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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校准器

压力变送器校准专用

�压力校准器

CA700



现场校准的新标准！

CA700是专门用于校准差压压力变送器的高精度、高性

能压力校准器。近年来，差压压力变送器被广泛用于过

程工厂，其精度和性能都有了显著提高。CA700在同类

便携式压力变送器中拥有最高精度和最宽量程，有能力

完成前所未有的高精度现场校准作业。

■高精度和长期稳定性:
 �●在同类便携式仪器中拥有最高精度��
  �● 基本精度:  压力(测量) / 读数的0.01% 
                         电流/电压(输出/测量)    / 读数的0.015%

■可调量程:
 �●在同类便携式仪器中拥有最高辨率和最宽量程��
  �● 0.001kPa(200.000kPa量程)

■用户支持:
 �●强力支持现场校准和维护作业
  �● 内置了压力变送器和压力开关的校准步骤

      ● 可以记录"As Found"、"As Left"等数据和错误率(%)

■现场应用:
 �●坚固机身符合IP54防尘防滴标准，适合在恶劣环境中使用。

■附件:
 �●根据压力量程不同，共提供三种高性能手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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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性能多功能小型校准器

硅谐振传感器

■高精度和长期稳定性

通过硅谐振传感器在同类便携式仪器中实现了最高
精度��

CA700采用了横河自主研发的硅谐振传感器，压力测量

精度可达读数的0.01％，电流电压测量精度可达读数的

0.015％，在同类便携式仪器中实现了最高精度。CA700可
以准确测量输入输出精度并计算误差率，是差压压力变送

器输入输出测试的理想工具。

■可调量程
在同类便携式仪器中拥有最高辨率和最宽量程��

CA700的分辨率为0.001kPa(200.000kPa量程)，是一般现

场校准器的10倍。硅谐振传感器的卓越性能使超宽量程测

量成为可能，1台CA700就可以替代多台一般现场校准器。

■用户支持

强力支持现场校准和维护作业

CA700内置了差压压力变送器的校准步骤，一般可以用于

50%步进±5点和25%步进±9点的校准。按照既定步骤操作

可以加快校准速度，有助于提高现场作业效率。测量数据自

动记录到CA700内部存储器，可以将测量数据保存到USB存
储器或通过USB线将数据作为文本数据发送到PC。通过PC
显示器，可以显示并查看输入输出值、误差率、日期、时间

以及通过/失败(pass/fail)。

■现场应用

坚固机身符合IP54防尘防滴标准，适合在恶劣环
境中使用。��

在校准压力变送器时，通常现场扶手和管道较多，周围

比较潮湿，作业环境相对恶劣。CA700拥有坚固的机

身防护，符合 IP54防尘防滴标准，适合各种作业环境

。为方便操作人员辗转于现场各处，还配备了肩

带，能有效减轻负担。此外，

C A 7 0 0的L C D屏可视性能较

好，可以使用倾斜支架，即使

在日光直射的室外，作业也不

会受到影响，可以满足从现场

到测试台的各种测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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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用手泵　91051
● 结构紧凑的超小型手泵。

