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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变送器调检前请水平放置。

2. 微量程变送器安装至现场后，应对变送器调零。

3. 变送器应安装在干燥的环境中，切忌雨水冲刷。

在恶劣环境下，露天安装应使用变送器保护箱。

4. 禁止用户自行拆装。

5. 请用户自行检查变送器供电电压是否稳定和洁净

（电源应防止交流干扰）。

6. 经防爆检验合格的产品，不得随意更换元件或改

变结构。

7. 变送器外接地螺钉须可靠接大地。

8. 本安型变送器外配安全栅的安装使用须按其使用

说明书进行。

9. 当本安防爆型变送器在爆炸危险环境区使用时，

向安全栅供电的电源变压器须符合 GB3836、4-2000

标准 8.1 来要求。

10.S-PORT 通信口必须使用我公司专用转接模块。

开箱后请用户仔细阅读本使用手册！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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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数字化•智能压力/差压变送器是我公司自行开发

的多功能数字式智能仪表，包括电容式压力/差压变送

器和直联式压力/液位变送器，在采用成熟的、可靠的

传感器技术基础上，结合先进的单片计算机技术和传

感器数字转换技术精心设计而成。

核心部件采用十六位单片机，其强大的功能和高

速的运算能力保证了变送器的优良品质。整个的设计

框架着眼于可靠性、稳定性、高精度和智能化，满足

日益提高的工业现场应用之要求。为此，软件中应用

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使其具有优良的抗干扰能力和

零点稳定性，且具备零点自动稳定跟踪能力（ZSC）和

温度自动补偿能力（TSC）。

强大的界面功能无需手操器也能保证了良好的交

互性。数字表头能够显示压力、温度、电流三种物理

量,及0-100%模拟指示，按键操作能方便地在无标准压

力源的情况下完成零点迁移、量程设定、阻尼设定等

基本的参数设置,极大地方便了现场调试。

S-PORT串行通信口通过专用转接模块直接与计算

机通信，上位机界面可以完成比按键操作更多的功

能。接专用RS485模块可以实现数字信号远传，或构建

RS485工业局域网。

数字化•智能压力/差压变送器可选HART模块，当

变送器加装HART模块后，具有HART通信能力，可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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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操器进行常规操作。用我公司提供的专用通信设

备和软件可进行标定和温度补偿等操作。

数字化•智能压力/差压变送器可广泛地应用于石

油、化工、钢铁、电力、轻工、环保等工业领域，实

现对各种压力、差压、流量、液位等工业过程的测

量，能够适用于各种恶劣危险环境及腐蚀性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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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1 概述

1.1  数字化•智能压力/差压变送器 

1.1.1 整机外形

长/宽/高/质量(无附件):125mm/105mm/192mm/2.9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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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1.1.2  整机结构

01 端盖 02 密封圈 03 接线端子 04 盖子锁螺钉 05 壳体

06 铭牌 07 表头 08 表头盖 09 排气排液阀 10 模板

11 螺钉 M10 12 壳体锁紧螺钉 13 传感器 14 密封圈 15 密封圈

16 位号牌 17 螺母 M10 18 一体化三阀组（选用）19 腰形法兰（选用） 20 焊管接头（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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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工作原理简介

                         图 1-3

如工作原理图 1-3 所示，外部引入的压力或差压

将使传感器电容值发生变化，经数字信号转换，变为

频率信号送到微处理器，微处理器运算后输出一个电

流控制信号送到电流控制电路，转化为 4-20mA 模拟电

流输出，同时微处理器负责交互等操作（显示和设定）。

通讯接口用于数字通信，使用我公司专用接口。HART

模块则实现变送器 HART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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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字化•智能直联式压力/液位变送器 

1.2.1 整机外形结构

1)直联式压力变送器整机外形

长/宽/高/质量(无附件):108mm/105mm/165mm/1.2kg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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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联式液位变送器整机外形

                         图 1-5

长/宽/高/质量(无附件):108mm/105mm/[150+线缆长度]mm/

1.95kg(各种选型重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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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工作原理介绍

如工作原理图 1-6 所示，外部引入的压力将使传

感器电阻值发生变化，引起电桥电压输出变化，又经

A/D 转换，变为数字信号，微处理器运算后输出一个电

流控制信号送到电流控制电路，转化为 4-20mA 模拟电

流输出，同时微处理器负责交互等操作（显示和设定）。

通讯接口用于数字通信，使用我公司专用接口。HART

模块则实现变送器 HART 通信。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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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 安装使用

M
型号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1000

尺寸（mm） 54 55.6 57.2 58.4 59.2

 2.1 数字化•智能压力/差压变送器  

 2.1.1整机外形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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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现场安装

1）安装方式

 我公司生产的压力变送器可直接安装在 2英寸管道上

或直接安装在墙上以及仪表板上。（如图 2-2 所示）

  B1 管装弯支架        B2 盘装弯支架     B3 管装平支架

图 2-2

2）引压方式

引压方式如下三种 :

在松掉锁紧螺钉后，电子仓部可左、右旋转 90°。

警告 :切勿超过 90°旋转！以免内部排线断裂！

                      图 2-3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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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管接头方式            

（订货代码 G2）

一体化三阀组方式

（订货代码 G3）

     图 2-4

             图 2-6

腰形法兰方式

（订货代号 G1）

                        图 2-5

注 : 压力变送器只使用一端（H或 L），另一端作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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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压力容室上的流程连接孔是 1/4-18NPT。这些流程

连接孔要求螺纹密封。使用腰形法兰接头时只要拆下接

头的上、下螺栓，就可以轻易地把变送器从生产装置

上拆下来。两流程连接孔的中心距是 54mm。旋转腰形

4）盖子锁

                  图 2-7                  

3）排气 /液阀

5）流程连接孔距离调整

                                        图 2-8

通常，排气 /液阀均

应锁紧，在需要排气 /液

时才使用 ;我公司变送器

默认配备标准向上 /向下

排气 /液阀。

拧紧螺钉即可打开盖子，

拧松螺钉即可锁紧盖子。通

常应保证盖子锁紧，防止变

送器内部受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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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9

法兰接头，中心距可以变为 50.8mm，54mm、57.2mm 如

下图所示 :

6）安装注意事项

1、防止变送器与腐蚀性或高温（≥ 90℃）被测介

质相接触。

2、要防止渣滓在导压管内沉积。

3、导压管要尽可能短一些。

4、两边导压管内的液柱压头应保持平衡。

5、导压管应安装在温度梯度和温度波动小的地方。

6、防止引压管内结晶或低温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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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字化 • 智能直联式压力 /液位变送器

 2.2.1 整机外形

1
6
5

105

1
1
7

108

过程接口螺纹

直联式压力变送器结构尺寸图

图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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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32

法兰(选项)

信号电缆

电子盒

铠装式液位传感器探头

108

1
3
9

105

图2-11

直联式液位变送器结构尺寸图

法兰（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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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现场安装

