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Y-X
加油站液位量测管理系统

液化气探棒

显示器
控制器

加油机底盆传感器
双壁油罐测漏探棒
人井环保传感器

探棒

传感器及系统

FAFNIR – 质量及客户满意度
公司简介：
ＦＡＦＮＩＲ公司位于德国汉堡，拥有超过４５年的历史。
公司致力于研发及生产适用于各种液体的安全加
注设备、溢满保护解决方案、信号控制器和液位
连续测量解决方案等。
我们的核心业务是优化过程控制、增加成本效率
和改善环境及保护人员安全。
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迸发灵感并不断完善产品
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与客户之间的紧密并相互信任
的关系。

令您满意的质量：
为提供给所有客户始终如一的高品质产品，ＦＡＦ－
ＮＩＲ在多年前就符合ＩＳＯ９００１（ＥＮ ２９００１）的全面
质量管理体系。我们开发和制造防爆设备的专长
已由第三方机构认证。我们生产的所有产品，都
符合ＦＡＦＮＩＲ严格的质量要求。同时，我们完全符
合国际和欧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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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FNIR – 品质及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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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X

加油站液位量测系统及环保监测传感器

VISY-X 系统可以提供油罐内油
品的液位及储量等相关信息。
此外还涵盖了多种用于环保监
测的传感器。做为电子式量测
系统，它可以优化加油站的物
流管理，改善加油站的经济状
况，保护人员和环境免受污染。
通过整合水位监测，可确保油
品质量。与加油站收银系统一
起提供持续的油量监测和泄漏
监测。加上数据远程传输功能,
可成为多功能且高性价比的加
油站管理系统。

适用范围

ＶＩＳＹ－Ｘ 高精度液位量测系统是
专门为加油站应用开发的产品。
由于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亦
可作为用于一般工业行业用储
罐的油品监测管理系统。
ＶＩＳＹ－Ｘ既适合地下储罐，也适
合地上储罐。

部分系统产品
VISY-Stick,
VISY-Stick Sump,
VISY-Command,
VISY-RFT, VISY-Output

ＦＡＦＮＩＲ 技术优势
 采用高精度磁致伸缩测量原理
 数据远程传输功能



适于所有标准油品以及如
AdBlue添加剂

 不需保养维护
 提供专用接口，可与多种

收银系统连接
 加油站网络化管理

 一根探棒适用于所有油品

 持续显示油品信息

 所有与介质接触部件均采用高

 连续式水位监测

品质不锈钢材质

 可选用IFSF-LON总线技术
 可选用无线数据传输方式
 认证:

 进油量监测

４｜ＶＩＳＹ－Ｘ 油罐液位量测及环境传感器

 安装迅速简便

ATEX, NEPSI, IECEx,
UL, CPA, EPA,OIML

功能描述
ＶＩＳＹ－Ｘ系统由１至１６个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传感器和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控制箱构成。并可扩充选配其他硬件及软件
（例如环境传感器及Ｉ／Ｏ接口板）。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可以精准地读取油品液位、油品
温度和水位高度。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控制箱提供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传感器电源，基于内置的多种协议，使之能
与各种管理系统连接（ＰｏＳ／ＢＯＳ）。同时还有多种可选连接方式：连接计算机、显示器、调制解调器
和报警管理系统等。ＶＩＳＹ－Ｘ传感器还可与控制箱通过无线方式（ＶＩＳＹ－Ｘ ＲＦ）连接。

VISY-X System
打印机

VISY-Monitor
( 可视化软件 )

收银系统

VISY-View Touch
（触摸屏显示器）

VISY-Command
Ethernet Interface
（以太网口）

（控制箱）

VISY-Input
（输入接口）

VISY-Stick
（环境监测传感器）

VISY-Stick

（探棒）

VISY-Stick Flex

（柔性探棒）

VISY-Output
（输出接口）

系统构成
液位／环境传感器
磁致伸缩传感器
磁簧传感器

控制箱
VISY-Command 2/4/8/16

显示器
VISY-View Touch

软件
VISY-Monitor

VISY-Command GUI
VISY-Command RF

ＶＩＳＹ－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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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Stick

基于磁致伸缩原理的
液位及环境传感器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是经特殊设计的液位
及环境传感器，可提供高精度的
容量信息并检测渗漏。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探棒
螺纹安装式（左）
立管安装式（右）

功能描述
探棒采用磁致伸缩原理，在探
棒管内部有一根磁致伸缩线。
浮子内部有一组永久磁铁，其
磁场使磁致伸缩线沿轴向磁化。
借助传感器电路，沿磁致伸缩
线发射电流脉冲，从而在磁致
伸缩线周围产生一个环形磁场。

通过两个磁场叠加会产生一个
扭转脉冲，它沿磁致伸缩线传
递到传感器的顶端，其在顶端
转变成电子信号。
经过不同时间的测试，计算出浮
子位置和感应温度。

规格
探棒组成部分：
» 探杆： 不锈钢
» 探棒头： 不锈钢
» 螺纹接口＊：铜质
» （可调节探棒插入长度）
» 油品浮子： 不锈钢
» 水浮子： 不锈钢

ＦＡＦＮＩＲ的技术优势
 磁致伸缩式高精度探棒

 所有与介质接触部件均采用高

品质不锈钢材质
 精确测量油位、温度、水位

 免保养维护

 也适用于ＡｄＢｌｕｅ
 可选１＂浮子及螺纹接口
 可采用无线方式连接控制器

 持续自诊断
＊ 用于ＡｄＢｌｕｅ的螺纹接口的材质为
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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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Stick

技术参数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探棒
标准型：

» 温度

» 油品：

精度： ± ０．５ ｍｍ
可重复性： ± ０．１ ｍｍ
分辨率： ０．００１ ｍｍ
反应界限： ７５ ｍｍ＊
浮子： Ø 43 mm, 1½“
» 水

精度： ± ０．５ ｍｍ（≥５０ ｍｍ）
可重复性： ± ０．１ｍｍ
分辨率： ０．００１ ｍｍ
反应界限： ２３ ｍｍ＊
浮子： Ø 43 mm, 1½“
＊ 油品密度及其它浮子的位置
可以引起偏差

测量范围： －４０．．．８５ ℃
精度： ± １ ℃ （２０ ℃）
可重复性： ± ０．５ ℃
分辨率： ０．００１ ℃
» 安装接口
Ｒ 1½“ 螺纹接口
可任意调节高度
» 电气连接： Ｍ１２ 型插头
» 防护等级： ＩＰ６８
» 材质
３０４不锈钢（探杆），
３０３不锈钢（探棒头）
» 认证： ＡＴＥＸ、ＮＥＰＳＩ、ＩＥＣＥｘ、
ＵＬ－Ｂｒａｚｉｌ
» 认证：ＣＰＡ，ＯＩＭＬ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探棒
选购品：
» 立管式安装套件
» 无线传输套件（含电池组）
» １＂ 浮子套装
» 不锈钢螺纹接口