● 压力输出范围: -83～700kPa

● 非常适合低压区的压力调整。

● 内部泄露较少，可平滑加压。

● 内置过滤器可防止异物进入。

空压用手泵　91056
● 压力输出范围较大的小型高性能手泵。

● 压力输出范围: -83～4000kPa

● 可在低压~中压区输出压力。

● 可单手微调或减压。

● 内部泄露较少，可平滑加压。

● 内置过滤器可防止异物进入。

液压用手泵　91061
● 可加压至70MPa的高性能手泵。

● 压力输出范围: 0～70MPa

● 轻握手泵即可完成高压区加压。

● 内部泄露较少，可平滑加压。

● 内置过滤器可防止异物进入。

■20mA SIMULATE（2线制变送器模拟）

可以把CA700作为变送器模拟器进行环路测试。CA700从仪器仪表的外部电

压输出源(配电器系统和PLC等)吸入(SINK)设定好的电流。输出4-20mA电
流时，其输出精度高达读数的0.015%。

■2线制变送器环路检查

CA700可以一边给变送器供电(DC24V)，一边测量DCmA信号。执行

DCmA信号测量和归零点检查时，其精度可达读数的0.015%。另外，由于

内置了250Ω的通信电阻(支持HART/BRAIN通信)，CA700在连接手持终

端时无须外接250Ω的电阻。

■差压压力变送器的现场校准

校准压力变送器时，要求必须准确测量输入输出值并计算误差率。CA700
不但可以高精度测量压力和电流的输入输出值，还内置了校准步骤，只要

按照既定步骤操作，就可以精确、可靠地完成校准作业。

■记录仪和控制器的输入指令检查和调整

在执行仪器仪表的环路测试或者操作 /指令检查时，CA700可以输出

DC1-5V/4-20mA的模拟仪表信号，输出精度高达读数的0.015%。另外，还

可以选择线性扫描或步进扫描(扫描时间可设为15/30/45/60秒)。

■电空转换器的动作确认和输入输出调整

调整电空转换器的输入输出时，可以将电

流上调或下调25/50/75/100%，逐步检查

并确认。CA700拥有4-20mA信号步进输

出功能，可以高精度测量输出压力，适合用

于可靠性测试。

■压力开关测试

在压力开关测试中，可以测量触点打开或闭合时的压力以及死区触点闭合时

的电阻值。由于内置了校准步骤，只要按照既定步骤操作，就可以顺利完成精

确的校准作业。

配电器2线制变送器

2线制变送器

手泵 差压压力变送器

记录仪

电空转换器

手泵压力开关

 支持各种应用  三种高性能手泵可满足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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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规格(测量部分) 23℃±3℃ ■ 一般规格

■ CA700外观图�

■ 手泵外观图�

■ 基本规格(输出部分) 23℃±3℃

■ 手泵规格�

■ 数据保存

压力测量

型号 CA700–J–01 CA700–J–02 CA700–J–03
压力类型 表压

测量范围
正压: 0~200kPa
负压:  -80~0kPa

正压: 0~1000kPa
负压:    -80~0kPa

正压:  0~3500kPa
负压:     -80~0kPa

测量显示范围 �~240.000kPa �~1200.00kPa �~4200.00kPa
分辨率 0.001kPa 0.01kPa 0.01kPa

测量精度*1*2

(校准后6个月)
(执行归零校准后) 

正压:  20~200kPa: ±(读数的0.01%+ 0.003kPa)                   
              0~20kPa: ±0.005kPa

正压: ±(读数的0.01%+0.04kPa) 正压: ±(读数的0.01%+0.15kPa)

负压:±(读数的0.2% +0.080kPa) 负压: ±(读数的0.2% +0.08kPa) 负压: ±(读数的0.2% +0.08kPa)

测量精度*1*2

(校准后1年)
(执行归零校准后)

正压:  20~200kPa: ±(读数的0.01%+ 0.010kPa)                   
              0~20kPa: ±0.012kPa

正压: ±(读数的0.01%+0.08kPa) 正压: ±(读数的0.01%+0.30kPa)

负压: ±(读数的0.2% +0.090kPa) 负压: ±(读数的0.2% +0.09kPa) 负压: ±(读数的0.2% +0.09kPa)
响应时间*3 ≤ 2.5s
允许输入范围 2.7kPa abs～500kPa表压 2.7kPa abs～3000kPa表压 2.7kPa abs～4500kPa表压

内部容积 �约6cm3 
温度系数*4 ≤ ±(读数的0.001% +满刻度的0.001%)/℃
位置设置的影响 归零点漂移 ≤ ±0.3kPa
测量流体 气体和液体(无腐蚀性、不易燃、不爆炸、无毒的液体)
测量流体温度*5 　-10～50℃
压力传感器 硅谐振传感器

受压元件 膜片

压力显示单位 kPa以及其它单位

(Pa, hPa, MPa, mbar, bar, atm, mmHg, inHg, gf/cm2, kgf/cm2, mmH2O@4℃, mmH2O@20℃, ftH2O@4℃, ftH2O@20℃, inH2O@4℃, inH2O@20℃, Torr, psi )

