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船行业
伴您成功的创新性解决方案



亲爱的读者：

造船行业对测量设备的要求高、多样。用于这个行业的设

备，必须安全、有长期的稳定性、不受含盐潮湿的海上空气

影响。除了含盐的空气，设备还暴露于强烈的振动、冲击、

热、冷、灰尘环境中。不同国别的指南(例如德国船级社, 挪

威船级社、法国船级社)为舰船的建设及操作，开发并验证

了——设计及材料标准，以确保所用的设备满足上述要求。    

JUMO作为您的合作伙伴，一直在你的身边，帮助解决问题、

提供应对方案。无论您想用温度还是压力产品做检测。 

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通过我们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

验. 

JUMO在测量及控制系统领域超过六十年，是世界领先的制造

商，因此，JUMO是造船行业专业的合作伙伴。

我们非常重视新品的开发、现有产品的持续改进、生产加工

方式的经济型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您对高端创新产品的要

求。JUMO有许多适用于造船行业的产品，并且我们有着丰富

的造船行业的产品经验。 

这本小册子将简要介绍JUMO产品在造船行业的应用情况。同

时，我们也很高兴为您的特殊应用，提供定制的差异化的产

品和服务。 

P.S. 详细的产品资料，请访问JUMO网站www.jumo-china.

com/industry 您可以通过产品型号查询（例如：202924、 

403025或70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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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交换技术解决方案，用于将热量从一种介质传递给另一种。通常换热器使用水，但

是，有时其他的液体甚至固体也可能被利用。一般热交换器的作用，是在通风及冷却

中保持高温。   

热交换器用于回收利用——发动机及排气装置的热量。 

加热冷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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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墙上，增加热交换表面积同时减少流动阻力。使换热

器高效的途径：热交换表面最大化、液体流动阻力最小

化。JUMO的温度压力传感器控制监控这个过程。    

加热冷却系统 发动机舱 水处理 压舱水管理系统 供热、通风和空调

造船行业

加热冷却系统

操作

换热器用于将热量从一种液体（或气体），传递给另一种液

体（或气体）。一些类型的换热器混合这两种液体，但是另

外一些类型的热交换器有一个实体墙，用来分隔开两种液

体，避免混合。此外，一种叫做散热翘片的热交换器，安装

JUMO Etemp B

拧入式热电阻

型号：902023

JUMO DICON touch

配有无纸记录功能和触屏的双通道过程和程序

控制器

型号：703571

JUMO dTRANS p20

带显示智能压力变送器 

型号：403025



发动机舱
舰船在发动机和压缩机上产生极值负荷。这个过程产生的高温意味着必须不断地监控一些

机械部件。JUMO可靠的测量技术，可帮助您监控发动机和压缩机中的—温度及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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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舱

内燃机船的发动机舱，典型地包含数个不同用途的发动机。

主发动机或推动发动机用于转动舰船的螺旋桨，使舰船在水

中做相对运动。它们代表性地燃烧柴油或燃料油，也可能在

两者间切换。内燃机船有很多推动装置。包括许多发动机、

螺旋桨、齿轮箱。    

在客户所需的安装情境下，JUMO VIBROtemp拧入式热电阻

以其稳健性而引人注目，为发动机、润滑油及发动机控制提

供精确的温度值。 

压缩机温度及压力监控

空气（或气体）压缩按原理分有两类：容积式压缩、动态压

缩。

例如，容积式压缩机包括：往复式（活塞式）压缩机、轨道

式（卷轴式）压缩机以及不同类型的回转式压缩机（螺杆

式、滚动活塞式 滑片式）。

温度及压力测量对于压缩机运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JUMO 
Pt100 温度传感器是保持过程安全的上佳选择。温度传感