探棒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立管式安装）
Ø 47,2

Ｍ１２ 接头
１．棕 ＋
２．白 Ａ
３．蓝 －
４．黑 Ｂ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螺纹安装）
Ø 47,2

123

123

接地
固定辅助卡具 ３＂／４＂

黄铜螺纹部件
Ｒ 1½“ ＷＡＦ ５５
探棒杆

探棒长度

探棒长度

探棒头

Ø 12

油浮子

Ø 43 x 43

水浮子
Ø 43

防护环
单位ｍｍ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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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Stick Advanced

升级型探棒

高精度磁致伸缩液位传
感器及环保监测传感器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升级型探棒是精度最高的
液位传感器， 并适用于识
别泄漏。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升级型探棒
立管式安装（右）
螺纹式安装（左）

功能描述
探棒采用磁致伸缩原理，在
探棒管内部有一根磁致伸缩线。
浮子内部有一组永久磁铁，其
磁场使磁致伸缩线沿轴向磁化。
借助传感器电路，沿磁致伸缩

线发射电流脉冲，从而在磁致
伸缩线周围产生一个环形磁场。
通过两个磁场叠加会产生一个
扭转脉冲，它沿磁致伸缩线传
递到传感器的顶端。其在顶端

转变成电子信号。经过不同时
间的测试计算出浮子位置和温
度。为了测量出更精准的温度，
在升级型探棒管中装有分段式
温度传感器。

 借助温度传感器精

 可采用无线方式

ＦＡＦＮＩＲ的技术优势
 精确测量油位，

水位以及多点温度

准地测量温度

连接控制器
 认证： ＣＰＡ、ＥＰＡ，ＯＩＭＬ

 监测细微的液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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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Stick Advanced

？

VISY-Stick Advanced
升级型探棒
技术参数
规格
» 油品
精度： ± ０．２５ ｍｍ
可重复性： ± ０．０５ ｍｍ
分辨率： ０．００１ ｍｍ
反应界限： ７５ ｍｍ
浮子：φ５４ ｍｍ， ２＂
» 水
精度： ±０．５ ｍｍ（≥５０ ｍｍ）
可重复性： ± ０．１ ｍｍ
分辨率： ０．００１ ｍｍ
反应界限： ２３ ｍｍ＊
浮子：Ø 43 mm, 1½“
＊ 油品密度及其它浮子的
位置可以引起偏差

VISY-Stick Advanced

升级型探棒选购品
» 立管式安装套件
» 无线传输套件（含电池组）
» 不锈钢螺纹接口

» 温度

测量范围： －４０℃至 ＋８５ ℃
精度： ± ０．２ ℃（２０℃）
可重复性： ± ０．１℃
分辨率： ０．００１℃
» 安装接口

Ｒ 1½“ 螺纹接口可任意调节高度

» 电气连接： Ｍ１２型插头
» 防护等级： ＩＰ６８
» 探棒材质

３０４不锈钢（探杆），
３０３不锈钢（探棒头）
» 认证：
ATEX, NEPSI, IECEx, UL-Brazil
» 认证：ＣＰＡ、ＥＰＡ

探棒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升级型探棒
（立管安装）
Ø 47,2

Ｍ１２ 接头
１．棕 ＋
２．白 Ａ
３．蓝 －
４．黑 Ｂ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升级型探棒
（螺纹安装）
Ø 47,2

123

123

接地
（固定辅助卡具３＂／４＂）

黄铜螺纹部件
Ｒ 1½“ ＷＡＦ ５５
探棒杆

探棒长度

探棒长度

探棒头

Ø 12

油浮子
Ø 54

水浮子
Ø 43

防护环
单位ｍｍ

VISY-Stick Advanced –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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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Density Module
高精度密度测量模块

VISY-Density Module 测量模块
可以测量油品密度。可以加装在
VISY-Stick 升级型探棒上，而无
需另外单独安装探棒。安装有密
度测量模块的 VISY-Stick 升级型
探棒，可提供精准的油品信息、
油位报警、水位报警、温度报警
和油品密度信息。

配有ＶＩＳＹ－Ｄｅｎｓｉｔｙ的磁致伸缩探棒
立管式安装（右）
螺纹式安装（左）

功能描述
ＶＩＳＹ－Ｄｅｎｓｉｔｙ Ｍｏｄｕｌｅ＊基于浮
力定律。可以提供精准的油密
度信息，从而判断油品是否符

ＶＩＳＹ ＡＴＧ与ＶＩＳＹ－Ｄｅｎｓｉｔｙ将全
合法律标准和企业标准。产品
任何质量的变化，都可被察觉。 方位地帮助您管理珍贵的油品。
如需要，还可启动报警系统。
＊专利申请中

ＦＡＦＮＩＲ的技术优势
 持续的密度测试

无滞后现象
 与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升级型配合
实现测量密度功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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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Density Module

 紧凑型设计
 油品质量管理
 可识别罐底乙醇混合物

中的含水量

 可测定Ｅ８５至Ｅ１００油品中的

水含量

VISY-Density Module

VISY-Density Module
Ｍ１２
棕
白
黑
蓝

Ø 47,2

技术数据
精度
» 在 VISY-Stick 升级型上的
误差小于２ｇ／Ｌ
分辨率：０．１ｇ／Ｌ
» 温度范围：－４０℃至８５℃
尺寸：
直径：５０ ｍｍ
长度：１２９ ｍｍ

接头
＋
Ａ
Ｂ
－

123

接地

» 工作压力：

传感头

最高可达１６ ｂａｒ
» 传感器材质：

不锈钢 ３０４， ３１６ Ｔｉ

黄铜螺纹部件
Ｒ 1½“ ＷＡＦ ５５

探棒长度

探棒杆 Ø 12
油浮子

Ø 54 x 31

间隔衬套

VISY-Density
Ø 50 x 129

水浮子

Ø 43 x 40

防护环
单位ｍｍ

示例
VISY-Stick 5
mit Density

VISY-Density Module –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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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Stick Flex 柔性探棒
用于大型储罐液位测量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Ｆｌｅｘ柔性探棒是专为
大型储罐设计的液位及环境传感器。

功能描述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Ｆｌｅｘ柔性探棒安装
完毕后，波纹管会垂直固定，油
品浮子和水浮子能够自由地上下
移动。柔性探棒的工作基于磁致
伸缩原理。
磁致伸缩材料制作的导线，内置

于柔性管中。特殊设计的
传感器允许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Ｆｌｅｘ本身弯曲，使得包装
体积小且运输成本低。
另一个优势便是容易安装。
探棒底部的重锤使得探杆

保持完全垂直。重锤底部
的磁铁能确保探棒固定在
合适的位置。当磁铁吸附
在罐底时（安装后），能
避免探棒意外的移动。

ＦＡＦＮＩＲ的技术优势
 基于磁致伸缩原理的

高精度传感器
 测量油位、水位及温度

 基于波纹管形式的紧凑

包装，便于运输。
 传感器尾部的重锤可保证

 安装简便
 安装在储罐中时，盲区较低
 可连接 1½“＂螺纹接口

垂直安装
 可无线连接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ＲＦ
 探棒长度最长可达１５米

 传感器末尾的磁铁可以固

定探棒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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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Stick Flex

