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德力权仪表有限公司

诚实守信、精益求精、热忱认真
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防渗油分离式温度传感器 插装可分离式温度传感器

带弧度集热块温度传感器分段式保护管温度传感器

可伸缩式温度传感器 插深可调自压紧式温度传感器



关于我们
ABOUT US

　　广州德力权仪表有限公司自2001年成立以来，在多年

与德国公司合作的基础上，充分消化和吸收了德国公司在

温度传感器研发、生产方面的经验和优点，尤其是充分吸

收了德国公司在产品结构、材料的选择、工艺的设计等方

面的经验和技巧。自2005年开始以“德力权”的品牌自立

于国内的市场，经过20多年的努力，目前公司的产品已覆

盖到燃煤发电、天然气发电、水力发电、垃圾发电、生物

质发电、航空航天、石油化工、基础化工、金属处理、环

境监测、水处理、仪器仪表等行业。

　　

　　公司将发展方向锁定在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温度测量仪表及其材料与配件上，走专业化发展道路；经

过20多年的经营，公司在温度测量仪表的研发和生产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工艺资源、材料资源和专业设备

资源，使得公司的产品无论在内在质量和外观上都有了显

著的提高，尤其是在产品的长期稳定性方面取得了突破性

的进展。

　　

　　公司近年来在产品研发和市场服务方面不断进取，先

后取得了7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往后将不断更新升级研发

出更适合于现场工况环境的实用、可靠的产品，不断满足

用户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新需要，使用户“用得放心，用

得安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公司产品已经使用在目前国内单机

负 荷 最 大 的 广 东 华 夏 阳 西 海 滨 电 力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5#，

6#1240MW超超临界燃煤机组的大部分测温点上，这标志

着公司的产品已经达到了燃煤机组测温要求的最高境界!

　　

　　在不断研发新型实用产品的同时，公司将工作的重点

不断加强到现场服务的工作上，通过与用户的现场沟通了

解用户在实际使用过程遇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

的解决方案，较好地满足了用户的实际需要；用户对我们

这种及时的现场服务表达了极高的评价，特别是对技改产

品的处理更为满意。

　　

　　展望未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始

终秉承“以质量求生存，以服务求发展”的长期发展战

略，坚守“完善管理体系、加强过程控制、提升产品质

量、超越顾客期望”的质量承诺，注重细节，抓好细节，

为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再上更高的台阶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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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产品专利号：ZL 2017 2 0398063.6

本实用新型产品提供了一种防渗油分离式温度

传感器，包括壳体、设置在壳体内的导线以及与导

线连接的感温元件；所述导线包括第一导线，插头

以及第二导线，第一导线和第二导线通过插头电连

接，第二导线与感温元件电连接，插头外套设有保

护套，保护套与壳体之间设置防渗胶圈，保护套与

第二导线之间填充密封材料。本实用新型产品提供

的防渗油分离式温度传感器能够防止液体介质渗入

导线内部，能够防止传感器以及与传感器连接的接

线端子箱被损坏，并且在维修时可把传感器部分与

导线部分分离，极大地方便维护与保养。

本产品适用于发电机轴瓦，小机轴承等具有高

温介质，例如机油等存在的工况环境的温度测量。

● 防渗油分离式温度传感器

● 插装可分离式温度传感器

实用新型产品专利号：ZL 2017 2 0398061.7

本实用新型产品提供了一种插装可分离温度传

感器，包括依次电连接的第一导线、插头、第二导

线以及感温元件，插头与第二导线连接的一端设有

保护套，保护套内填充有将所述插头的端部密封的

密封材料。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插装可分离温度传感

器，可以实现插装分离，并且密封效果好。

本产品适用于要经常检测温度而又不容易更换

的工况环境。

专利产品介绍

INTRODUCTION TO 
PATENT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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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产品提供了一种可伸缩温度传感器，包

括壳体、导线、感温元件以及压缩弹簧；导线设置在壳

体内，包括固定部以及可伸缩的伸缩部；固定部与壳体

连接，伸缩部与感温元件连接，感温元件活动设置在所

述壳体内，壳体上间距设置有第一限位块和第二限位

块，压缩弹簧套设在感温元件上并位于第一限位块和第

二限位块之间，感温元件上还设置有顶紧件，顶紧件位

于第一限位块和第二限位块之间并靠近感温元件与待测

介质接触的一端。本实用新型产品提供的可伸缩温度传

感器，其可以伸缩，可以适应不同规格的设备。

本产品适用于需要紧贴被测介质表面而位置空间有

限的工况环境。

实用新型产品专利号：ZL 2017 2 0402780.1

● 可伸缩式温度传感器

● 插深可调自压紧式温度传感器
实用新型产品专利号：ZL 2017 2 0398023.1

本实用新型产品提供了一种插深可调自压紧式温度传感

器，包括第一套管、第二套管、感温元件；第二套管设在第一

套管内并与第二套管连接，第二套管上还设置有使第二套管沿

轴向伸缩并将第二套管朝向第一套管压紧的伸缩装置，第一套

管端部设置有至少两个第一配合部，第一配合部沿第一套管长

度方向间距分布，第二套管上设置有与第一配合部匹配的第二

配合部。本实用新型产品提供的插深可调自压紧式温度传感

器，可调节感温元件的插入深度。

本产品适用于多个不同插入深度而安装空间足够的批量化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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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产品涉及一种分段式保护管，包括保护