输入端口 Rc1/4或1/4NPT内螺纹(可选)
测量部分的材质 膜片: 哈式合金C276、输入端口: SUS316

直流电流测量

范围 分辨率 测量范围 测量精度(1年) 备注

20mA 1μA 0～±20.000mA 读数的0.015%+3μA 输入电阻:  ≤ 10Ω    

最大显示为范围的1.2倍100mA 10μA 0～±100.00mA 读数的0.015%+30μA

直流电压测量

范围 分辨率 测量范围 测量精度(1年) 备注

5V 0.1mV 0～±5.0000V 读数的0.015%+0.5mV 输入电阻:  约1MΩ    

最大显示为范围的1.1倍50V 1mV 0～±50.000V 读数的0.015%+5mV

24V环路电源

供电电压 备注

24V±1V 通信电阻OFF时，负载电流为24mA。
24V±6V 通信电阻ON时，负载电流为20mA。

直流电流输出

范围 分辨率 输出范围 精度(1年) 备注(通信电阻OFF时)
20mA 1μA 0～20.000mA

设置的0.015%+3μA
恒定电压: 24V、最大设定为范围的1.2倍

20mA SIMULATE 1μA 0～20.000mA 外部电源: 5～28V、最大设定为范围的1.2倍

直流电压输出

范围 分辨率 输出范围 精度(1年) 备注

5V 0.1mV 0～5.0000V 设置的0.015%+0.5mV 负载电阻: 5KΩ以上、最大设定为范围的1.1倍

名称 型号 压力输出范围 MWP(最大使用压力) 接口 加压媒介

手泵(低压) 91051 -83~700kPa 1000kPa 1/8"NPT内螺纹 空气

手泵(空压) 91056 -83~4000kPa 5100kPa 1/8"NPT内螺纹/1/4"NPT内螺纹 空气

手泵(液压) 91061 0~70MPa 70MPa 1/4"NPT内螺纹/1/4"NPT内螺纹 液体

* 工作温度范围 0~50℃

○测量部分通用规格�

• CMRR:　   约120dB(50/60Hz） 
• NMRR:　 约60dB(50/60Hz） 
• 测量端子最大输入:
 电压端子: 50V DC 
 电流端子: 120mA ��

• 电流端子保护输入 PTC保护�

• 测量部分对地电压 50V peak

○输出部分通用规格�

• 输出负载条件: C≤ 0.1μF
 L≤ 10mH
• 输出部分限压器:� 约36V
• 输出部分限流器:� 约30mA
• 输出部分对地电压: 42Vpeak
• 扫描功能: 步进/线性

*1 归零校准条件: 常压下

*2     横河的压力标准精度除外。

*2 响应时间的测量条件:
         响应时间是指从正压满刻度释放到收集到满刻度的±1％以内的时间 
 (输入部分应为无负载状态)
*3 各型号的满刻度:
 CA700–J–01　正压200kPa、负压80kPa
 CA700–J–02　正压1000kPa、负压80kPa
 CA700–J–03　正压3500kPa、负压80kPa
*5 液体温度为5~50℃。

显示 点阵LCD(320×240点)
背光 LED
显示更新率 约3次/秒
预热时间 约5分钟

电源 6节AA碱性电池

电池续航能力 24V环路电源关闭、 电流测量时约为35小时；24V环路电源打开时，约为10小时。

自动关机 约60分钟(设定后可解除)
绝缘电阻 输入端子和机壳之间、输入端口和机壳之间:  ≥100MΩ(500VDC)
可承受电压 输入端子和机壳之间、输入端口和机壳之间:  500VAC/分钟

保护等级 IP54(防尘防滴构造)
外部尺寸 约264(W)×188(H)×96(D)mm(凸出部分除外)
重量 约2kg(含电池)

符合标准
安全标准: EN61010-1、EN61010-2-030；污染等级2级、测量类别0(其它)
EMC: IEC61326-1 Class A、EN55011 CLASS A Group 1