 免维护

？

VISY-Stick Flex
技术数据

VISY-Stick Flex
Ｍ１２
棕
白
黑
蓝

Ø 47,2

» 测量长度可达
15 m
» 油品

接头
＋
Ａ
Ｂ
－

精度： ± ２ ｍｍ
分辨率：０．０１ｍｍ
可重复性： ± ０．５ ｍｍ
反应界限： １８５ ｍｍ＊
浮子：φ ４３ ｍｍ， 1½“
»水
精度： ± ３ ｍｍ
可重复性： ± ０．５ ｍｍ
反应界限： １６０ ｍｍ＊
分辨率：０．０１ ｍｍ
浮子：φ ４３ ｍｍ， 1½“

123

接地

传感头
内六角螺丝
M6 x 10

( WAF 30)
固定螺栓

可
调
适
范
围

＊ 油品密度浮子和其他浮子的位置
会影响反应界限值

» 温度

黄铜螺纹部件

R 1½, WAF 55 *

测量范围： －４０ ．．．＋８５ ℃
精度： ± １．５℃
可重复性： ± ０．５℃
分辨率： ０．００１℃

不锈钢管 Ø 12

调整范围

» 安装接口

Ｒ１．５＂螺纹接口
可调高度范围为５００ ｍｍ

不锈钢波纹管 Ø 12

» 电气连接： Ｍ１２型连接头
» 防护等级： ＩＰ６８
» 探棒材质

外壳：不锈钢３０３
套管：不锈钢３０４
螺纹接口、重锤：黄铜
磁铁封装：导电塑料
波纹管、浮子：不锈钢３１６Ｔｉ
» 认证：

不锈钢管 Ø 12
油浮子 Ø 43

ATEX, IECEx, NEPSI

水浮子 Ø 43

选购配件：
电池供电的无线联接单元，
可连接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ＲＦ
不锈钢材质螺纹接口
不锈钢材质重锤

重锤
120

Ø 43

磁铁
Ø 34
＊如需其他材质，请联系我们

单位ｍｍ

VISY-Stick Flex –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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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Stick LPG 液化气探棒
适用于液化气的 ＶＩＳＹ－Ｘ 液位量测系统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ＬＰＧ 液化气探棒可以
提供液化气储罐的液位信息。附
带的丁苯橡胶浮子及稳压不锈钢
螺纹接头的这款探棒，是特别为
液化气储罐液位测量而设计的。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ＬＰＧ 液化气探棒
直接安装于储罐的型号

功能描述
沿磁致伸缩线发射电流
脉冲，从而在磁致伸缩
线周围产生一个环形磁
场。通过两个磁场叠加
会产生一个扭转脉冲，
它沿磁致伸缩线传递到

传感器顶端。其在顶端
转变成电子信号。经过
不同时间的测试计算出
浮子位置和温度。

 持续测量介质液位及温度

 两种安装方式： 直接安装或使

探棒采用磁致伸缩原理，
在探棒管内部有一根磁
致伸缩线。浮子内部有
一组永久磁铁，其磁场
使磁致伸缩线沿轴向磁
化，借助传感器电路，

ＦＡＦＮＩＲ的技术优势
 用于液化气的磁致伸缩探棒

（丁苯橡胶材质浮子， 稳压不
锈钢螺纹接头）

 完全融入ＶＩＳＹ－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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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１＂浮子

用安装套件．
 适用于所有尺寸及形状的槽罐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ＬＰＧ
液化气探棒
技术参数
标准规格：
» 介质
精度： ±２ ｍｍ
可重复性： ±０．５ ｍｍ
分辨率： ０．００１ ｍｍ
反应界限： １２０ ｍｍ
浮子： Ø ４３ ｍｍ，1½“
» 温度

测量范围： －４０ ．．．＋８５℃
精度： ± １℃
可重复性： ± ０．５℃
分辨率： ０．００１℃

» 安装接口

½“ ＮＰＴ不锈钢螺纹接口
可任意调节高度
» 电气连接
Ｍ１２ 型连接头
» 防护等级： ＩＰ６８
» 探棒材质
不锈钢３０４（探杆）
不锈钢３０３（探棒头）
» 认证：
ATEX, NEPSI, IECEx, UL-Brazil
» 认证：ＣＰＡ，ＯＩＭＬ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ＬＰＧ
液化气探棒
选购品
» 无线传输套件（含电池组）
» ＬＰＧ 安装套件
» 1½“ ＮＰＴ不锈钢螺纹接口
» １＂油品浮子

VISY-Stick LPG

Ø 47,2

Ｍ１２
棕
白
黑
蓝

接头
＋
Ａ
Ｂ
－

123

接地
传感头

不锈钢螺纹接口ＮＰＴ ３／４＂

探棒长度

稳压ＮＰＴ 1½“ 螺母

探棒杆 Ø １２Ｘ１

油品浮子

Ø 40 x 120

防护环
单位ｍｍ

VISY-Stick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ＬＰＧ －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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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ＰＧ安装套件
该安装套件（可选）由一个带法
兰和特制ＬＰＧ 浮子的套管组成。
先将安装套件安装在储气罐后，
再将不带浮子的探棒放入套管
内并旋紧。日后更换探棒时，
无需打开储气罐。探棒在储罐
内处于无压环境。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ＬＰＧ 探棒
用ＬＰＧ安装套件安装在储气罐内，
探棒更换无需打开或清空储气罐。

ＬＰＧ 安装套件
螺纹 Ｇ １／２
耐石油气焊接
法兰 ＤＮ ５０ ＰＮ ２５
ＤＩＮ ２５２７ 形式 Ｂ

套管

Ø 16 x 1.5

安装长度

Ø 16

Ø 40

Ø 28

浮子 Ø 40 x 120
材质：丁苯橡胶

防护环
单位ｍ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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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ＰＧ安装套件

ＬＰＧ可调节安装套件
ＬＰＧ可调节安装套件，包含：
带有ＬＰＧ浮子的套管和３／４＂
ＮＰＴ环形螺纹接口。

ＬＰＧ可调节安装套件：
用于安装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ＬＰＧ

ＬＰＧ可调试安装套件
功能描述
ＬＰＧ可调节安装套件，
由以下部分组成：带
ＬＰＧ浮子的套管和３／４＂
ＮＰＴ环形螺纹接口。
安装套件长度可以调节，
还可安装环形螺纹接口。
使用安装套件时，套管
安装无需确切的安装尺
寸。套管长度可以现场
缩短。
液位传感器装入并固定
在套管上。这样，传感
器不位于压力环境下，
且无需释放油罐内压力
即可以随时进行替换。

