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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單操作 
1.1 選單指令 
1.1.1 操作介面 

 
 

 : 向上鍵，向上移動遊標，並增加設置選單中的值 
 : 向下鍵，向下移動遊標，並減小設置選單中的值 
 : 向左鍵，向左移動遊標，並在設置選單中將閃爍的數位位置向左移 
 : 向右鍵，向右移動遊標，並在設置選單中將閃爍的數位位置向右移 

提示行 

 
1.1.2 顯示幕 
在顯示介面中，按左/右鍵則可顯示下方的介面。 

 
1.2 主選單  
在顯示幕幕上按 MENU 鍵進入主選單。 
 

 

 

1.3 查詢和匯出 
1.3.1 查詢子選單 
在主選單中，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查詢子選單，然後按 MENU 鍵進入。 
在“查詢”子選單中有“每日” “每月” “年” “日誌讀取”的記錄;匯出日期和年份的記錄和日誌記錄。 
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查詢記錄和匯出記錄，然後按 MENU 鍵進入子選單 
1.3.2 日記錄 
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查詢日記錄，然後按 MENU 鍵進入，如下圖所示. 
 
 

 

1.3.3 月記錄 
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月記錄，然後按 MENU 鍵進入，如下圖所示. 
 

 

ALM1    ：1 路報警的指示燈 
ALM2    ：2 路報警的指示燈 
TXD1    ：資料發送指示符 
RXD2    ：資料接收指示符 
MENU 鍵：進入下一個功能表，進入測量螢幕的主功能表，並 
          切換到設置功能表中的下一個參數 

1.記錄查詢 
2.通訊參數設置 
3.輸入通道設置 
4.輸出通道設置 

5.歸零設置 
6.校準設置 
7.顯示設定 
8.密碼設置 

9.日期和時間 
10.自檢信息 

1.查詢日記錄 
2.查詢月記錄 
3.查詢年記錄 
4.查詢定時記錄 

年/月/日：按右或左鍵選擇年，月或日，然
後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需要的日期。 

年/月：按右或左鍵選擇年份或月份，然後
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需要的月份。 

1.查詢日記錄 
2.查詢月記錄 
3.查詢年記錄 
4.查詢定時記錄 

日記錄: 
   
2017-12-10 
     20.325 

月記錄: 
   2017-12 
    11.325 

月消耗， 
單位與流量總單位 
 

日常消耗， 
單位與流量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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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年記錄 
按上鍵或下鍵選擇年份記錄，然後按 MENU 鍵進入，如下所示。. 
 

 

 
1.3.5 定時記錄 
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定時記錄，然後按 MENU 鍵進入，如下圖所示. 
 

 

 
 
 

 

1.3.6 匯出記錄 
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匯出記錄，然後按 MENU 鍵進入，如下圖所示。 若無 USB 介面，則
沒有這個選項。 
 
 

 

匯出資料格式是“Csv”，有三個出口單據，有幾天，幾個月，幾年。 資料可以在電腦 EXCEL 軟
體中打開。 
資料如下圖所示。 
 
 
 
 
1.3.7 匯出日誌 
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導出日誌，然後按 MENU 鍵進入，如下圖所示。若無 USB 介面，則
沒有這個選項。. 
 
 
 
 
匯出資料格式是“Csv”，資料可以在電腦 EXCEL 軟體中打開。 資料如下圖所示。 如下所示。 
 
 

 
1.4 通訊參數設置 
在主選單中，按 MENU 鍵進入選單介面，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通訊參數設置子選單，然後按
MENU 鍵進入。如下所示。 
 
 

 
 
 
 

年份：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需要的年份。 
1.查詢日記錄 
2.查詢月記錄 
3.查詢年記錄 
4.查詢定時記錄 

1.查詢日記錄 
2.查詢月記錄 
3.查詢年記錄 
4.查詢定時記錄 

表號：0 ... 999. 
RS-485 通訊設置：儀錶地址範圍：0 ... 255。  
串列傳輸速率可以選擇 1200、2400、4800、9600.同位可以選擇無、奇數和
偶數。通訊設置完畢後，按 MENU 鍵進入模式選擇。 通訊模式選擇有 RTU、
ASCII 兩種位元組序資訊選擇有 3412、1234、4321、2143 四種。 
參數設置按左/右鍵移動遊標，然後按向上/向下鍵設置值。 

Com1 參數設置 
表號    ： 001 
串列傳輸速率：9600 
校驗    ：  無 

Com1 參數設置 
模式  ：   RTU 
位元組序：   3412 

年記錄: 
    2017 
   11.325 

記錄資料：000001 
Time：02/12/2017 14:02:12 

Total：14.869 

Flow：633.459 

Temperature：400.7 

 

日誌記錄數：按“向上”或
“向下”可選擇日誌的數量 

抄錶日期和時間 

流量合計 

流速 

介質溫度 

介質壓力 

一年消耗， 
單位與流量總單位 

3.年記錄 
4.日誌記錄 
5.匯出記錄 
6.匯出日誌 

USB 匯出:      
   匯出... 

10% 

USB 匯出:      
   成功！ 
         

100% 

USB 匯出:      
   匯出... 

