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ETATEST 515 型检漏仪 
 

02 / 2017  Subject to modification, errors excepted 
 

 

工作原理 CETATEST 515 型是一款用于生产过程节拍时间内的未密封部件检测的全自动

检漏仪，可在三种不同模式下运行。“密封部件-高分辨率” 模式可用来检测无

法充气的测试工件，所以称为“密封部件”，此模式下可以检测到测试工件容

积微小的变化 （0,03 ml < ∆V < 1,0 ml）；“压减-高速” 模式可用作高速生产节

拍下的小工件的泄漏检测； “压升” 模式下，其具有高品质的测量信号（相比

CETATEST 810 型），而且拥有作为外部测量回路一部分的部件（例如：止流

阀，主压力控制）  

操作方式 单通道处理 
信号处理 快速 24 位模数转换 

测量信号过程实时处理 

阀门类型 取决于应用：滑阀或者座阀 

过程控制 实时微控制系统, 16 位 µC / 40 MHz  
传感器 差压传感器，相对压力传感器 
测量范围 ± 500 Pa / ± 5,000 Pa (分辨率: 1 Pa) ；其它范围视要求而定 
输出单位 Pa, hPa, psi, Pa/s, hPa/s, mbar*l/s, ml/min, ml/h, l/min, l/h 

电子调节测试压力范围 -1,000 mbar, 200 mbar, 1,000 mbar, 6 bar 负压表和正压表可以整合 (例如：  
-1 bar/+1 bar), 其它范围机械压力调节器视要求而定 

测试模式 “密闭元件—高分辨率”，“压减—高速” ，压升 
测试选项 预充气，编程，平稳充气，多路充气，充气及稳定曲线分析，顺序零点测量结

果，温度补偿，变化的零点，重复测量/自动测试时间调整，每个程序可编程

控制阀 
系统控制 通过差压传感器和专利全自动功能控制（选项）的自检，确保压缩空气的供给 
可编程的测试阶段 延时，预充气，充气，稳定，测量，排气，容器充气，溢流，再充气 
测量模式特定界限 预充气压力，充气压力，稳定压力（取决于固件），测试模式特定不合格及返

工等级 

操作 菜单直观，用户权限受密码保护 
存储参数 64 个按首字母及数字排列的独立测试程序 

测试程序参数可通过测试端口或 USB 存储设备导入及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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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功能 详细结果统计，循环计数器，保养间隔显示，倒计数器，参数变更记录，测

量次数及曲线记录，可编程 RS-232 接口 
接口 功能 数字输入/输出 

(标准) 
RS-232 
(标准) 

 过程现场总线 
DP 

(选项) 

以太网 
(选项) 

 开始/停止/复位 X X X X 

 程序选择 X X X X 

 设备状态/系统故障 X X X X 

 评定（合格/不合格） X X X X 

 参数化  X X X 

 测量结果  X X X 

 详细故障信息  X X X 
      

 更多接口视要求而定 
 可选的 RS-232 转换器能实现 CETA510 型（RS-232 通信）与 515 型

的互换 

电压及功耗 100 – 240 V AC, 47 – 63 Hz, 0.6 – 0.3 A   最大 60 W 

压缩空气供给 6 - 10 bar ，高于测试压力 0.5 bar，低于排空压力 50 mbar  (ISO 8573-1) 
气路连接 输入：6mm 滑入式接头 

测试端口： 3x 1.7 mm 接头，3mm 卡环（选项） 
最多 3 个气动驱动输出（选项） 

尺寸 宽: 345 mm, 高: 145 mm (3U), 深: 435 mm 
重量 大约 10 kg 
附件 专用包装，电源线，用户手册，EC 符合声明书，校准证书，包含输入输出

电缆的 D-Sub 插头（PLC 通信） 

DAkkS 校准证书 新的 CETATEST 515 (压力范围 -1 至 60 bar, 测量范围 500 Pa)配有 DAkkS
认证证书（无额外收费） 

保修期 3 年，可选延长至 5 年 

配件 (可选) 过滤器组合件，标准泄漏孔，三位二通阀，RS-232/以太网适配器，控制及

评价软件等等，更多部件参考 CETA 配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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