2001系列直联式压力变送器可利用M20×1.5或者

NPT1/2外螺纹直接安装在管道上，拧紧力矩不得超过

30ft-1bs（或40N.m）；2318系列直联式液位变送器

可直接投入液位中使用,安装形式有:就地、支架、法

兰三种安装方式可选。变送器应尽可能地安装在温差

变化较小的地方，同时要避免振动和冲击。露天安装

时，应尽量将变送器置于通风干燥处，避免强光直接

照射和雨淋，否则将降低整机的性能及影响整机的寿

命。变送器在安装时，请务必考虑以下列几种情况：

■ 避免强腐蚀性介质直接与电缆接触

■ 防止残渣在探头或引压管内沉淀或堵塞

■ 引压管应尽可能短

■ 变送器或引压管应安装在温差变化较小的地方

变送器在布线时信号线不要与其它电源线一起通

过线管或明线槽，也不可在大功率设备附近穿过。测

量蒸汽或其它高温介质时，可通过冷却装置降温后再

进行测量。测量蒸汽介质时，也可通过在引压管内部

充满水或其他液体，以防止变送器与蒸汽直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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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与测量方式相关问题

液体测量 :

测量液体流量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的侧面，

以避免渣滓的沉淀。同时变送器要安装在取压口的旁

边或下面，以便气泡排入流程管道之内。

气体测量 :

测量气体流量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的顶端

或侧面。并且变送器应装在流程管道的旁边或上面，

以便积聚的液体容易流入流程管道之中。

蒸汽测量 :

   测量蒸汽流量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的侧面，

并且变送器安装在取压口的下面，以便冷聚液能充满

在导压管里。  

应当注意，在测量蒸汽或其它高温介质时，其温

度不应超过变送器的使用极限温度。

被测介质为蒸汽时，导压管中要充满水，以防止

蒸汽直接和变送器接触，这样变送器工作时，其容积

变化量是很微不足道的，不需要安装冷凝罐。

液位测量 :

用来测量液位的差压变送器，实际上是测量液柱

的静压头。这个压力由液位的高低和液体的比重所决

定，其大小等于取压口上方的液面高度乘以液体的比

重，而与容器的体积或形状无关。

• 开口容器的液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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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开口容器液位时，变送器装在靠近容器的底

部，以便测量其上方液面高度所对应的压力。

容器液位的压力，作用于变送器的高压侧，而低

压侧通大气。如果被测液位变化范围的最低液位，在

变送器安装处的上方，则变送器必须进行正迁移。

• 密闭容器的液位测量

在密闭容器中，液体上面容器的压力 P0 影响容器

底部被测的压力。因此，容器底部的压力等于液面高

度乘以液体的比重再加上密闭容器的压力 P0。

为了测得真正的液位，应从测得的容器底部压力

中减去容器的压力 P0。为此，在容器的顶部开一个取

压口，并将它接到变送器的低压侧。这样容器中的压

力就同时作用于变送器的高低压侧。结果所得到的差

压就正比于液面高度和液体的比重乘积了。

• 导压连接方式

1）干导压连接

如果液体上面的气体不冷凝，变送器低压侧的连接

管就保持干的。这种情况称为干导压连接。决定变送器

测量范围的方法与开口容器液位的方法相同。

2）湿导压连接

如果液体上面的气体出现冷凝，变送器低压侧的

导压管里就会渐渐地积存液体，从而引起测量的误差。

为了消除这种误差，预先用某种液体灌充在变送器的

低压侧导压管中，这种情况称湿导压连接。



��

数字化 • 智能压力 /差压变送器使用手册

上述情况，使变送器的低压侧存在一个压头，所以必

须进行负迁移。

减小误差

导压管使变送器和流程工艺管道连在一起，并把

工艺道上取压口处的压力传输到变送器。在压力传输

过程中，可能引起误差的原因如下 :   

1）泄漏；

2）磨损损失（特别使用洁净剂时）；

3）液体管路中有气体（引起压头误差）；

4）气体管路中存积液体（引起压头误差）；

5）两边导压管之间因温差引起的密度不同（引起压

头误差）；

减少误差的方法如下 :

1）导压管应尽可能短些；

2）当测量液体或蒸汽时，导压管应向上连到流程工

艺管道，其斜度应小于 1/12；

3）对于汽体测量时，导压管应向下连接到流程工艺

管道，其斜度应不小于 1/12；

4）液体导压管道的布设要避免中间出现高点，气体

导压管的布设要避免中间出现低点；

5）两导压管应保持相同的温度；

6）为避免摩擦影响，导压管的口径应足够大；

7）充满液体导压管中应无气体存在；

8）当使用隔离液时，两边导压管的液体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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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采用洁净剂时，洁净剂连接处应靠近工艺管道取

压口，洁净剂所经过的管路，其长度和口径应相同，

应避免洁净剂通过变送器。

2.4 电气安装

系统接线图 :

图 2-12

（注 1: 用户根据现场及设计要求配配电器或安全栅，

请详见配电器、安全栅使用方法。）

建议选择接线防爆电缆引入端子，电缆直径 φ8

～φ12。接线端上设有测试端，方便操作者在线测试。

信号端子位于电气盒的一个单独舱内。拧下表盖就

可接线。上面的端子是信号端子，下面的端子是测试

表端子。图 2-11 画出了端子位置，测试端子用来接任

选的指示表头或供测试，电源是通过信号线送到变送

器的，无需另外的接线。

电流表

＋

－－

＋
电源

标准24V DC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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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二极管不幸损坏，短接测试端子就可使变送器

继续工作，只是不能接本机指示表了。

信号线不需屏蔽，但使用绞合线效果更好。不要

把信号线和其它电源线一起布列，或者靠近强电设备。

变送器壳体上的穿线孔应密封或插一只涂密封胶

的插塞，这是为了防止潮气积聚在壳内。如接线没有

密封，安装变送器时应使穿线孔朝下以排出水份。

信号线可以不接地（浮空）或在信号回线任意点

上接地。变送器外壳可接地或不接地，电源并不一定

要稳压，即使电源纹波的峰 - 峰值有 1V，而变送器输

出的纹波仍可忽略。因为变送器通过电容耦合接地，

不应用高电压的兆欧表来检查绝缘电阻。用于检查

线路的电压不应超过 100V。

变送器电路设计为本质安全电路，输出电流被限

制在 30mA DC 以下（高温或高电源电压条件下为 35mA 

DC）。

！特别注意 :

  不要把带电源的信号线接到测试端子，否则将摧毁

测试端子内的二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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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送

器

安

全

栅

危险区 安全区

本

安

端

非

本

安

端

接

二

次

表

2.5 本安防爆型变送器系统接线图

2.6隔爆型变送器说明

■隔爆型变送器在安装时应注意保护防爆接合面和防爆

的措施，端盖必须旋到底并锁紧防松装置；外壳要接

地；平面间隙的零件在装卸时要防止平面碰撞、划伤使

间隙变大；壳体要防止跌碰、损伤，以免降低了强度；

仪表维护检查完毕，所有的螺钉、外壳、接线必须紧

固，不能损坏，否则丧失防爆性能。

■隔爆型变送器严禁在现场通电情况下打开或松动端盖

或壳体。

■隔爆型变送器的两个出线口，选用其中一个引入电缆

接线，其电缆接头采用我公司专用压紧螺母式隔爆引入

装置。旋紧的空心螺栓、垫圈、密封橡皮圈套在电缆外

Ui:28V DC Uo ≤ 28V DC

Ii:118mA Io ≤ 118mA

Pi:3.3W Po ≤ 3.3W

Li:0 Lo:1.5mH

Ci:0.0011μF Co:0.083μF

注：Uo,Io,Po,Lo,Co,Ui,Ii,Pi,Li,Ci 定义见 GB3836.4-2000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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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上，装入接口旋紧，密封圈必须保证紧包在电缆外径