接头、保护中管组、保护尾管和至少一个保护套管；保

护中管组包括至少一个保护中管。保护中管组的首端与

保护接头连接，保护中管的尾端与保护尾管通过螺纹连

接，保护中管组和保护尾管的连接处套接有所述保护套

管；保护中管组的尾端与保护尾管的连接螺纹的旋向与

保护套管的套接螺纹的旋向相反。本实用新型产品的分

段传感器保护管具有结构简单、防松动、便于安装等优

点。

本产品适用于现场环境震动较频繁容易造成温度传

感器松动而导致测温不准确的工况环境，例如粉仓底部

的温度测量等。

实用新型产品专利号：ZL 2017 2 0385383.8

本实用新型产品涉及一种热电偶集热块，包括导热块

和压紧组件；导热块内开设有相互垂直交叉的热电偶安转

孔和压紧组件固定孔；压紧组件包括压紧座、压紧螺栓和

压紧块，压紧座固定在压紧组件固定孔的开口处，压紧螺

栓螺纹连接于压紧座上，压紧块通过多个滚珠辅助设置于

压紧螺栓的下端并位于所述压紧组件固定孔内；压紧块的

下表面再设有用于压紧热电偶的压紧槽。本实用新型产品

具有结构简单、易于安装、压紧效果好、防止热电偶变形

损伤以及热电偶更换方便等优点。

本产品适用于被测介质表面带有弧度的工况环境，例

如锅炉炉膛壁温，燃烧室壁温以及大型管道壁温等，而且

可以根据被测介质的不同弧面设计出不同弧度的集热块。

● 带弧度集热块的温度传感器

专利产品介绍

INTRODUCTION TO 
PATENTED PRODUCTS

实用新型产品专利号：ZL 2017 2 0385668.1

● 带分段式保护管的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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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一批具备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无

论是机械设计、材料选择、工艺结构、产品检测以及产品装配

等方面，均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使得公司的现场服

务得以准确、合理、畅顺地进行，赢得了用户的一致好评。

同时，公司的专业团队具有极高的工作效率，无论何时，

只要用户有需要，都能及时到现场进行服务，以解用户的燃眉

之急，真正做到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我 们 的 服 务 工 作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我们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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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点防渗油温度传感器

主要特点是能够有效解决由于导线以及线芯间

出现毛细现象而产生渗油的情况，而且安装拆除方

便，便于清洁维护，有效降低维护人员的劳动强

度。本产品适用于多点检测且需要防渗油要求的电

厂汽轮发电机轴瓦温度检测。

实用新型产品专利号：ZL 2019 2 1685530.9



我们的用户

OUR USERS

一 火力发电用户（含主设备制造厂家）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珠江投资广东阳西海滨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惠州平海发电厂有限公司                

广东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发电厂            

广东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沙角C发电厂          

广东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沙角A电厂            

广东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湛江电力有限公司      

广东粤电集团有限公司韶关发电厂            

广东粤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黄埔发电厂        

广东珠海金湾发电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电厂                              

广州中电荔新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                    四川省宜宾市福溪发电有限公司

福建福能鸿山热电厂

大唐呼图壁电厂

湖南长沙电厂

神华哈密电厂

新疆库尔勒深能源电厂

国电江阴电厂

神华阜康电厂

广东四会天然气发电厂

贵州盘县电厂

贵州黔桂电厂

贵州六枝电厂

云南威信电厂

广东佛山恒益发电有限公司                  

国电双鸭山发电有限公司

国投湄洲湾电厂

福建华电可门发电

山西朔州神头第一发电厂

山西朔州神头第二发电厂

山西朔州格瑞特发电厂

广东佛山南海长海发电有限公司              

华润电力广州南沙发电厂                    

华润电力广东海丰发电厂                    

华润电力广西贺州发电厂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国投北部湾发电有限公司                    

山西朔州平朔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二 水力发电用户（含主设备制造厂家）
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公司              

长江电力集团向家坝水电站                  

长江电力集团三峡水电站                    

长江电力集团葛州坝水电站                  

广东粤电集团新丰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鸿源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洼脑水力发电站

四川青龙水力发电站

四川薛城水力发电厂

四川华能古城水力发电厂

四川古城水力发电站

贵州毛家河水力发电站

甘肃东水峡水力发电厂广西麻石水电站                            

云南漫湾水电厂

青海康杨水电厂

广西龙潭水电厂

西藏臧本水电站                            

云南景洪水电厂                            

云南小湾水电厂                            

云南糯扎度水电厂

三 垃圾发电用户
广州环投李坑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广州环投从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广州环投南沙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广州环投技术设备有限公司（第五资源花城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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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华厦朱家坪电力有限公司

衡东县甘溪水轮泵水电站

厦门垃圾焚烧发电厂

四 生物质发电用户
湛江生物质电厂              

部分用户的名单如下：



我们的长期发展战略
以质量求⽣存����以服务求发展

我们的质量承诺
完善管理体系    加强过程控制
提升产品质量    超越顾客期望

我们的文化
团结协作��互助互谅��
勤奋认真��共同提升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大灵山路18号裕景工业园三栋501

邮编：510663

电话：20-37090270  37090975  37090987

传真：020-37090976

E-mail: sensycon-tan@163.net

http://www.sensyc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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