不锈钢材质
探棒固定接口
插接式连接器
３／４＂ＮＰＴ不锈钢材质

探棒长度

套管直径Ø 16 x 1,5
套管长度根据需要确定
不锈钢材质

浮子 Ø 40 x 120
材质：丁苯橡胶

防护环
mm

ＦＡＦＮＩＲ技术优势
 安装长度

可自行确定




 无需预先了解

安装长度



可现场缩短
安装过程仅需
空罐一次
减少劳动力

 有效节省成本
 安装简单
 无需维修

ＬＰＧ可调式安装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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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Stick Interstitial
双壁油罐测漏探棒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
双壁油罐测漏探棒是一种壁
间传感器。他可快速识别泄
漏，适用于壁间为测漏液体
（如盐水、乙二醇）的双壁
油罐。如果壁间液位超出给
定范围，将发出报警。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
螺纹安装式（左）
立管安装式（右）

功能描述
沿磁致伸缩线发射电流
脉冲，从而在磁致伸缩
线周围产生一个环形磁
场。通过两个磁场叠加
会产生一个扭转脉冲，
它沿磁致伸缩线传递到

探棒采用磁致伸缩原理，
在探棒管内部有一根磁
致伸缩线。浮子内部有
一组永久磁铁，其磁场
使磁致伸缩线沿轴向磁
化，借助传感器电路，

传感器顶端。其在顶端
转变成电子信号。经过
不同时间的测试计算出
浮子位置和温度。

ＦＡＦＮＩＲ技术优势
 持续测量液位



泄漏时持续报警

 安装快速简便，

节省成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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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Stick Interstitial

VISY-Stick Interstitial
技术参数
产品规格
» 精度： ± 0.5 mm;
可重复性 : ± 0.1 mm;
: 0.1 mm;
分辨率
反应界限 : 40 mm;
浮子 : Ø 43 mm, 1½“
» 温度
测量范围：
- 40 ° C 至 + 85 °C;
精度 : ± 1 °C;
可重复性 : ± 0.5 °C;
: 0.1 °C
分辨率

VISY-Stick Interstitial
选购件
» 立管式安装
» １＂浮子安装套件
» 不锈钢螺纹接口

» 安装接口
R1½ 螺纹接口

可任意调节高度
» 电气连接
M12 型连接头
» 防护等级 : IP68
» 传感器材质

３０４不锈钢（探杆）
３０３不锈钢（探棒头）
» 认证
ATEX, NEPSI, IECEx, UL-Brazil

VISY-Stick Interstitial

Ø 47,2

M12

接头
棕色
白色
黑色
蓝色

+
A
B
-

123

接地
立管安装套件

( 固定辅助卡具 “3“/4 )

探棒头

探棒长度

不锈钢探杆 Ø 12

介质浮子

Ø 43 x 43

防护环
单位 mm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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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Stick Sump
加油机底盆和人井传感器

应用于加油机底盆和人井的泄漏
检测。传感器能识别出加油机底
盆和人井的液体，并能快速准确
地区分水和油品。

加油机底盆和人井传感器
（蓝色用于人井，红色
用于加油机底盆）以及
安装套件

功能介绍
探棒采用磁致伸缩原理。
在探棒管内部有一根磁
致伸缩线。浮子内部有
一组永久磁铁，其磁场
使磁致伸缩线沿轴向磁
化，借助传感器电路，

沿磁致伸缩线发射电流
脉冲，从而在磁致伸缩
线周围产生一个环形磁
场。通过两个磁场叠加
会产生一个扭转脉冲，
它沿磁致伸缩线传递到

传感器顶端。其在顶端
转变成电子信号。经过
不同时间的测试计算出
浮子位置和水位，输出
油品报警和解除报警。

ＦＡＦＮＩＲ技术优势
 持续监测加油机

底盆和人井的水位及油位
 油位报警及水位警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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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Stick Sump

 无需其他电缆，

可与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和ＶＩＳＹ－Ｒｅｅｄ Ｓｕｍｐ
一起在ＶＩＳＹ传感器
总线上并行运行



封闭式结构设计
防止污染



配备防修改装置

www.fafnir.com

技术参数

VISY-Stick Sump

标准规格
» 油品
精度 : ± 1 mm;
可重复性 : ± 0.1 mm;
分辨率：
仅产生警报
反应界限：
水上 35 mm *;
浮子 : Ø 54 mm
» 水
精度 : ±2 mm;
可重复性 : ± 0.5 mm

»

分辨率 : 1 mm;
反应界限 : 66 mm*;
浮子 : Ø 54 mm

»
»

* 产品密度及其他浮子的位置

防护等级 : IP68
传感器材质
３０４不锈钢（探棒杆）
铝（探棒头，防护套管）
聚酰胺（尼龙）６
认证

可能会造成测量结果差异

»

» 温度

测量范围
- 40 °C 至 + 85 °C;
精度 : ± 1 °C;
可重复性 : ± 0.5 °C;
分辨率 : 0.1 °C
» 电气连接
M12 连接头

ATEX, NEPSI, IECEx, UL-Brazil

VISY-Stick Sump

选购件

» 安装套件

VISY-Stick Sump
VISY-Stick Sump
M12

接头
+
棕色
白色
A
B
黑色
蓝色 -

安装套件

接地
ca. 60

ca. 102

Ø 47,2

VISY-Stick Sump

传感器罩
蓝色用于人井，
红色用于加油机底盆
VISY-Stick Sump

螺纹杆Ｍ８
长度：２５０ｍｍ

425

卡圈

固定卡箍
（现场安装）

Ø 65

单位

in mm

VISY -Stick Sump －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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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Reed Interstitial
双壁罐壁间测漏

ＶＩＳＹ－Ｒｅｅ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双壁
罐测漏传感器能检测到双壁油
罐壁间存在的液体。液位受到
监测，当超过临界点时，就会
引发警报。
ＶＩＳＹ－Ｒｅｅ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壁间
测漏传感器有“干、湿”两种
型号，分别适用于干式壁间和
含液体壁间的双壁油罐。

VISY-Reed
VISY-Reed

功能描述
ＶＩＳＹ－Ｒｅｅ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
双壁罐测漏传感器将基于
簧片触点的简易浮子开关
与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接口相连。
浮子随着液位的上升而上

浮，通过磁铁打开探棒内
部的簧片开关，从而发出
警报，并传送至ＶＩＳＹ－Ｃｏｍ
ｍａｎｄ控制箱。由于所需功
耗低，不同类型的ＶＩＳＹ－

干型双壁罐测漏传感器（左）
湿型双壁罐测漏传感器（右）

Ｒｅｅｄ感应器能在ＶＩＳＹ－
Ｓｔｉｃｋ使用的同一ＶＰ板上
的单一通道运行。

ＦＡＦＮＩＲ技术优势
 结构坚固
 铜制外壳，

不锈钢浮子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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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Reed Interstitial