上，空心螺栓旋入必须超过6丝扣以上。另一个出线口

也必须装上密封橡皮圈、垫圈、实心螺栓，实心必须旋

紧，旋入也必须超过6丝扣以上。为达到防爆要求，电

缆宜选用型号KVVR直径1.5*4芯外径10mm(10.5mmMAX)的电

缆。

■隔爆型变送器的结构和零件按隔爆型防爆标准进行了

严格的检查和试验，符合国标GB3836.2—2000《爆炸型

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隔爆型电气设备“d” 》的规定，

其标志为Ex d Ⅱ C 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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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试与操作

3.1 概述

表头面板图（液晶所有段显示） 

                  

                     图 3-1

3 调试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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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各键的定义

显示说明 :

PV-----变送器处于测量状态

SV-----变送器处于设定状态

Er-----压力超压或传感器电路出现故障

mA-----表示 LED 显示输出电流值

%------表示 LED显示测量压力相对设定量程的百分比

℃-----表示 LED 显示测量介质与环境温度平均值

√-----表示变送器输出电流处于开方状态

kPa----表示 LED 显示的压力单位

MPa----表示 LED 显示的压力单位

S-PORT-专用通信接口 

---- 表示压力测量相对于

 设定量程的模拟指示

 

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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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各键的功能描述

ESC    取消当前操作，返回到上一层的操作

MOVE   在输入数据时移动光标和小数点

ENTER  进入菜单和确认操作

DOWN   下翻菜单和输入数据时光标位数字减一

UP     上翻菜单和输入数据时光标位数字增一

3.1.3工作状态显示

  PV 显示 : 处于测量状态

  SV 显示 : 处于设定状态

  Er 显示 : 信号电路出错或压力超限

3.1.4菜单描述

菜单以层次化构建，最多四个层次，如下所示 :

菜单的滚动和选择:

按UP键，按升序滚动显示各项

按DOWN键，按降序滚动显示各项

按ENTER键，进入相应的子菜单或具体的功能操作

按ESC键，返回到上级菜单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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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符号的输入

   用 UP 或 DOWN 调整最高位数字 (六位 LED 最左边一

位)，其循环顺序:0…9，-0，…;一般位数字循环顺序:0

…9，0…

3.1.6整数的输入

    要求整数输入时，屏幕显示 XXXXXX，并在最低位闪

烁，闪烁位即为光标。

按UP键则光标所在位置的数字增一

按DOWN键则光标所在位置的数字减一

输入负数时在最高位数字输入负号

按MOVE键则光标循环左移一位

按ESC键则不保存返回

按ENTER键则保存返回

按UP键则一次松开光标所在位置的数字增一

按DOWN键一次松开则光标所在位置的数字减一

输入负数时在最高位数字输入负号

按MOVE键则光标循环左移一位，小数点也跟着移动

3.1.7小数的输入 

    要求小数输入时，屏幕显示 XXX.XX( 与小数位数有

关 )，并在小数位闪烁，闪烁位即为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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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UP和DOWN调整最高位数字输入负号
按ESC键则不保存返回，按ENTER键则保存返回

(说明:因各用户标准器、重力加速度的差异可能造成变送器

准确度误差,用户可通过本操作对变送器进行输出微调,以提高变

送器准确度)

1）复位:同时按住UP键和DOWN键约5秒，则变送器

复位，程序重新启动。

2）进入菜单:按住E N T E R键约5秒，即进入主菜

单，进行相应操作。

3）校准操作

i）说明:

变送器的校准及3个值:零点、迁移零点、量程点。

零点:差值为零，即H、L容室压力相同，定义为物

理零点。

迁移零点:4mA对应压力点（可能为物理零点），

定义为逻辑零点。

量程点:20mA对应压力点（可能为物理零点）。

ii）操作

A）在没有标准压力的条件下，只能校准物理零

点。

方法:按住壳体调零按钮或DOWN键约5秒，松开后

短暂显示 “GOOD”，即完成物理零点校准，校准后将

显示“0”。

3.2 变送器准确度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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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有标准压力源的条件下，可以校准迁移零点

和量程点，通常是不能进行这些操作的，必须在SUB6

中输入相应密码后获取校准权限后才能进行。

①当获取权限，并且迁移零点不为0时，可进行迁

移零点校准。

方法:将压力加到迁移零点的压力值稳定后，同时

按住DOWN键和MOVE键约5秒松开后短暂显示“OO”即完

成迁移零点校准。

②当获取权限，并且只有量程点不为0时，可进行

量程校准。

方法:将压力加到量程点的压力值稳定后，按住UP

键约5秒松开后短暂显示“GOOD”即完成量程校准。

3.3主菜单说明

主菜单在一般状态下共7项滚动显示，分别如下:

SUb 0:显示设定（单位设定）

SUb 1:零点迁移

SUb 2:量程设定

SUb 3:压力接口H.L端切换

SUb 4:通信地址设定

SUb 5:阻尼设定

SUb 6:密码验证及密码设定（验证通过后)

在输入密码，并验证通过后，菜单将变为14项滚

动显示，在重新启动后，又会回到7项菜单。

   14项菜单的前6项与上面的相同，后序各项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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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7: 电流参数(R0,R100)的设定

SUb 8: P100设定(最大额定量程)

SUb 9: 显示或输入差压标定点

SUb 10: 常温各差压标定

SUb 11: 常温各差压反向标定

SUb 12: 显示或输入温度点

SUb 13: 显示或输入温度补偿值

在主菜单状态下2分钟无按键，则返回到测量状态

3.4子菜单操作详细说明

一、SUb 0  显示单位设定

   进入SUb 0菜单后，显示当前的测量值及相应的单

位，当电流以开方输出时，会显示“√”

单位选择菜单，6条项目滚动显示，依次为:

0 kPa

1 MPa

2 mA

3 %

4 √mA

5 ℃

按UP键，则以上各项按升序滚动显示

按DOWN键，则以上各项按降序滚动显示

按ENTER键，则完成选择，并保存到存储器中，而

后返回到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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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ESC键，则取消操作，显示单位不变，并返回到

主菜单

在此菜单状态下2分钟无按键，则菜单返回到测量

状态，显示单位不变

注:电流的输出方式仅由2、4项决定，其他的选择不会

改变先前的电流输出方式。

二、SUb 1 零点迁移

进入SUb 1菜单显示屏将提示输入一个浮点数，显

示的是先前设定值，输入零点迁移值（单位kPa），按

ENTER键即可。操作完成后返回到主菜单，此时完成零

点迁移，对量程没有影响，但设定值不能超过最大额

定量程。

三、SUb 2 量程设定

与SUb 1菜单的操作相同，只是用于设置满量程同

样不能超过最大额定量程。

四、SUb 3 高低压端的切换

通常差压变送器的高低压端是确定的，出厂设定

是H-L,不许用户随意改动。

进入此项菜单后，则将显示当前的设定状态，不

能改动。要重新设置，则先在SUb 6中输入密码获取校

准权限后，用UP键和DOWN键选择设置，ENTER确认，ESC

保持原设置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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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SUb 4 通信地址设定