器判断温度过高或过低，如果出现问题会给控制系统一个信

号。用来测量压力的压力传感元件像是一个薄膜，薄膜发出

的机械信号被转化为电信号（4~20mA，或0~5V）。MIDAS
压力变送器系列是控制系统压力的完美选择。     

造船行业

JUMO MIDAS

压力变送器

型号：401001 RTD Temperature Probe 

带 BV船级社认证

(Bureau Veritas法国船级社)
型号：903564

单系统和双系统温度开关

带毛细管或护套

型号：605060

高精度压力开关

HNSPX-Ex-1 - HNSPX-Ex-2 "i"
和 "t"系列  

型号：405071

JUMO VIBROtemp

拧入式热电阻

带插头式连接器 

型号：902040

64

加热冷却系统 发动机舱 水处理 压舱水管理系统 供热、通风和空调



出口中的水传感器，测量并发送信号给控制单元，根据含水

量，控制单元打开排水阀，或将水通过卸料口—在排淤渣时

排水。 

分离器

船舰上，分离器是一些高效率燃料油分离系统的主要部分。

未经处理的燃油，被加热到所需的温度后，被连续地输送给

分离器，进行杂质清除。离心分离后，被净化的油被连续地

泵走，沉淀物和水等累积在分离器外围。 

JUMO eTRON M

电子式微动开关

型号：701060

JUMO 拧入式热电阻

J型接线盒

型号：902030

JUMO heatTHERM

表面安装温度开关

型号：60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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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储罐

油气储罐的温度及液位测量

在10bar的压力下，同时进行冷却，气体可被液化。由于温

度及压力应力对罐体材料的影响，罐体由特殊不锈钢制成并

与船体绝缘。通常高出甲板线一半的球罐是用来运输油或液

化气的。  

天然气在低温下的压力测量

容器中的压力必须连续不断地检测，因为压力值对于液压过

程十分重要。在极低的温度下监控容器中的压力，介质必须

被加热到气化线-40°C以上。JUMO dTRANS p20 DELTA 是
完美的选择。  

造船行业

RTD Temperature Probe

带 BV船级社认证

(Bureau Veritas法国船级社)

型号：903564

高精度压力开关

HNSPX-Ex-1 - HNSPX-Ex-2 "i"
和 "t"系列  

型号：405071

JUMO PROCESStemp

工业用隔爆铂电阻

型号：902820

JUMO dTRANS p20

带显示智能压力变送器

型号：403025

JUMO dTRANS p33

用于Ex防爆区域的压力变送器和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型号：404753

JUMO dTRANS p20 DELTA

隔爆差压压力变送器

带耐火外壳

型号：403023

加热冷却系统 发动机舱 水处理 压舱水管理系统 供热、通风和空调

单系统和双系统温度开关

带毛细管或护套

型号：605060



水处理

淡水对于船舶是至关重要的。船舶上水的处理方式有两种--储存或水处理方式--

有时需要要从海水中提取淡水。久茂的PH、电导率、压力和液位传感器支持水处

理工艺的同时能保证水的高品质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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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