 无需其他电缆，

直接与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和ＶＩＳＹ－Ｒｅｅｄ Ｓｕｍｐ
并行运行。

 反应界限为３０ｍｍ

（ＶＩＳＹ－Ｒｅｅｄ干型壁间感应器）


测量范围２６０ｍｍ
（ＶＩＳＹ－Ｒｅｅｄ湿型壁间感应器）

技术参数
VISY-Reed Interstitial
» 油品

油位反应界限（干型）：
约３５ｍｍ
水位反应界限（干型）：
约３０ｍｍ

测量范围（湿型）
约３０＾２９０ｍｍ
» 浮子：不锈钢 Ø 26 mm

» 防护等级 : IP68
» 传感器材质

» 电气连接：４芯线缆

»

不锈钢／铜
认证 : ATEX, IECEx
ＵＬ－Ｂｒａｚｉｌ，ＮＥＰＳＩ

VISY-Reed Interstitial

VISY-Reed Interstitial

VISY-Reed Interstitial

干型

湿型

线缆长度 5000 mm
标签：

VISY-Reed Interstitial 干型，白色
VISY-Reed Interstitial 湿型，白色

四芯线缆
棕色 +
白色 A
黑色 B
蓝色 –
接头（铜）
Ø 46

Ø 46

ca. 48

ca. 48

125

探杆（不锈钢）

浮子（不锈钢）

探杆（不锈钢）

ca. 385

125

外壳（铜）

浮子（不锈钢）

单位： mm

VISY-Reed Interstitial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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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Reed Sump

监测人井和加油机底盆

ＶＩＳＹ－Ｒｅｅｄ Ｓｕｍｐ能探测
加油机底盆和人井中存
在的液体。监测液位，
一旦液位超过临界点，
就会发生警报。

ＶＩＳＹ－Ｒｅｅｄ传感器为监测液
体提供了成本低且简单可靠
的方案。

VISY-Reed Sump:

蓝色用于人井监测
红色用于加油机底盆监测

功能描述
ＶＩＳＹ－Ｒｅｅｄ Ｓｕｍｐ将基于
簧片触点的简易浮子开
关同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的接
口相连。浮子随着液位
的上升而上浮，通过磁

块打开探棒内部的簧片
开关，从而发出警报，
并传送至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控制箱。
由于所需功耗低，不同

类型的ＶＩＳＹ－Ｒｅｅｄ传感器
能在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使用的
同一ＶＰ板上的单一通道
运行。

ＦＡＦＮＩＲ技术优势
 结构坚固
 铜制外壳，

不锈钢浮子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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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Reed Sump

 无需其他电缆，直接与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和

ＶＩＳＹ－Ｒｅｅ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 并行运行。

VISY-Reed Sump
技术参数

» 电气连接

» 油品

油位反应界限：
约：35 mm
水位反应界限
约：30 mm
不锈钢浮子 Ø 26 mm

»
»
»

４芯线缆
防护等级 : IP68
探棒材质：不锈钢／铜
认证 : ATEX, IECEx
ＮＥＰＳＩ，ＵＬ－Ｂｒａｚｉｌ

VISY-Reed Sump

线缆长度 2000 mm

标签：
蓝色VISY-Reed Sump 用于人井
红色VISY -Reed Sump 用于加油机底盆
四芯线缆

棕色
白色
黑色
蓝色
接头（铜）

+
A
B
–

125

外壳
镀镍铜

不锈钢探棒杆
不锈钢浮子

Ø 60

单位 in mm

VISY-Reed Sump –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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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Command
控制箱

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控制箱，
包括为探棒和控制箱
供电的本安电源，并
配备多个端口，可随
时提供实时测量数据。

VISY-Command 控制箱

ＦＡＦＮＩＲ技术优势
 通过免费的 VISY-Setup 软件

 模块化设计, 灵活搭配

 通过以太网进行通讯

 便于加装和改装

 产品终生提供免费固件升级
服务

 安装迅速简单

 提供简便免费的软件进行固

 可选: 与探棒进行无线通讯

可以方便的进行配置

 兼容IFSF-LON
 可采用无线方式连接控制器

26 VISY-Command

件升级

功能描述
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控制箱采用模块
化设计。内部使用ＤＩＮ－导轨安装
标准模块，可以简便加装改装。
控制箱基本型号为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８和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１６，即配备８个
探棒接口的控制箱或１６个探棒接
口的控制箱。
每个接口可以最多接３种不同的液
位探棒，如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标准型探
棒，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
双壁油罐传感器及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
双壁油罐传感器和 ＶＩＳＹ－Ｓｔｉｃｋ
Ｓｕｍｐ加油机底盆和人井传感器。
另外还有无线通讯方式的控制箱
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ＲＦ，它可以通过
无线的方式连接最多１６个传感器
探棒。

27 VISY-Command

探棒是由控制箱来供电的。控制
箱从探棒接收测量数据，传送并
保存到上级管理系统（如收银系
统，加油站控制中心，电脑软件
ＶＩＳＹ－Ｍｏｎｉｔｏｒ加油站监测软件）
数据的传输采用当前流行的如以
太网或ＩＦＳＦ－ＬＯＮ等）。
除此之外，控制箱的扩展接口可
以连接多个外接ＶＩＳＹ－Ｖｉｅｗ数据
显示器（比如方便加油车查看的
和安装在办公室内的），工作人
员可以随时通过数据显示器进行
操作。控制箱本身可以采用成本
很低的布线方式（如配电区或地
下室）。整个探棒布线设计不需
要穿过整个建筑物，安装到一个
良好无障碍的地方（如办公室），
这种方式对于含显示器的液位仪
系统而言是一个优势。
通过可选接口ＶＩＳＹ－ＩＣＩ ４８５可以
连接多个ＶＩＳＹ－输入／输出单元。
实现了对外接报警系统的数据读
取（如油分离器）或通过继电器
的报警输出。

通过控制箱独立的串口，ＶＩＳＹ－
Ｓｅｔｕｐ安装软件可以对控制器进
行配置。由此可以在整个操作过
程中进行几乎所有的维修和诊断
工作。不需要关闭单独的部件，
加油站的运营也不会受到影响。
ＶＩＳＹ－Ｓｅｔｕｐ安装软件是免费的，
它实现了通过笔记本电脑形式，
快速方便的直接配置，也提供通
过调制解调器或者串行以太网转
换器（比如ＳＴＥＣ－１Ｒ）的远程配
置。

技术参数
VISY-Command

控制箱尺寸：

8 个探棒接口及RF无线版
16个探棒接口
h 300 x w 300 x d 125 [mm] h 300 x w 400 x d 175 [mm]

IP20

防护等级：
重量：

5,7 kg
0 °C 至 40 °C

工作温度：

230 V, ± 10 %, 约 15 VA 或
23 VA (VISY-Command 16)

供电电源

７段状态显示

内置显示器：
可连接探棒数量：
主机接口 (RS232 /RS485)
– IFSF-LON模块
－ 以太网模块（ＭｏｘａＮＰｏｒｔ５１１０）
– 以太网模块STEC-1... 远程巡检
– 调制解调器远程 巡检
服务接口 (RS232)
– 调制解调器远程维护
-以太网模块STEC-1... 远程维护

9,7 kg

2, 4, 8

16

标准件
可选件
可选件

(1)

可选件

(1)

(1)