 当多台仪表连接在一起与上位机通信，每台仪表

必须有不同的地址，否则将引起响应冲突，无法完成

通信任务。进入此项菜单后，显示一个整数值，即先

前的地址值，输入新址，按ENTER键完成设置，并返回

主菜单。按ESC键则保存原来的设置，并返回到主菜

单。

六、SUb 5 阻尼设定

   与SUb4操作相同,只是用于设置阻尼值(0-32秒或更大)

七、SUb 6 密码管理

 进入SUb 6菜单后在屏幕提示下输入一个整数

即密码，程序会验证密码是否正确。如果输入的密码

错误，将显示“ERROR”，此时按ENTER键将回到主菜

单。如果输入的密码是通行密码或用户密码，则菜单

系统将扩展成14项菜单，允许更多的操作，而且此时

的SUb 6将用于重新设定用户密码。

如果输入特殊密码，则完成相应的功能，描述如

下:

040820:取消迁移零点校准,并获得校准权限。

040821:取消量程校准,并获得校准权限。

050728:清除物理校准。

注:SUb 7～SUb 13各项操作关系到核心参数，在

未授权的情况下禁止使用。本手册也不对这些操作作

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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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UP键滚动菜单连续操作1次后，显示如下:

操作举列:

1)零点设定为-5kPa (负数输入)

按住ENTER键约5秒,松开后进入主菜单，显示如下 :

按 ENTER 键进入子菜单，显示如下 :

                               

                            当前值为 0

                            光标在小数点前闪烁

按 MOVE 键移动光标和小数点 ,操作 3次 ,显示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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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UP键调整数值,操作5次,显示如下:

按MOVE键移动光标和小数点,操作1次,显示如下:

按DOWN键输入负号,操作1次,显示如下:

按MOVE键移动光标和小数点,操作5次,显示如下:

按ENTER键保存设定并返回主菜单

接ESC键返回测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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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量程设定为7.2kPa（小数输入）

按住ENTER键约5秒,松开后进入主菜单，显示如下 :

按 UP 键滚动菜单，连续两次，显示如下 :

按 ENTER 键进入 SUb 2 子菜单，显示如下 :

                       显示先前值（8kPa)，

                       光标在个位闪烁

按 DOWN 键一次，减少光标位数字，显示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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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MOVE 键移动光标到右第 2位，如下 :

按 UP 键增加光标位数字，连续两次显示如下 :

按 MOVE 键，移动光标到右第 3位，显示如下 :

按 ESC 键，进入测量状态。

按 ENTER 键，保存设定并返回到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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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概述

   我公司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压力 /差压变送器灵巧、

坚固，且具有零点自动跟踪能力（ZSC）和温度自动补

偿能力（TSC），很少需要定期维护。从功能上讲，数

字化•智能变送器大体可分为传感器组件、主电路板和

表头三部分。其中主电路板和传感器组件之间用螺钉

紧固，且用胶凝结，成为一个整体，这种一体化设计

结构使两者间的分布电容和寄生电容稳定，且信号采

集电路和信号源距离的缩小降低了干扰的影响。这种

紧凑的结构也使变送器更加坚固、可靠，出现问题的

情况很少。表头部分相对来说是比较独立的，具有完

全的互换性，互换后对性能不会有什么影响。

4.2 软维护

   数字变送器是智能化产品，参数对用户是开放的，

用户可以按实际情况调节零点、设置量程、设置阻尼，

甚至重新标定。这同样会引起参数设置混乱或核心参

数被修改造成软故障。当核心参数（出厂标定值）被

改，必须重新按操作说明标定或用通信方式重置参数。

当核心参数保持时，软故障可以按操作说明来重新调

整变送器，使其工作正常。

   当实际情况需要重新调零时，打开变送器表头盖，

按住表头上的“  ”约 5 秒可手动调零，另外也可用

按键或通信方式来完成其他的参数设置操作。

4 用户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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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硬维护

   一般说来，传感器组件、主电路板及表头是现场不

可维修的，用户的硬故障维修项目仅限于电路连接检

查、变送器清洁、表头更换、接线端子检查。

测试端子

测试端子跨接在一个二极管两端，二极管内通过

的是回路的信号电源。当指示表头或测试设备接到测

试端子后，它们就把二极管短路了。只要两端子间电

压小于二极管的阀电压，就没有电流流过二极管，在

测试或接指示表头时为了确保没有泄漏电流通过二极

管，测试设备或表头的电阻不应超过 10Ω（对 4 ～

20mA DC 型）。电阻值超过上述值 3 倍将产生小于 1%

的误差。测试端子的“+”左下侧，“-”右下侧有导电

铜件在变送器通电状态下可直接用数字万用表 mA 档测

试输出电流。

表头检查

   拧开表头盖，用十字螺丝刀将两颗 M3 螺钉旋出，

用手可取出表头，卸下排线插头和电源插头即可将表

头拆卸下来。可检查表头电路板是否有污垢，线路连

接座是否有问题，如存在问题应及时处理。重新安装

表头应以与拆卸相反的顺序进行。

流程传感器本体检查

注意以下几点 :

   1）在分解传感器本体之前应将变送器从工作点上

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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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端子检查

   拧开后盖，即可看见接线端子。将两颗定位螺钉旋

出，取下接线端子盖，即可看见接线电路板。可以检

查接线电路板的连接是否正确、可靠。主要集中在穿

心电容和测试二极管的装配上。

4.4 故障排除

症状 :输出过高

潜在原因和排除方法 :

一次元件 :检查一次元件的范围。

导压管 :

检查泄漏和堵塞。

检查截止阀是否全开。

检查液体管道中的气体和气体管道中的液体。

检查导压管中液体的比重是否改变。

检查压力容室中的渣滓。

变送器电气连接 :确认排线插头座是否清洁。

电子部分检测 : 检测显示的压力值是否与实际的压

   2）在重新装配后必须进行温度、压力循环以保证

精度。在重新装配流程传感器本体的步骤中包括这个

内容。

   3）卸下四个大螺栓可以把压力容室拆下来。

   4）可用软布、柔性清洁剂清洗隔离膜片 ,并用清

水冲洗之。

   5）为了便于安装 ,压力容室可以转动或反向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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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值有过大的偏差，如有则需重新标定或返厂处理。

电路检查 : 显示压力值是否与电流输出相吻合，否

者进行电流重调。

传感器组件 :参看本节“流程传感器本体检查”。

电源 :检查电源的输出。

症状 :输出不稳定

潜在的原因和排除方法 :