JUMO tecLine CR

电导率电极

型号：202924

JUMO CTI-500

电磁电导率/浓度和温度变送器带开

关触点

型号：202755

JUMO tecLine Cl2

余氯传感器 

型号：202630

造船行业

反渗透之前的压力测量

海水脱盐设备中最重要的部件是反渗透单元（RO）。在反

渗透过程中，海水被高压推过半渗透膜。膜片就像一个过

滤器，只允许特定的离子和分子通过。由于海水有很高的盐

度，需要60bar到80bar压力。为了保证安全操作，一定要监

测反渗透之前的压力。JUMO MIDAS C18 SW 压力变送器是

明智的选择。  

污水处理

依据船舶尺寸，污水有两种处理方式，存储或在甲板上直接

处理。存储污水的容器会在港口通过适合的接收设备排放。

直接处理污水的船舶使用膜片或生物技术处理。所有系统中

都要使用液位测量设备，防止溢出。PH值和电导率可以用来

检查两种系统处理水前后的水质质量。我们设备可以完成水

和污水处理过程中的测量、控制、记录，显示所有的任务。     

0

JUMO MIDAS C18 SW

OEM 海水压力变送器

型号：401012

JUMO AQUIS touch S / P

多通道测量设备用于水质分析集成控制器和无纸

记录功能

型号：202580/202581

JUMO tecLine pH

复合电极

型号：201020

加热冷却系统 发动机舱 水处理 压舱水管理系统 供热、通风和空调



压舱水管理系统

游船、大型油轮、散装货船等排放废水或卸载货物后通常会使用大量的压舱水补

充，通常采自沿海海域。然后压舱水会在下一个需要装载货物的停靠港口排出。

压舱水中有动物，病毒或其它微生物。这些成分里面会包含不是本地的外来物种

会对水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生态和经济损失。压舱水的排放会引起外来物种入

侵，已在美国海域证实。引起的结果就是，压舱水的排放造成公众健康和环境风

险，也就意味着对于工业、渔业、农业，和旅游业上的经济损失。久茂会为您的

压舱水的处理上提供可靠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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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舱水管理系统

久茂表面安装温度开关

类型ATH-SE
型号：603031

造船行业

水箱的管理可以使用久茂的液位和温度传感器，以提供全面

的水箱控制和监测，适合所有船舶类型和离岸安装。 

久茂压力变送器JUMO MIDAS C18 SW或液位传感器JUMO MAERA 

F27可以监测油轮、散货船、客船、供给船、海上钻井平台

的液位。

控制系统（如JUMO mTRON）可以监测独立的参数（如液位、

压力、温度和流量）或报警。系统会控制阀门、泵、执行

器、电机和其它设备。用户界面可以调整适应任何应用或客

户的喜欢的布局。久茂也提供电导率传感器和余氯传感器，

测量压仓水的水质。  

JUMO MIDAS S05

OEM –通用

型号：401010

久茂拧入式 热电阻

带接头的探头符合DIN EN 175301
型号：902044

JUMO dTRANS AS 02

变送器/控制器用于温度和标准信号

型号：202552

JUMO MIDAS C18 SW

OEM 海水压力变送器

型号：401012

03031

JUMO tecLine Cl2

余氯传感器

型号：202630

JUMO CTI-500

电磁电导率/浓度和

温度变送器带开关触点

型号：202755

JUMO MAERA F27

液位测量探头

型号：404391

加热冷却系统 发动机舱 水处理 压舱水管理系统 供热、通风和空调



供热，通风，空调

HVAC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Conditioning/供热、通风、空调)与船舶密切相关

的基础功能

HVAC系统也称为气候调节。因为这些基础功能是保证室内和船舶舒适性的基本要素。 

HVAC系统主要用于调整温度、湿度和气流，保证这些因素在人的可接受范围之内。久

茂高品质测量设备是用以保证这些应用的理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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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MO frostTHERM AT

表面安装温度开关

型号：604100

JUMO MIDAS S06

压力变送器

型号：401011

JUMO safetyM STB/STW

温度限制器及温度监视器

型号：701150

JUMO safetyM STB/STW Ex

Safety Temperature Limiter and
Safety Temperature Monitor
According to DIN 14597
型号： 701150

JUMO mTRON T

测量、控制及自动化系统 

型号：705000 

久茂伸展式热电阻探头

带连接电缆

型号：902150

JUMO VIBROtemp

带接头的拧入市热电阻

型号：902040

造船行业

供热，通风，空调

供热对于保证足够的温度具有深远的意义尤其在寒冷的天气

条件下。有两种供热方式存在：局部供热和集中供热。后者

由于其经济性使用更为普遍。加热系统一般由火炉或锅炉、

热泵、散热器组成。   

通风，从另一方面说，是与空气流动相关的。通风能够排除

二氧化碳获得氧气保证人呼吸新鲜的空气，这是必须的。静

止的空气会传播疾病（通过空气病菌）和引起过敏。因此必

须保持空气的流通，尤其是在船舶的阁楼中。通风不足通常

促进细菌和真菌的生长,如霉菌,因为高湿度。     

空调系统 同通风一样要控制高温。有两种方式，可以使用分

离的系统或远程控制。然而，通风管道必须进行清洗，要不

然脏了以后会滋生病原体。回流的空气也容易受到化学的、

微生物和辐射的污染。   

加热冷却系统 发动机舱 水处理 压舱水管理系统 供热、通风和空调

00000

久茂表面安装温度开光

类型 ATH-SE
型号：603031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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