工作温湿度范围 -10～50℃、20～80%RH(不结露)
储藏温湿度范围 -20～60℃、20～80%RH(不结露)
接口 可以选择USB A型大容量存储设备、USB B型迷你通信设备以及海量存储器。

外部传感器 通过转接头可与专用外部传感器连接。

附件* 输出测量表笔(红黑1组、鳄鱼型、1.7m)、AA碱性电池(6节)、R1 1/4"-1/8"NPT内螺纹(1个)、铁氧体磁芯(2个)、R 1/4"-1/4"NPT内螺纹

(1个) 、软包、操作手册(CD)、入门手册、肩带

* 附带的转接头类型取决于后缀代码(-P1或-P2)，详见下页“标配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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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51 91056 91061

仪器工作状态  数据保存点数      文件保存个数

测量/输出
Save 2000 45�
Logging 2000 45�

泄露测试 2000 45�

变送器校准

(校准点数:5)
As Found 9 250�
As Left 9 250�

压力开关校准
As Found 1 250�
As Left 1 250�

* 文件总数为250个。

* 数据总容量约为3.5MB。

压力变送器校准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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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号和后缀代码 ■ 型号和后缀代码

CA700
名称 型号 基本规格代码

压力校准器

CA700 通用型

-E 除日本以外的其它国家

-01 表压:  200kPa
-02 表压:  1000kPa
-03 表压:  3500kPa

-U1 公制单位*1

-U2 公制单位和非十进制单位

-P1 Rc 1/4"内螺纹

-P2 1/4"NPT内螺纹

*1: 仅限kPa, Pa, hPa, MPa, mbar, bar, atm。

附件(单独销售)*2

名称 型号   说明 
手提包 93050 收纳主机、附件和周边设备

测试电夹 98025 红黑为一组，分离型，长2米。

清洗套装 91040 用于输入接口-P1(R1/4"外螺纹)
清洗套装 91041 用于输入接口-P2(1/4" NPT外螺纹)

*2: 这些附件不是CA700的标配附件。

压力手泵套件*6

名称 型号 说明

手泵套件(低压) 91050 手泵(91051)、转接头套装(91052)、收纳盒(93052)
手泵套件(空压) 91055 手泵(91056)、转接头套装(91057)、收纳盒(93053)
手泵套件(液压) 91060 手泵(91061)、转接头套装(91062)、收纳盒(93054)

*6: 这些套件不是CA700的标配附件。

手泵套件附件*7

名称 型号 说明

手泵(低压) 91051 泵: -83~700kPa(压力输出范围)
手泵(空压) 91056 泵: -83~4000Pa(压力输出范围)
手泵(液压) 91061 泵: 0～70MPa(压力输出范围)
手泵转接头(低压) 91052 91051用转接头套装(快速接头/压力转换接头/软管/密封胶带)
手泵转接头(空压) 91057 91056用转接头套装(快速接头/密封塞/软管/密封胶带/六角扳手)
手泵转接头(液压) 91062 91061用转接头套装(高压软管/快速接头/转换头/密封胶带/六角扳手)
手泵收纳盒(低压) 93052 91051收纳盒(收纳91051/91052/操作手册)
手泵收纳盒(空压/液压) 93053 91056/91061收纳盒(收纳91056/91057/91061/91062/操作手册)

*7: 购买压力手泵套件(91050/91055/91060)时，附带这些附件。

     也可以单独购买这些附件。

标配附件*3

名称 型号 说明

转接头*4 91080 R1/4"外螺纹→1/8"NPT内螺纹转接头(-P1用)
转接头*4 91081 R1/4"外螺纹→1/4"NPT内螺纹转接头(-P1用)
转接头*5 91082 1/4"NPT外螺纹→1/8"NPT内螺纹转接头(-P2用)
输出/测量表笔 98064 红黑鳄鱼线，长1.7米。