参数检查 :检查零点迁移和量程设置是否正确。

回路接线 : 检查送给变送器的电压是否正常。检查

间歇性的短路断路和多点接地。

被测介质脉动 :调整阻尼值。

导压管 : 检查液体管道中的气体，或气体管道中的

液体。

电子部分检测 : 通过表头检查压力值是否稳定，从

而判别不稳定是否由传感器和主电路板引起，如是则

更换传感器和主电路板。

症状 :输出过低或无输出

潜在原因和排除方法 :

参数检查 : 检查零点迁移和量程设置是否正确。

一次元件 : 检查元件的安装及工作条件。

 被测介质特性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输出。

回路接线 : 检查送给变送器的电压是否正常。

 检查短路和多点接触。

 检查极性是否接对。

 检查回路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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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压管 :检查压力连接是否正确。

检查泄漏或堵塞。

检查液体管中的气体。

检查压力容室中的渣滓。

检查截止阀是否全开，平衡阀是否关严。

检查导压管中液体的密度是否改变。

电气连接 :检查传感器组件接线是否短路。

 确认排线插头座是否清洁。

 检查同传感器组件的接线。

测试二极管故障 :更换二极管或短接测试端子。

变送器电子部分故障 : 用备用板试验电路是否有故

障，更换有故障的电路板。

传感器组件 :参看本节“流程传感器本体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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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概述

电容式法兰差压/压力变送器是以法兰形式和被测

部位联接的变送器，它运用于以下几种情况：

① 需要将高温介质与变送器隔离；

② 被测介质对变送器敏感元件有腐蚀性；

③ 被测介质是悬浮液体或具有高粘度；

④ 被测介质由于环境温度变化或流程温度变化而

易固化或结晶；

⑤ 更换被测介质需用要严格净化测量头；

⑥ 测量头必须保持卫生。

电容式法兰差压、压力变送器主要用来连续精

确地测量液体、气体、蒸气的差压压力以及液体的

液位、分界面、密度等参数。与节流装置配合可连续

测量气体、液体和蒸气的流量，并将被测信号转换成

4～20mA DC二线制信号输出，作为指示、记录和调节

器的输入信号与其他单元仪表或工业控制计算机配

合，组成自动检测、记录、控制等工业自动化系统。

5.2、品种规格：

5.2.1 法兰式（单平、单插）液位变送器

5.2.1.1 测量范围

0～1.2kPa～2.5MPa（0～120mmH2O～250000mmH2O）

5 法兰变送器

安装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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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工作压力（静压）

0.1～4MPa

5.2.1.3 型号规格

表5-1

序号 名称 型号 测量范围
额定工作压力

MPa

1

单平法兰差压变送器

3312 0 ～ 1.2 ～ 10kPa 2.5

2 4412 0 ～ 6 ～ 40kPa 4

3 4512 0 ～ 30 ～ 180kPa 4

4 4612 0 ～ 0.16 ～ 1MPa 4

5 4712 0 ～ 0.4 ～ 2.5MPa 4

6

单插法兰差压变送器

3332 0 ～ 1.2 ～ 10kPa 2.5

7 4432 0 ～ 6 ～ 40kPa 4

8 4532 0 ～ 30 ～ 180kPa 4

9 4632 0 ～ 0.16 ～ 1MPa 4

10 4732 0 ～ 0.4 ～ 2.5MPa 4

   5.2.1.4 法兰液位变送器(即平法兰和插入法兰)

法兰标准：HG20592-20635-97（化工）

          GB/T 9112-9124-2000 （国标） 

具体安装尺寸见图5-1和表5-2：

表5-2   PN4.0 法兰尺寸

DN d1
D

D1 D2 b
螺钉孔 插入法兰

插入深度

法兰理

论重量机标 国标 直径 数量 螺钉

80 78 195 200 160 127 24 18 8 M16 50  100  150 5.02 ㎏

100 96 230 235 190 156 24 22 8 M20 50  100  150 7.63 ㎏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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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5 安装位置：

法兰液位变送器是以法兰直接安装在箱体或罐壁

上。当传压膜片处于垂直位置时可能产生的零点变化

最大为28m m H2O。膜片处于水平位置时零点变化小于

100mmH2O（对于插入式法兰要附加一个插入长度变化

量），但对量程无影响此误差可校正消除。

5.2.2 远传法兰差压、压力变送器

5.2.2.1  测量范围：

差压:0～6kPa～2.5MPa（0～600mmH2O～250000mmH2O）

压力：0～6kPa～10MPa（0～600mmH2O～1000000mmH2O）

5.2.2.2  工作压力（静压）

0.1～4MPa

5.2.2.3  型号规格

远传法兰差压变送器型号规格见表5-3

表5-3
序号 名称 型号 测量范围

额定工作压力
MPa

1

双平法兰差压变送器

4422 0 ～ 6 ～ 40kPa 4

2 4522 0 ～ 30 ～ 180kPa 4

3 4622 0 ～ 0.16 ～ 1MPa 4

4 4722 0 ～ 0.4 ～ 2.5MPa 4

5

双插法兰差压变送器

4442 0 ～ 6 ～ 40kPa 4

6 4542 0 ～ 30 ～ 180kPa 4

7 4642 0 ～ 0.16 ～ 1MPa 4

8 4742 0 ～ 0.4 ～ 2.5MPa 4

注：一平一插未列入表中

PN10.0-DN65（仅用于1812、1832）

远传毛细管长度：1.5m ～ 1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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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4 安装尺寸

远传法兰变送器均带安装法兰，PU安装尺寸见图

5-2和表5-4

图5-2

表5-4

5.2.2.5 安装位置

远传法兰变送器安装时，压力变送器与法兰的高

度差及差压变送器两法兰之间高度差有一定限制，数

据见表5-5

表5-5

量程编号
允许高度差（m）

注硅油 注氟油

4 3.84 1.89

5 19.2 9.48

6、7、8 无此限制

         螺钉孔
 PN DN d1 D D1 D2 b    螺钉 插入深度
        直径  数量  

 4.0 80 78 200 160 127 24 18  8 M16 50  100  150

 4.0 100 78 235 190 156 24 22  8 M20 50  100  150

 10.0 65 56 220 170 118 30 26  8 M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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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压力变送器与法兰或差压变送器两法兰不在同

一高度时，由于远传毛细管中的液柱作用，零点会发

生变化，故安装后应重新调零。

5.2.2.6 被测介质温度变化及环境的变化会引

起变送器零点的漂移，按以下方法安装可减小影响：

1、 不要让阳光直接照射到变送器和远传装置上；

2、 随季节变化调整零点；

3、 维持远传毛细管温度恒定。

5.3、仪表的调校

法兰式变送器的调校与一般变送器原则上是相同

的，只是需要有与法兰作密封联接的装置，并由此给

定测试标准压力。

5.4、仪表的使用方法

5.4.1法兰液位变送器

法兰液位变送器在使用中要注意，对于一般粘

性的介质用平法兰液位变送器，对于粘性大、易沉淀

和悬浮液的介质要用插入法兰液位变送器，且安装时

测量膜片必须深入塔内壁内部，至少和塔内壁相切。

若被测介质流速大，磨削能力强时，有可能将隔膜磨

破，应采取相应措施后才可使用。单平、单插入法兰

液位变送器测量时的计算方法相同。

5.4.1.1  不带迁移时的用法：(见图5-3)