标准件
可选件 (1)
可选件 (1)

扩展接口(RS485)
– VISY-Output (继电器输出)
– VISY-View Touch
VISY-ICI 485 模块
– VISY-Output (继电器输出)
– VISY-Input (数字开关输入)

标准件
可选件

打印机

可选件 (3) ( 外接 )*

可选件
可选件
可选件

(2)

(2)
(2)

* 只连接于VISY-View 数据显示器

功能

收银系统和油站控制系统的通讯

标准件

自动进油监测

标准件

自动油罐校正

可选件

(4)

损失监控

标准件

(5)

库存，进油和报警历史数据
（１）在每个接口处可另外使
用一种可选产品
（２）在每个接口处可另外同
时使用多种可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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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件 (5)
（３）与ＶＩＳＹ－Ｖｉｅｗ数据显示
器相连接
（４）与ＶＩＳＹ－Ｍｏｎｉｔｏｒ油站监
测软件和相应的收银系
统／自动加油机相连接

（５）与ＶＩＳＹ－Ｍｏｎｉｔｏｒ油站监
测软件相连接
（６）与相应的收银系统／加
油机相连接

www.fafnir.com

date of issue 11.12 Subject to technical change

VISY-Command

VISY-Command GUI
控制箱

 通过邮件持续发送报警信息
 通过邮件实时发送每日汇报
 静态测漏

VISY-Command GUI

配备打印机

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ＧＵＩ为探
棒和测量分析单元提供
本安电源。多个端口保
证实时数据的接收。
配备５．７寸彩色触摸屏
的集成显示部件提供并

显示当前测量值并以表
格形式报告。
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ＧＵＩ信息
显示结构清晰，操作简
单。最重要的功能：触
摸屏能实时，直接显示

油罐液位和报警信息。
操作员仅需触摸油罐图
形或功能键即能提取详
细信息。

ＦＡＦＮＩＲ技术优势


一根线缆，一个接口
可连接三种探棒



图形显示油罐内
的实时状况



可视化油罐含量显示，
并提供有用的附加数据
如剩余空间等

 以公升为单位显示实际

油罐容量及温度补偿后
的容量

 可通过以太网通讯

 油品温度及水位显示

可使用免费软件
进行固件升级
 集成报警信号

 模块化设计，结构灵活



探棒数据可通过无线方式
传输至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ＧＵＩ



可选打印机



 便于升级和改装
 通过免费的ＶＩＳＹ－Ｓｅｔｕｐ

软件进行精确设置。
 启动简单

VISY-Command 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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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
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Ｇｕｉ使Ｆａｆｎｉｒ探棒
传输的数据可视化。能显示所有
油罐相关信息（油罐编号和油品
名）、油品信息（液位、水位、
温度）以及其他附加信息（如剩
余空间）。显示的油罐信息为最
新且随时可以提取。

数据管理
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ＧＵＩ主要
通过５．７＂寸彩色触摸屏
界面进行操作。
在选择功能键大小时，
参考了人体工程学原理。

» 油罐内油品体积
» 温度补偿体积
» 油品温度
» 剩余空间
» 油罐和油品名称
» 水位

如有需要，所有显示的
油罐信息都能通过内置
的打印机打印，还能选
择报警信息强制打印。
油罐报警时会发出报警
声。

»

多油罐显示（最多１６个罐）

»

报警信息及记录

»

历史记录（进油数据和警报）

»

进油数据和报警数据归档数据库

技术参数
VISY-Command GUI

控制箱尺寸

８个探棒接口及ＲＦ无线版
h 300 x w 300 x d 175

h 300 x w 400 x d 175

[mm]

操作温度
供电电源
内置显示器
可连接探棒数量

[mm]

IP20

防护等级
重量

１６个探棒接口

6,7 kg

10,7 kg
0 °C 至 + 40 °C

230 V, ± 10 %,

约 50 VA

5.7“ TFT 触摸屏
2,4, 8 或 16

主机接口 (RS232 / RS485)
以太网 模块 (MoxaNPort5110)
远程巡检
－
调制解调器远程巡检

标准配置
可选件

服务端口 (RS232 )
－
调制解调器远程维护

标准配置
可选件

扩展接口 (RS485)
－
数据显示器
（夜视开关）

标准配置
可选件

–

VISY-ICI 485 模块

－ ＶＩＳＹ－输出（继电器输出）
－ ＶＩＳＹ－输入（数字开关输入）
打印机

可选件

可选件
可选件
可选件
可选件

功能
VISY-Command GUI

收银系统和加油站控制系统的通讯
自动进油监测
静态测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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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配置
标准配置
标准配置

VISY-RF 无线液位仪系统

为ＶＩＳＹ－Ｘ系统提供无线解决方案

VISY-Command RF
VISY-Command GUI RF

外接天线
VISY-RFT 组件

ＶＩＳＹ－ＲＦＴ模块（无线数据转换器）
将探棒收集到的油罐数据以无线
方式传输到控制箱测量分析单元

一般来说控制箱有一根天线，
根据需要可以增加天线数量

ＦＡＦＮＩＲ技术优势
 与ＶＩＳＹ－Ｘ所有部件兼容

 电池寿命长
 数据精确性高

 安装和设置简单

VISY-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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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ＶＩＳＹ－ＲＦ无线液位仪系统
适用于布线有难度或布线
成本太高的地方。

这样，使用无线电技术就能
体现其优势，无需任何挖掘
布线工作。

无线系统适用于所有的
地上储罐和地下储罐。

技术参数
VISY-Command RF / VISY-Command GUI RF

控制箱尺寸

１６个探棒接口
h 300 x w 300 x d125/ 175 [mm]

防护等级

IP20

重量

6,7 kg

操作温度

0 °C 至 + 40 °C

供电电源

230 V, ± 10 %, ca. 50 VA

内置显示器

5,7“ TFT 触摸屏 *

可连接探棒数量
主机接口 (RS232 / RS485)
– 以太网模块 (MoxaNPort5110)
远程巡检
－ 调制解调器远程服务
服务端口 (RS232)
－调制解调器远程维护
扩展接口 (RS485)
– VISY-View Touch 触摸显示器
– VISY-View Night 触摸显示器
VISY-ICI 485 模块
－ ＶＩＳＹ－Ｏｕｔｐｕｔ（继电器输出）
－ ＶＩＳＹ－Ｉｎｐｕｔ （数字开关输入）
打印机

16

标准配置
可选件
可选件
标准配置
可选件
标准配置
可选件
可选件
可选件
可选件
可选件
* VISY-Command GUI RF

VISY-RFT 模块

控制箱尺寸

h 82 x w 80 x d 55 [mm]

防护等级

IP68

操作温度

- 20 °C 至 40 °C

传输频率
传输范围（视线）
电池寿命

433 MHz

最大 . 250 m
发送间隔５分钟一次则为８年
发送间隔１分钟一次则为４年

功能
VISY-Command GUI 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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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收银系统和油站控制系统通讯