软包 B9108XA 收纳表笔和转接头

*3 购买CA700时，标配这些附件。

*4 后缀代码为-P1时附带。

*5 后缀代码为-P2时附带。

手提包

93050

手泵套件(低压) 
91050

手泵(低压) 
91051

手泵转接头(低压) 
91052

手泵收纳盒(低压) 
93052

输出/测量表笔

98064

转接头91082
(1/4"NPT外螺纹→1/8"NPT内螺纹) 

软包

B9108XA

测试电夹

98025
清洗套装 
91040/91041

手泵套件(空压) 
91055

手泵(空压) 
91056

手泵转接头(空压) 
91057

手泵收纳盒(空压/液压) 
93053

手泵套件(液压) 
91060

手泵(液压) 
91061

手泵转接头(液压) 
91062

转接头91080
(R1/4"外螺纹→1/8"NPT内螺纹) 

转接头91081
(R1/4"外螺纹→1/4"NPT内螺纹)

压力变送器校准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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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测量专属网站:   http://tmi.yokogawa.com/cn(中文)  http://tmi.yokogawa.com(英文)  

压力校准器

压力变送器校准专用

■ 相关产品

基于PC的现场设备管理工具

●支持多驱动/多协议:�� 
BRAIN, FOUNDATION™ Fieldbus H1,  
HART®, PROFIBUS, ISA100.11a

●连接到设备或区段(区段浏览器)后
 可以自动采集数据。�

●便于采集数据和诊断设备状态(设备浏览器)
●分类、排序和过滤(历史)
●多参数设置(参数管理器)

BRAIN通信用手持终端

●有在线监视和通信功能。

●设置简便，英语提示交互序列的变换步骤。

●可以通过错误信息进行诊断并确保仪器安
全。(自检功能、通过安全密码保护设定值)
●有电池低电压报警和自动关机功能。

●打印机可在现场打印标签号码和其它参数。 
�

集所有功能于一身的高精度便携式校验仪！

●同时显示输出和测量，精度高达0.02%。

●输出和测量功能包括DCV/DCmA/Ω/TC/RTD/Hz/PLUSE。
●24V环路供电的同时可测量输出信号。

●通过电流SINK功能可实现变送器模拟。

●多种输出模式可供选择:
 步进、线性、编程、扫描

●3种电源可供选择:
  AA电池、AC适配器(单独销售)、镍氢电池(单独销售)

畅销型高性价比现场校验仪！

●小巧、轻便、性价比高。

●输出和测量功能包括DCV/DCmA/Ω/TC/RTD/
Hz/PLUSE。

●通过旋钮可以像操作DMM一样操作本仪

器。

●可输出和测量(计数)干触点脉冲

钳式安装可测量4-20mA标准信号！

●无须断开环路就可以测量过程信号。

●精度: 0.2%+5dgt、分辨率: 0.01mA
●同时显示测量值和范围百分比(比例)。
●带LED手电筒和背光显示，                                  
非常适合在昏暗场所进行作业。

●可测量导体直径为6mm，                                    
可以夹住较粗的信号线。

环路供电和4-20mA输出功能汇集到一台DMM！

●24V环路供电的同时可测量输出信号。

●内置了HART/BRAIN通信电阻(250Ω)。
●拥有变送器模拟(电流SINK)功能。

●3种输出模式可供选择: 
  步进、自动步进、线性扫描

●DMM功能: 6000个计数

●符合以下安全标准:
  EN61010-1 CATIV600V、CATIII1000V

便携式校验仪

CA150
便携式校验仪

CA71

BRAIN终端

BT200

钳式过程表

CL420
过程万用表

CA450

NEW

通用设备管理工具

010617 13

568 D 4
http://tmi.yokogawa.com/cn
tech@ysh.com.cn

一目了然 先知先觉 慎思密行
VigilantPlant是Yokogawa对于安全、可靠和盈利的工厂运行而提出的一个自动化概念。

VigilantPlant旨在实现运行卓越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工厂的员工保持警惕，注意力集中，

信息获取及时，并且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从而优化工厂和业务的绩效。

成  功  经  营  的  清  晰  途  径

注意

• 使用本产品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操作手册，以保障操作正确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