仪表安装在最低液位的同一水平高度上。测量开

口容量时，仪表负压膜板通大气。测量密封容器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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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不带迁移的液位测量

5.4.1.2 仪表带负迁移的用法(见图4)

如果安装冷凝罐不方便，或者为了隔离腐蚀性介

质进入负压侧，可使用隔离液如图4，此种情况仪表所

受差压：

ΔP=r1(H＋H0)－r2h=r1H－(r2h－r1H0)

迁移量：B=r2h－r1H0

量程：P=r

例：已知r1=1.4g/cm
3，r2=0.89g/cm

3

H=500mm，H0=100mm, h=1700mm

量程：ΔP=r1·1=1.4×500=2100(mmH2O)

负迁量：B=r2h－r1H0=0.8×700－1.4×

最高液位

最低液位

变送器

H     L
常开阀

冷凝罐

常闭阀

变送器

H     L

器上部通负压侧膜板。此时若负压侧能保持干燥，则

可不装冷凝罐，否则要安装冷凝罐，并定期将罐中的

冷凝液排走，排液时应将常开阀关闭，以免变送器承

受单向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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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20(mmH2O)

安装前需把量程调整到-1220～880（mmH2O）

H

H0

最高液位

最低液位

安装线

变送器

H     L

hr2

r1

Hr1

hr2-Hr1

o

输出 100%

r1—被测介质比重       r2—隔离液比重

h—隔离液高度       H—液位变化范围      H0—不变液位高度

图5-4 用隔离液的液位测量方法

5.4.1.3  仪表带正迁移时用法(见图5-4)

仪表安装位置在最低液位以下时，用法如图5-5

最高液位

最低液位

常开阀

常闭阀

变送器

H     L

变送器

H     L

仪表安装线

H

H0

  a 开口容器                              b 密闭容器

图5-5   用正迁移提高测量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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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H

H0

H2

H     L

r2

r1

最高分界面

通常分界面

最低分界面

图5-6  用单平法兰液位变送器测量分界面

正压侧受力：PH=r1(H1＋H－H2)＋r2(H2＋H0)

负压侧受力：PL=r1(H1＋H＋H0)

差压：ΔP=PH－PL=(r2－r1)H0＋(r2－r1)H2

正迁量：A=(r2－r1)H0

量程：P=(r2－r1)H

差压：ΔP=（H0＋H）r

正迁移量：A=H0r

例：被测介质比重r=1.1g/cm3，H=910mm，H0=820mm

量程：P=H·r=910×1.1=1001≈1000mmH2O

正迁移量：A=H0r=820×1.1=902≈900mmH2O

安装前必须把量程调整到900～1900mmH2O

5.4.1.4 液体分界面的测量：(见图5-6)

如果容器下部液体粘度大，又会结晶，但上部液

体不结晶、不沉淀可用单平法兰液位变送器，进行分

界面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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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性大，易沉淀和悬浮液位的测量用SSTCC单插入

法兰变送器，如图5-7

图5-7

5.4.2.1 有些介质用保温的导压管引出仍要结晶

时可用双法兰差压变送器进行测量。根据介质结晶严

重程度不同，可分别采用：

a、 双平法兰变送器

b、 一平一插法兰变送器

c、 双插入法兰变送器进行测量如图5-8

5.4.2 远传法兰变送器

液 位

变送器

H     L

变送器

H     L

液 位
保温层

隔
离
液

3 3 3

h
H

H0

1
4

L   H

5

4

1

2
4

5

4

1

L   H

5

4

42

2

L   H

图5-8

a、双平法兰       b、一平一插法兰       c、双插法兰
H—液位变化范围  H0—不变液位高度  k—法兰开孔高度兰

1、扁平远传  2、插入远传法兰  3、保温层  4、毛细管  5、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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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个法兰安装时有高度差，故调整时应加迁

移。负压远传法兰在上方加负迁移，计算方法如下：

量程：P=r

负迁移量：B=r0h－rH0

式中r-被测介质比重    r0-硅油比重0.97g/cm3

例：已知H=800mm,H0=250mm,h=1300mm,r=1.2g/cm
3

量程：P=r·H=1.2×800=960mmH2O

负迁移量：B=r0h－rH0=0.97×1300－1.2×250=961

≈960mmH2O

安装前应将量程调整到-960～0mmH2O

5.4.2.2 液体分界面测量

正压侧受力：PH=r1(H0＋H1＋H－H2)＋r2(H2＋h0)

负压侧受力：PL=r1H0＋r0(H1＋H＋h0)

差压：ΔP=PH－PL=r1(H1＋H)＋r2h0－r(H1＋H＋

h0)＋(r2－r2)H2

迁移量：B=r1(H1＋H)＋r2h0－r0(H1＋H＋h0)

量程：P=（r2－r2）H

其中r0—硅油比重    H—最高分界面高度



��

数字化 • 智能压力 /差压变送器使用手册

图5-9  用双法兰变送器测量分界面

5.4.2.3 用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测流量

对不能用导压管引出的介质，可用双法兰差压变

送器进行流量测量，其装置见图5-10，测量水平管道

时，两法兰同在一水平面上，不存在液位差，不考虑

迁移，测量垂直管道时，始终承受（r－r0）H的液体

压差故仪表应有（r－r0）H的正迁移量。

H0

H1

H

H2

h0

h

r1

r2

L   H

(r2-r1)H

负迁移量

输入差压
mmH2O

输出

100%

b 双法兰

图5-10 仪表维护

HL

H L

节
流
装
置

节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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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仪表维护

5.5.1法兰变送器的传压系统内有充灌液，变送器的

正、负侧均不能松动或拆卸，否则会因充灌液泄漏

而失效；

5.5.2仪表运行后应对基本特性进行定期检查，按季节

校正零点，再更换失效的密封件等；

5.5.3清洁法兰时应注意不要碰伤，划伤膜片否则会使

仪表失效；

 故障现象  原因  处理方法

  1、压力未引入变送器 检查导压管安装是否正确，各阀是否处于正常

    工作状态，引压管是否被堵塞

  2、电源电压不正确及负载电阻不正确 参照 SSTYC、SSTCC差压、压力变送器安装使用

 无输出   说明书

  3、电源极性错误  纠正

  4、输出回路断线  接通

  1、导压管、导压阀或吹洗阀堵塞 各管道应畅通，各阀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各

    管道接头应密封

 误差大，输出达 2、测量回路不正确  检查配电器，二次仪表等与变送器之间的连线

 100% 或 0%   以及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并排除故障

  3、零位、量程及线性电位器调错或损坏 更换损坏元件重新调整

  4、正负迁移开关位置错误 改正

5.5.4法兰变送器的故障检修

5.6、 订货须知

5.6.1 耐腐蚀选型：

根据不同的腐蚀介质，变送器隔离膜片，传压

膜片可以用316L、哈氏C-276、蒙乃尔K-500、哈氏

B-2及3YC25等材料制造；膜板、接头、排气排液阀、

插入筒等接触介质结构材料可用M o2T i（3Y C-20）

（0Cr17Ni12Mo2Ti）AISI(316L)、316L、哈氏C、蒙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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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等材料制造，选择时根据表5-6规定的材料组合及对