标准配置

自动进油监测
静态测漏

标准配置

VISY-RF – 技术参数

标准配置

-

VISY-VPI

探棒电源接口模块

VPI

ＶＰＩ 供电器

ＶＰＩ（电源接口模块）为探
棒和高级系统（Ｍａｓｔｅｒ）提供
通讯接口，支持两种协议，
便于向探棒发送指令。响应
分别转发至每个独立的探棒。

３２个ＶＰＩ最多可接１０２４根探棒。
探棒必须和ＶＰＩ进行连接。ＶＰＩ
的安装环境必须是安全的，无
潜在爆炸威胁。ＶＰＩ模块为ＤＩＮ
导轨安装设计，配有８个本安
探棒终端。

根据连接的探棒数量的不同，
至多可将３２个电源接口模块
并联在一起。

* 可支持以下协议：

１，ＦＡＦＮＩ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 Ｄｅｖｉｃｅ Ｐｒｏｔｏｃａｌ（ＵＰＤ）
２，Ｈ Ｐｒｏｔｏｃａｌ

ＦＡＦＮＩＲ技术优势
 每个ＶＰＩ模块配有８个本安

探棒终端。
 最多可并联３２个ＶＰＩ模块

即２５６个探棒终端
 一个探棒终端能支持

４根探棒。

 本安电源供电
 通过ＲＳ４８５被动通信
 可使用商用电源装置供电

 一个Ｆａｆｎｉｒ ＶＰＩ供电器可给

两个ＶＰＩ供电
 ＤＩＮ导轨安装

-

无需其他配件
 免维修

VPI-VISY 电源接口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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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View Touch
ＶＩＳＹ－Ｘ液位量测可视化触摸屏

警
报告
持续报
子邮件 通过邮件发送
电
过
可通
时间
预设的
在每天
漏
静态测

ＶＩＳＹ－Ｖｉｅｗ Ｔｏｕｃｈ

适用范围
ＶＩＳＹ－Ｖｉｅｗ是ＶＩＳＹ－Ｘ液位
量测系统的数据显示设备。

是加油站油品管理的可视
化系统和工作平台。

另外，该显示器特别适合于
加油车司机在加油站卸油前
确认油罐的油量。

ＦＡＦＮＩＲ技术优势
 随时了解加油站油品情况

 显示油品温度和水位

 可视化显示油罐存量

 与控制箱数据分析系统

ＶＩＥＷ－Ｖｉｅｗ Ｔｏｕｃｈ

相关有用信息
 以“公升”或“加仑”

显示油量

34

|

VISY-View Touch

 如有需要，可连接多个

通讯
 可选连接打印机


可显示多种历史数据

 可作加油车显示器
* 可连接ＶＩＳＹ－Ｖｉｅｗ 夜视开关

产品特性
可显示以下油罐内容：
» 以公升或加仑显示油量
» 油品温度
» 温度补偿油量
» 剩余空间
» 油品／底盆密度
» 油罐和油品名称
» 水位
» 水位和油品报警
» 所有油罐的进油记录
» 环境监测传感器报警
» 无线版本的附加信息

技术数据
VISY-View Touch
» 尺寸
h 205 x w 230 x d 80 [mm]
» 显示

嵌入式微机，带５．７＂彩色触摸
屏和ＶＩＳＹ－ＳｏｆｔＶｉｅｗ应用软件
» 电源插头：12 VDC
» 周围环境温度
0 °C 至 + 40 °C
» 输入 : 1 x RS485

配套包括
» 显示器
» 电源插头

配件

» 热敏式打印机
» 支架
» ＶＩＳＹ－Ｖｉｅｗ Ｔｏｕｃｈ 夜视开关

连接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控制箱
» 输出
1 x RS232 ( 打印机输出 )
» 防护等级 : IP20

» 静态测漏

VISY-View Touch -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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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

ＶＩＳＹ－Ｖｉｅｗ Ｔｏｕｃｈ专用打印机
（黑色和白色可选）

适用范围
打印机可连接到ＶＩＳＹ－Ｖｉｅｗ
Ｔｏｕｃｈ显示器上，可以打印
当前油量、卸油数据及报
警信息。

技术数据
打印机
» 尺寸
ｈ 90 x ｗ 100 x ｄ 191 [mm]
» 环境温度
0 °C 至 + 40 °C
» 电源
100 至 240 VAC ,
50 至 60 Hz 通过交流整流器
» 打印方式

热敏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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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

» 打印纸更换

易装纸
» 纸张大小 : 58 mm ± 0.5 mm
» 纸卷直径
最大 . 60 mm
» 通讯
通过 RS-232

与ＶＩＳＹ－Ｖｉｅｗ Ｔｏｕｃｈ显示器连接

VISY-Input
外部报警输入模块

VISY-Input:

八输入模块

适用范围
ＶＩＳＹ－Ｉｎｐｕｔ为８个输入口的输
入模块，安装在防护等级ＩＰ
６６的外箱中。它将外部报警
输出和ＶＩＳＹ－Ｘ液位量测系统
连接在一起。

外部系统发送的报警信号
可通过ＶＩＳＹ－Ｉｎｐｕｔ模块传
入ＶＩＳＹ－Ｘ液位量测系统。

实现在同一个位置显示不同
监测系统监测到的报警数据。
通过一根通信电缆实现与ＶＩＳＹ
－Ｘ液位量测系统的连接。

ＦＡＦＮＩＲ技术优势
 安装地点灵活
 与ＶＩＳＹ－Ｘ液位仪系统

的连接成本低

 可通过ＶＩＳＹ－Ｓｅｔｕｐ软件

轻松设置
 通过ＶＩＳＹ－Ｘ系统实现外部

 ＬＥＤ清晰显示状态信息
 ＶＩＳＹ－Ｘ系统最大可连接８个

ＶＩＳＹ－Ｉｎｐｕｔ输入模块。

报警集中显示

VISY-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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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VISY-Input
» 尺寸
ｈ 60 x ｗ 180 x ｄ 130 [mm]

（不含电缆密封套）
» 环境温度
0 °C至 + 40 °C
» 防护等级 : IP66
» 通讯
1 x RS485
2 x RS232（可选件）
* 此模块不能连接无线

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ＲＦ及
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 ＧＵＩ ＲＦ

» 显示
2 x 供电 LED,
1 x 状态 LED,
2 x 报警 LED,
8 x 继电器 LED
» 输入

８个输入，可选择设置为
电压输入或继电器触点
输入。

» 电压输入

输入电压范围：
５Ｖｄｃ（约１毫安）－
２４ Ｖｄｃ（约７毫安）
具有极性接反保护
» 继电器输入

内部供电１２Ｖｄｃ
通过继电器的电流量
约为１０毫安。
» 供电电源
230 VAC ± 10 %, 50 to 60 Hz,
≤ 4 VA

（通过ＩＣ ４８５模块连接输入／输出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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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Output
八继电器输出模块

VISY-Output:

八输出模块

适用范围
ＶＩＳＹ－Ｏｕｔｐｕｔ输出模块带８个
继电输出，封装在防护等级
为ＩＰ６６的外壳内，将油罐液
位测量ＶＩＳＹ－Ｘ系统及外部安

全装置和报警器连接在一起。
ＶＩＳＹ－Ｘ系统监测出的不同报警
信号可定义分配到各继电器输
出。

可通过一根通信电缆实现与ＶＩＳＹ－Ｘ
系统的连接。

 可通过ＶＩＳＹ－Ｓｅｔｕｐ软件

 ＬＥＤ清晰显示状态信息
 最多可接８个ＶＩＳＹ－Ｏｕｔｐｕｔ

ＦＡＦＮＩＲ技术优势
 安装位置灵活
 与ＶＩＳＹ－Ｘ连接成本低

轻松设置
 定义分配报警到各继电器

到ＶＩＳＹ－Ｘ液位量测系统

VISY-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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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VISY-Output
» 尺寸
ｈ 60 x ｗ 180 x ｄ 130 [mm]

（不含电缆密封套）
» 环境温度
0 °C 至 + ４０℃
» 通讯
1 x RS485 （通过ＶＩＳＹ－

ＩＣＩ４８５模块连接至控制箱）
2 x RS232 （可选件 )

» 显示：
1 x 供电 LED,
1 x 状态 LED,
8 x 报警 LED,
8 x 继电器 LED
» 输出：

８个继电器
每个配备转换触头
负荷能力
交流电压 : U eff ≤ 250 V,
cos ϕ ≥ 0,7, Ieff ≤ 3 A,
Peff ≤ 300 VA;

直流电压：
U ≤ 24 V, I ≤ 2 A, P ≤ 50 VA
» 电源
230VAC ± 10 %, 50 to 60 Hz,
≤ 4 VA

（通过ＩＣ ４８５模块连接输入／输出设施）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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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Y-Monitor
管理软件

ＶＩＳＹ－Ｍｏｎｉｔｏｒ是用于监测并记录
油站及油库数据的管理软件。
它将油罐数据可视化并提供数据
管理工作平台。

VISY-Monitor

软件应用

ＦＡＦＮＩＲ 技术优势
 图形化持续显示油品信息

 以数字和图表形式显示

历史数据
 舒适的图形化信息及

实用的附加数据，如
油罐剩余空间等。
 以升为单位显示油量
 显示油品温度和水位






自动校罐
损益分析
自动泄露监测
自动枪罐对应
 静态测漏和动态测漏
 与控制箱通讯

 与总部管理软件ＶＩＳＹ－Ｔａｎｋ以

以太网方式连接
 ３个分开的通道分别连接

不同的油罐测量系统
 支持大多数的油罐测量系统
 操作环境：Windows NT / ２０００／
XP / Vista / Win7

VISY-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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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描述
ＶＩＳＹ－Ｍｏｎｉｔｏｒ软件使所有油品
信息一目了然。ＶＩＳＹ－Ｘ液位量
测系统（探棒和控制箱）油品
信息被传送到控制器或电脑上
并通过ＶＩＳＹ－Ｍｏｎｉｔｏｒ软件图形
化显示。
ＶＩＳＹ－Ｍｏｎｉｔｏｒ软件可显示多种
油品信息。其中包括：油罐相
关信息（油罐编号，油品容量）
油品信息（油位、水位、温度）
以及多种相关信息（剩余空间
等）。所有数据资料为实时更
新，并可以随时查看。

数据管理
另外，ＶＩＳＹ－Ｍｏｎｉｔｏｒ软件还能实
现其它功能，例如：自动校罐、
泄漏监测、历史数据显示等。
历史数据以表格和图形形式显示
并打印。所有盘点和事件数据储
存在数据库中。任何时候都可以
调出来使用。
此外，该软件还能连接外接日志
打印机，打印当前油罐情况并强
制打印报警信息。还可连接标准
音频系统，使报警信号可被听见。
除ＦＡＦＮＩＲ探棒外，它还能连接两
个以上常用液位仪系统，这意味
着能够实现逐步替换探棒。

»
»
»
»
»
»
»
»
»
»
»
»
»

油量容积显示
温度补偿油量
油品温度
剩余空间
油罐及油品名称
水位
油罐显示数量可设置
报警及记录
自动校罐
损益分析
自动泄露监测
历史数据记录
保存所有数据至数据库

系统最低配置要求
» CPU 700 MHz
» 内存 512 MB
» ＶＩＳＹ－Ｍｏｎｉｔｏｒ软件

至少所需硬盘空间：
３０ＭＢ
» Windows 2000 专业版（ＳＰ４）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专业版（ＳＰ２）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Ｖｉｓｔａ（ＳＰ１），Ｗｉｎ ７
» Microsoft.NET 2.0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２个ＲＳ ２３２端口
－连接ＶＩＳＹ－Ｃｏｍｍａｎｄ控制箱
－连接ＰＯＳ
（无ＵＳＢ串行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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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配件／组件

１＂安装套件
选购安装套件包含有油品浮子、
水浮子及螺纹接口。使用该套
件后，探棒可以安装在Ｒ１套管
内。螺纹接口还可选用不锈钢
材质。

１＂安装套件

１＂安装套件

直径 Ø 29,5

40

55

使用４１ｍｍ扳手

18

螺纹接口（黄铜材质Ｇ１
或不锈钢材质）

油品浮子及
水浮子材质：
1.4571 / 316TI

G1

直径单位 mm

1“ LPG 浮子

可选配浮子，替换
标准的ＬＰＧ浮子。

1“ LPG 浮子

零配件／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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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配件／组件

VISY-RFT 安装套件

用于安装ＶＩＳＹ－ＲＦＴ模块
的安装套件

RF-Meter

ＲＦ－Ｍｅｔｅｒ是无线信号强度测量仪。
用于更方便地调试ＶＩＳＹ－Ｘ ＲＦ无线
液位量测系统。

RFT- 连接线缆

用于ＶＩＳＹ－ＲＦＴ安装的连接线缆，
信号衰减低。

RFT- 电池

ＶＩＳＹ－ＲＦＴ模块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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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配件／组件

ＢＮＣ线缆接口
包含有：
２个ＢＮＣ电缆接头
１个适配器ＢＮＣ－Ｆ

电缆连接器
采用５芯电缆连接器，可
快速简便地连接探棒和
控制器的连接电缆

连接线缆 Ｍ１２
蓝色耐油性安装连接电缆，
长度两米，４芯，可选直接
头或９０度角接头。

VISY- 连接线缆

用于ＶＩＳＹ－Ｘ安装的线缆，
４×０．７５ｍｍ，蓝色耐油性外皮。

组件

| 49

ＦＡＦＮＩＲ——传感器和系统
保护人类及环境

50

|

| 51

如需要更详细的信息，请联系
ＦＡＦＮＩＲ ＧｍｂＨ
德国汉堡
电话：＋４９／４０／３９ ８２ ０７－０
传真：＋４９／４０／３９０ ６３ ３９
邮箱：info@fafnir.com
网址：http://www.fafnir.com

传感器及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