电压和电流信号。此外，还可通过RS-232接口直接
连接数字压力传感器（如CPT61X0型和D-10型）。
WIKA-Cal 软件

CPU6000-S型活塞压力计的传感器模块
CPU6000-S型可测量活塞温度并显示砝码的浮动位置。该装
置的传感器直接安装到活塞压力计（自重测试器）上，并且
配合一个单独的活塞压力计（自重测试器）以实现最高的精
度。

WIKA-Cal 软件不仅可采集来自CPU6000的测量参数以计算活
塞压力计（自重测试器）所需的质量负载或参考压力，并且还
可以在所有常见压力单位之间进行转换。当用于独立地点测量
时，该应用程序还能以附加参数的形式指定当地重力值。

规格
CPU6000系列

CPU6000-W型气象站
标志

描述

测量范围

准确度

环境温度

-40 ... +123.8 °C [-40 ... +254.84 °F]

±0.5 °C [0.9 °F] 1)

相对湿度

0 … 100 % r. h.

±5.0 % r. h. 2)

大气压力

■ 55 ... 115 kPa 绝压 [7.85 ... 16.68 psi 绝压]

■ 0.05 % FS

描述

测量范围

准确度

活塞温度

-50 ... +250 °C [-58 ... +482 °F]

20 °C时为±0.1 °C
[68 °F时为±0.18 °F] 1)

砝码的浮动位置

4 … 20 mA
20 … 200 mm [0.79 ... 7.87英寸]

±0.5 mm [±0.02英寸]

■ 55.1 ... 117.2 kPa 绝压 [8 ... 17 psi 绝压]

■ 0.01 % 读数

CPU6000-S型活塞压力计传感器模块
标志

1)
2)

热机120分钟后，在18 °C [64.4 °F] 、23 °C [73.4 °F] 和25 °C [77 °F] 这三个点执行校验。
热机120分钟后，在30%、50%和80%相对湿度这三个点执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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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建议在CPB5000、CPB5000HP、CPB5600DP和CPB5800系列活塞压力计上安装传感器模块。

CPU6000-M型数字式多用表
标志

描述

+ mA -

电流输入

测量范围：0 … 20 mA
精度：±5 μA

+V-

电压输入

测量范围：0 ... 10 V
精度：±1 mV

电源

DC 24 V（电流载荷：最大为50 mA，最小为20 m）

接口

D-10型
CPT6100和CPT6180型
接口RS-232、波特率9600、8N1

+ Out -

基本仪表

CPU6000-W型

CPU6000-S型

CPU6000-M型

190.4 x 58 x 80 mm
[7.50 x 2.28 x 3.15 英寸]

190.4 x 58 x 110 mm
[7.50 x 2.28 x 4.33 英寸]

供电电压
电源

DC 24 V, 625 mA

适用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
储存温度

15 ... 45 °C [59 ... 113 °F]
0 ... 70 °C [32 ... 158 °F]

通信
接口

与计算机通信的USB

蓝牙
频率范围
HF输出功率

2.402 ... 2.480 GHz

max. 2 dBm (+ 2 dBi)

外壳
尺寸（宽x高x深）
重量

190.4 x 58 x 110 mm
[7.50 x 2.28 x 4.33 英寸]
1.44 kg [3.18 l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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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kg [2.60 lbs]

1.29 kg [2.84 l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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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
供货范围内包含的认证
标志

说明

地区

EU 符合性声明

欧盟

■ EMC 指令

EN 61326-1电磁辐射（1类，B级）和抵抗性（“基本环境”：商业场所、实验室、服务中心或车
间）
■ RED 指令
EN 300 328，使用 2,400 ... 2,500 MHz 的调和频率范围
该仪表可在 EU、CH、NO和LI不受限制地使用。
■ RoHS 指令

可选认证
标志

说明

地区

EAC

欧亚经济共同体

KazInMetr
计量、测量技术

哈萨克斯坦

MTSCHS
生产许可

哈萨克斯坦

Uzstandard
计量、测量技术

乌兹别克斯坦

■ EMC 指令
■ 低压指令

-

证书
证书
校验证书
建议校验间隔

■ 符合DIN EN 10204标准的3.1校验证书
■ DKD/DAkkS校验证书

1 年（视具体使用条件而定）

有关认证和证书的更多信息，请登录网站查阅。

威卡（WIKA）数据资料CT 35.02 ∙ 07/2020

第4/12页

尺寸，mm [英寸]

103 [4,06]

58 [2,28]

CPU6000-W型气象站

110,6 [4,35]

190,4 [7,50]

139,4 [5,49]

CPU6000-W型的引脚分配

1

2

3

4

6

5

1 开关

5 Bluetooth® 4.0天线

2 DC 24 V电源连接

6 可更换温湿度传感器

3 USB接口

4 用于连接内部大气参考传感器的4 mm软管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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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8 [2,28]

103 [4,06]

CPU6000-S型活塞压力计传感器模块

80,6 [3,17]

190,4 [7,50]

109,4 [4,31]

1 活塞温度传感器接头
2 浮动位置传感器接头

CPU6000-M型数字式多用表

2

3

4

58 [2,28]

103 [4,06]

1

190,4 [7,50]

110,6 [4,35]

139,4 [5,49]

1 RS-232接口
2 电流输入口
3 电压输入口
4 用于待测件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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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6000-S和CPU6000-M型的引脚分配
1 开关
2 DC 24 V电源连接
1