应防腐蚀尾注代号列入型号。见表5-6

表5-6

5.6.2 完整的法兰变送器型号：

    结构材料
 防腐尾注代号
  接触介质结构件 传压膜片  隔膜座 安装法兰

 无尾注 Mo2Ti（316） Mo2Ti（316）  Mo2Ti（316） 1Cr18Ni9Ti

 F13 316L 哈氏 C-276  Mo2Ti（316） 1Cr18Ni9Ti

 F14 316L 蒙乃尔 K-500  Mo2Ti（316） 1Cr18Ni9Ti

 F15 316L 钽（Ta）  Mo2Ti（316） 1Cr18Ni9Ti

 F22 316L 316L  Mo2Ti（316） 1Cr18Ni9Ti

 F23 316L 哈氏 C-276  Mo2Ti（316） 1Cr18Ni9Ti

 F24 316L 蒙乃尔 K-500  Mo2Ti（316） 1Cr18Ni9Ti

 F25 316L 钽（Ta）  Mo2Ti（316） 1Cr18Ni9Ti

 F26 316L 哈氏 B-2  Mo2Ti（316） 1Cr18Ni9Ti

 F33 哈氏 C 哈氏 C-276  Mo2Ti（316） 1Cr18Ni9Ti

 F35 哈氏 C 钽（Ta）  Mo2Ti（316） 1Cr18Ni9Ti

 F44 蒙乃尔 蒙乃尔 K-500  Mo2Ti（316） 1Cr18Ni9Ti

 F47 蒙乃尔 3YC25  Mo2Ti（316） 1Cr18Ni9Ti

对上各部分无要求可省略。

5.6.3 其它要求：

法兰变送器充灌氟油可选。

型号

本安型

隔爆型

法兰通径（mm）

毛细管长度（mm）

插入深度（mm）

     □ —i d—DN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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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未注提示：

① 法兰公称通径未注时：按DN80提供；

② 插入法兰深度未注时：按150mm提供；

③ 远传毛细管长度未注时：按3.5m提供；

④ 其它特殊要求，按协议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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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推荐用户在上述量程使用，极限状态下可进行 100 ∶ 1 使用，

    压缩量程后精度按如下公式计算 ：

额定量程

设定量程 -零点迁移量

A.1 型号构成

我公司生产的变送器包含全系列量程与特殊结构，型号构成如下

表：

     0.05+(0.05× ) % F.S

 □ □ □ □

1 带 HART 通讯

2 高级智能型（全数字化传感器、自带通讯键盘） 

0 标准型

1 单平法兰型

2 双平法兰型

3 单插法兰型

4 双插法兰型

5 一平一插法兰型

1 0-0.06 ～ 0.3kPa

2 0-0.25 ～ 1.5kPa

3 0-1.2 ～ 10kPa

4 0-6 ～ 40kPa

5 0-30 ～ 180kPa

6 0-160 ～ 1000kPa

7 0-400 ～ 2500kPa

8 0-1600 ～ 8000kPa

9 0-4000 ～ 25000kPa

0 0-7000 ～ 40000kPa

0 负压

1 表压    ( 对于量程 1、2的差压静压为 0.4MPa)

2 绝压

3 差压    静压 2.5MPa

4 差压    静压 4MPa

5 差压    静压 6.4MPa

6 差压    静压 16MPa

7 差压    静压 25MPa

8 差压    静压 32MPa

9 差压    静压 4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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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附件及材质代码
代号 含 义

B1 管装弯支架

B2 盘装弯支架

B3 管装平支架

B4 特殊支架（如不锈钢等）

D1 法兰排气 /排液阀在上部

D2 法兰排气 /排液阀在下部

D3 无排气 /排液阀（用于煤气等防汇漏型环境）

D4 尾部排气 /排液阀

E1 普通电缆接头

E2 防爆电缆接头

G1 腰形法兰

G2 焊管接头

G3 一体化三阀组

i 本安(Ex ia ⅡC T5)

d 隔爆(Ex d ⅡC T5)

K1 D.C.200 10CS 温度极限 : -45 ～ 205℃ 热膨胀系数：0.00108cc/cc/℃

K2 D.C.704 39CS 温度极限 : -45 ～ 205℃ 热膨胀系数：0.00108cc/cc/℃

K3 氟油 (主要用于氯气等介质 )

L1 A2-70 级碳钢镀锌螺栓

L2 A2-80 级 316 不锈钢螺栓

M3 数字液晶显示表头

N 防雷击端子

Q1 用户指定量程范围标定 (实际工况下高精度标定 )

Q2 用户指定温度范围标定

Q3 用于特殊场合的清洗( 如禁油清洗 )

Q4 用户要求的静压试验数据(仅对差压 )

Q5 用户要求的出厂检定报告

Q6 用户要求的特殊组态

V1 O 型圈 (丁腈橡胶 )

V2 聚四氟乙烯密封圈

V3 金属密封环( 紫铜 )

标 

准 

型

防腐材料
结构材料

法兰接头 排气 /排液阀 隔离膜片

F12 碳钢 316 316L

F13 碳钢 哈氏 C 哈氏 C－ 276

F14 碳钢 蒙乃尔 蒙乃尔 K-500

F15 碳钢 316L 钽

F22 316L 316L 316L

F23 316L 316L 哈氏 C－ 276

F24 316L 316L 蒙乃尔 K－ 500

F25 316L 316L 钽

F26 316L 316L 哈氏 B－ 2

F33 哈氏 C 哈氏 C 哈氏 C－ 276

F35 哈氏 C 哈氏 C 钽

F44 蒙乃尔 蒙乃尔 蒙乃尔 K－ 500

F47 蒙乃尔 蒙乃尔 3YC25

注：①D1、D2、E1、K1、L1、M3、N、V1、F22为标准配置  ②线性开方输出由软件控制，用户可自己选择。

    以上防爆型产品经国家防爆产品质检部门按GB3836.1-2000、GB3836.4-2000标准检验合格，防爆标志为

ExiaⅡCT5、ExdⅡCT5，适用于含有ⅡA-ⅡC类，T1-T5温度组别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0、1、2区爆炸危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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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性能指标

A.3.1 数字化 • 智能压力 /差压变送器技术指标

性能规格

（参考条件 :无迁移状态，硅油灌充液，316L 隔离膜片）

输出信号 :4 ～ 20mA DC/RS485 数字通讯

 4 ～ 20mA DC/HART 协议数字通讯 (可选 )

传输形式 :二线制。

负载特性图 :

精度 :

线性输出 :±0.1%（对量程比为 1:1），包括线性、变差、

重复性的综合误差。

开方输出 : 在输出压力为 4 ～ 100％时，为 ±（0.2%

的标定量程＋ 0.05% 的上限）。

稳定性 :对于 DP 量程代号 3、4、5, 为最高量程的

   ±0.2%，对于其他的量程代号，为最高量程

的±0.25%。

湿度 :0 ～ 100% 相对湿度。

启动时间 :在最小阻尼时，最多 2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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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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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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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Ω负载

电源电压U(V)标准24V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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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吸取量 :小于 0.16cm3。

阻尼 :电气阻尼为 0～ 32 秒。

   此外，敏感元件还有 0.2 秒的恒定阻尼时间（量程

3为 0.4 秒）。

静压影响（DP 变送器）

零点误差 : 对于 14MPa 为最高量程的 ±0.25%，

对于量程代号 3 为最高量程的 ±0.5%，通过零点调整

可以得到校正。

量程误差:每6MPa可校正到输入读数的±0.25%，

或对于量程代号 3，为 ±0.5%。这种误差在安装前可

以调校消除。

静压影响（HP 变送器）

   零点误差 :对于 32MPa 为最高量程的±1.0%。通

过零点调整可以得到校正。

温度影响

·在最大量程零点误差 :

每 56℃为量程的 ±0.5%。总的影响包括量程和零

点误差 :每 56℃为量程±1.0%。对于量程范围编号 3，

影响量加倍。

·在最小量程零点误差 :

每 56℃为量程的 ±3%。总的影响包括量程和零点

误差 :每 56℃为量程的±3.5%。对于量程范围编号 3，

影响量加倍。

振动影响 :频率为 0～ 200HZ，任意方向上每个 g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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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上限值。

电源影响 :小于标定量程的 0.005%/V。

安装位置影响 :零点漂移不大于 (0.25kPa），

此误差可通过校正消除，对量程无影响。

电磁场干扰 /射频干扰影响 :按照 SAMA PMC33.1, 从

20 ～ 1000MHZ 进行试验，场强可高至 30V/m。

结构规格

接触介质的材料 :

隔离膜片 :316L 不锈钢 , 哈氏合金 C-276, 蒙乃尔

合金或钽。（可选） 

排气/排液阀: 316不锈钢，哈氏合金或蒙乃尔合金。

工艺法兰和连接头 :316 不锈钢 , 哈氏合金或蒙乃

尔合金。

   接触介质的 O形环 :氟橡胶、丁晴橡胶。(可选 )

   ·灌充液 :硅油。

   ·螺栓 :碳钢镀镉。 

   ·电子线路外壳 :低铜铝。

   ·O 形密封圈 :丁腈橡胶、氟橡胶。(可选 )

   ·涂漆 :聚氨脂。

   工艺连接件 :对于范围代号 3、4、5的变送器，其

两只法兰的中心连接孔距为 54mm，孔上为 NPT1/4-18；

对于代号 6、7 的变送器则为 56mm 和 NPT1/4-18；对

于代号为 8 的变送器则为 57.2mm 和 NPT1/4-18。对于

范围代号 3、4、5 的变送器，其附件两只腰形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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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压孔为 NPT1/2-14，法兰连接头可翻转分别给出

50.8mm、54mm 或 57.2mm 中心距。

   电气连接件 :具备现场在线测试端子。

   重量:不包括选用件，AP、DP、GP和HP型重2.9公斤。

A.3.2 使用条件

电源电压 :

16V ～ 48V DC 本安防爆型产品须由相应的安全栅供

电（标准为 24VDC）

产品使用环境

使用温度 :-40℃～ +85℃

贮藏温度 :-55℃～ +104℃

湿    度 :0 ～ 95%

防爆型产品使用环境条件 :

温度 : -20℃～ +40℃

相对湿度 :5% ～ 95%

大气压力 :86 ～ 106kPa

本安型产外配安全栅参数 :

    U0 ≤ 28V DC,

    I0 ≤ 118mA,

    P0 ≤ 3.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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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 数字化 • 智能直联式压力 /液位变送器

性能指标
表1：量程与精确度等级

代码 最小测量范围 最大测量范围 精确度等级

直联式

压力变

送器

01 0 ～ 5kPa 0 ～ 10kPa ±0.25%

02 0 ～ 10kPa 0 ～ 35kPa ±0.1%

03 0 ～ 35kPa 0 ～ 100kPa ±0.1%

04 0 ～ 100kPa 0 ～ 200kPa ±0.1%

05 0 ～ 200kPa 0 ～ 700kPa ±0.1%

06 0 ～ 700kPa 0 ～ 1.7MPa ±0.1%

07 0 ～ 1.7MPa 0 ～ 3.5MPa ±0.1%

08 0 ～ 3.5MPa 0 ～ 7.0MPa ±0.1%

09 0 ～ 7.0MPa 0 ～ 32MPa ±0.1%

直联式

液位变

送器

02 0 ～ 1m 0 ～ 3.5m ±0.1%

03 0 ～ 3.5m 0 ～ 10m ±0.1%

04 0 ～ 10m 0 ～ 15m ±0.1%

最大过载：最大测量范围上限值的2倍

          其中量程代码10的产品最大过载为70MPa

过压影响：小于最大量程的0.25%

测量介质：与316不锈钢兼容的各种介质

输    出：4～20mADC（两线制）

工作电压：14～36VDC，标准24VDC±5%，纹波小于1%

环境温度：-20～+85℃

介质温度：-25～+100℃

贮存温度：-40～+125℃

相对湿度：0～100%

膜片材料：316不锈钢

探头/接头材料：304不锈钢

电子外壳：铝合金（表面聚氨脂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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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接口:M20×1.5或1/2NPT外螺纹(SST2001)

电气接口:M20×1.5电缆线密封接头负载阻:(4-20mA):

   R= U-14
0.02

-RD

    其中U为电源电压，RD为电缆内阻

负载电阻（0～10mA）：≤1kΩ

负载电阻（0～5V）：≥300Ω

绝缘电阻：≥200MΩ/50VDC

零点迁移：最大量程的0%～+100%(SST2318为80%)

负迁(SST2001)：最大量程的0%～-100%(不得超

过-100kPa，绝压无负迁)

电源变化影响：小于输出量程的0.01%/V

负载变化影响：在保证最低电压下可忽略不计

零点温度系数：±1.5%FS

灵敏度温度系数：±1.5%FS

指示表：0～100%线性刻度/数字显示表头

稳定性：±0.2%FS/年

本安型产品防爆标志：ExiaⅡCT5

隔爆型产品防爆标志：ExdⅡC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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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压力变送器:约1.2kg；液位变送器:约1.95kg

A.4 随机附件

我公司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变送器随机配送以下附

件，以便用户使用。

使用手册    1 份      产品合格证  1 份

安装支架    1 付      M10 螺钉     4 只

( 注 : 直联式无安装支架和 M10 螺钉 )

A.5 注意事项

1、请按说明书的要求正确接线。

2、本产品属精密测量仪表，严禁随意摔打、冲

击、强力夹持、拆卸或用尖锐的器具捅引压孔或金属

膜片。

3、变送器应尽可能安装于通风、干燥、无蚀、阴

凉之处。

4、若测量介质为粘稠状或悬浮颗粒的液体，要防

止探头堵塞和对膜片的冲击。

5、严禁系统过载超过本说明书规定的极限。

6、电缆线接头处务必密封，以免进水或潮气影响

整机性能与寿命。

7、输出异常后请随即停机检查。若属产品质量问

题，请将产品随合格证一起返回本公司维修或更换。

8、随着产品技术的不断提高，因而对产品性能进

行调整，将不再另行通知。

        本说明书解释权归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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