2

3

3 USB接口

4

4 4.0天线

103 [4,06]

58 [2,28]

CPU6000-W型气象站或CPU6000-M数字式多用表（带壁装支架）

110,6 [4,35]

190,4 [7,50]

139,4 [5,49]

Ø8,5 [0,33]

Ø4,5 [0,18]

55 [2,17]

86 [3,39]

221,5 [8,72]

203,1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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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2,28]

103 [4,06]

CPU6000-S型活塞压力计传感器模块（带壁装支架）

190,4 [7,50]

80,6 [3,17]
109,4 [4,31]

Ø8,5 [0,33]

Ø4,5 [0,18]

25 [0,98]

56 [2,20]

221,5 [8,72]

203,1 [8,00]

等距视图
CPU6000-W或CPU6000-M型（带壁装支架）

1

CPU6000-S型（带壁装支架）

1

1 使用装饰条将螺钉孔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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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
CPU6000系列校验装置可测量校验时需要的数据，例如环境
参数和活塞温度，从而使校验达到高精度。CPU6000-S型校
验装置可以和任意厂家生产的活塞压力计（自重测试器）配合
使用，并且该型号装置的传感器技术还专门针对CPB系列活塞
压力计（自重测试器）上的应用进行了优化。

CPB系列活塞压力计（自重测试器）和WIKA-Cal PC软件
将试用版WIKA-Cal软件安装到CPB系列活塞压力计（自重测
试器），可以确定活塞压力计所需的砝码盘以及相应的参考
压力。活塞压力计数据可以手动或者通过在线XML文件自动
输入到数据库。

CPU6000-W和CPU6000-S型校验装置、CPB5800型活塞
压力计

CPU6000-S型校验装置可用于测量活塞温度，并且这些测量
值都会纳入到校验的计算过程中。因此，CPU6000系列校验
装置可用于提高活塞压力计的校验精度。此外，当用于独立
地点测量时，该系列装置还能以附加参数的形式指定当地重
力值。

更多应用领域
当校验一个压力变送器时，可使用CPU6000-M校验装置自动
读取校验数据。WIKA-Cal软件和CPU6000-M自动读取装
置，再配合压力控制器一起使用，便可使活塞压力计自动进
行校验。

CPU6000-W和CPU6000-S型校验装置、CPB5800型活塞
压力计以及装有WIKA-Cal 软件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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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用于CPU6000-S型校验装置的浮动位置传感器
将浮动位置传感器和CPU6000-S型校验装置结合使用，可在
CPB-CAL iPad®应用程序或WIKA-CAL软件中以图示的形式显
示砝码的位移。浮动位置传感器具备自动检测功能，使得软
件可自动移向下一个校验点。
WIKA-Cal中，用于CPU6000-S型校验装置的浮动位置传
感器

用于CPU6000-W、CPU6000-M和CPU6000-S型校验装置的
壁装支架
CPU6000系列校验装置集成了安装支架，不仅可以安装在墙
壁上，还可以安装在桌子下或者天花板上。

CPU6000-W型
左图：带壁装支架
右图：不带壁装支架

全套CPU6000系列维修箱
整个CPU6000系列产品都可以储存在这个维修箱中。此外，
还可以存放三个电源单元、使用说明书、校验证书、USB电
缆、温度传感器、距离传感器和交流适配器等配件。
全套CPU6000系列维修箱

威卡（WIKA）数据资料CT 35.02 ∙ 0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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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6000的附件

订购编号
CPU6000-A

说明
用于CPU6000-S的浮动位置传感器
带1 m 电缆 [3.3 英尺]
准确度为 ±0.5 mm [±0.02 英寸]

-1-

带 2.5 m 电缆 [8.2 英尺]
准确度为 ±0.5 mm [±0.02英寸]

-2-

用于CPU6000-S安装的浮动位置传感器
带 1 m 电缆 [3.3 英尺]
准确度为 ±0.5 mm [±0.02 in]

-3-

带 2.5 m 电缆 [8.2 英尺]
准确度为 ±0.5 mm [±0.02 in]

-4-

用于CPU6000-S的活塞温度传感器
带 1 m 电缆 [3.3 英尺]

-5-

带 2.5 m 电缆 [8.2 英尺]

-6-

用于CPU6000-S安装的活塞温度传感器
带 1 m 电缆 [3.3 英尺]

-7-

带 2.5 m 电缆 [8.2 英尺]

-8-

USB 接口电缆

-B-

交流适配器 (DC 24 V, 625 mA)

-C-

测试电缆套件
包括4根测试电缆，每一根电缆都带有鳄鱼夹和香蕉接头适配器（黑色和红色）

-E-

检修箱
带3个CPU6000(-W、-M和-S)的凹槽，测试电缆，电源装置和其他附件

-G-

订购信息，供您所需
1. 订购编号：CPU6000-A
2.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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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6000-W

CPU6000-S CPU6000-M
DC 24 V 625 mA

DKD/DAkk

CPU6000 / 封装 / 大气参考 / 活塞温度传感器 / 浮动位置传感器 / 壁装支架 / 接口电缆 / 测试电缆套件 / 校验证书 / 附件
/ 更多认证 / 更多订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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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400 928 9600
(+86) 512 6878 0300
400@wikachina.com
www.wik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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