10% 

USB 匯出:      
   成功！ 
         

100% 

日記錄 月記錄 年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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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輸入設置子功能表有密碼保護。輸入密碼
時，按向左鍵移動遊標，按向上或向下鍵增加或減
少數字。預設密碼為 000000，使用者可以按照
1.10 密碼修改密碼。 

介質： 
氣體（標況體積） 

標況密度： 
0001.2048 kg/m3 
標況溫度：20°C 

介質選擇： 
設置密度補償 

設置密度：
1000.0000kg/m3 

介質選擇： 
液體 (質量) 

膨脹係數： 
0.000000 

液體密度(20°C)： 
1000.0000 kg/m3 

介質選擇： 
液體 (體積) 

膨脹係數： 
0.000000 

液體密度(20°C)： 
1000.0000 kg/m3 

介質： 
蒸汽自動補償 

不飽和計量： 
含水計量 

不飽和計量： 
不含水計量 

介質： 
氣體（工況體積） 

標況密度： 
0001.2048 kg/m3 
標況溫度：20°C 

1.5 輸入通道設置 
子選單選項影響儀器的性能和精度，請謹慎操作。 設置流量訊號參數，溫度參數，壓力參數。 
在主選單中，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設置子選單，然後按 MENU 鍵進入。 
 
 
 
 
1.5.1 流量訊號 
1.5.1.1 介質選項 
在輸入設置選單中選擇流量訊號參數按 MENU 鍵進入子設置，按 MENU 鍵進入“介質”中選擇。 
 
 
 
 
 
 
1.5.1.2 液體（體積） 
在介質選單中，然後按向上鍵選擇液體（體積）。 
按 MENU 鍵進入選項，按向左鍵移動遊標至液體密度值
上，然後按上/下鍵來改變這個值。 
設置密度（20°C）後，按向左鍵移動遊標 
至膨脹係數上的因數值上，再按上/下鍵改變該值。 
 
1.5.1.3 液體（質量） 
在介質選單中，然後按向上鍵選擇液體（體積）。 
按 MENU 鍵進入選項，按向左鍵移動遊標至液體密度值
上，然後按上/下鍵來改變這個值。設置密度（20°C）
後，按向左鍵移動遊標至膨脹係數上的因數值上，再按
上/下鍵改變該值。 
 
1.5.1.4 密度補償 
在介質選單中，按 MENU 鍵進入選項選擇介質類型 ... 
設置密度補償，按左鍵將遊標移到密度值上，然後按上
/下鍵來改變這個值。 
 
1.5.1.5 蒸氣自動補償 
在介質選單中，按上鍵選擇蒸汽自動補償，
按 MENU 鍵進入不飽和計量的選擇，然後按
上/下鍵選擇不含水計量或含水計量。 
 

1.5.1.6 氣體（標況體積） 
在介質選單中，按上鍵選擇氣體（標況體積）。 
補償是普通氣體的溫度和壓力補償，單位流量為 Nm3 / 
h。按 MENU 鍵進入密度子選單，需要設置標況密度和
標況溫度。左鍵移動遊標位置，然後按上/下鍵來改變
這個值。 
 
1.5.1.7 氣體（工況體積） 
在介質選單中，按上鍵選擇氣體（標況體積）。 
補償是普通氣體的溫度和壓力補償，單位 
流量為 Nm3 / h。按 MENU 鍵進入密度子選單，需要設
置標況密度和標況溫度。左鍵移動遊標位置，然後按 
上/下鍵來改變這個值。 
 
 

介質選擇 
1.液體(體積) 6.飽和蒸汽壓力補償 
2.液體(質量) 7.過熱蒸汽溫度補償 
3.設置密度補償 8.氣體(標況體積) 
4.蒸汽自動補償 9.氣體(工況體積) 
5.飽和蒸汽溫度補償 10.氣體(質量) 

輸入密碼 
0***** 

1.記錄查詢 
2.通訊參數設置 
3.輸入通道設置 
4.輸出通道設置 

1.流量訊號參數 
2.溫度訊號參數 
3.壓力訊號參數 

1.流量訊號參數 
2.溫度訊號參數 
3.壓力訊號參數 

介質： 
 液體(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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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況密度： 
0001.2048 kg/m3 
標況溫度：20°C 

介質： 
氣體（質量） 

1.5.1.8 氣體（質量） 
在介質功能表中，按向上鍵選擇氣體（質量）。  
補償是一般氣體的溫度和壓力補償，流量單位是 t / h。
按 MENU 鍵進入密度子功能表，需要設置標況密度和標
況溫度。左鍵移動遊標位置，然後按上/下鍵更改此值。 
 
1.5.2 儀錶類型 
設置介質後，按下 MENU 按鈕進入儀錶類型子選單。 在設置過程中按鍵向上鍵切儀錶類型。 
此子選單選項影響儀器的性能和精度，謹慎操作。 
在主選單中，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設置子選單，然後按 MENU 鍵進入。 
 

 

 
請確認儀錶類型之後再進行設置。儀錶類型如下所示。 

1.速度/體積 4. 孔板差壓 7.彎管差壓 

2.質量流量 5. V 錐差壓 8.線性電流 

3.差壓流量 6. 阿牛巴  9.K 係數 
 
（DP：差壓）設置好儀錶類型後，按下 MENU 鍵切換感測器類型相關的選項。 
 
1.5.2.1 速度/容積 
“速度/容積”類儀錶包括容積式流量計和速度型流量計，如下圖所示。 
 
 

 
 

 
設置好儀錶類型後，按 MENU 鍵切換到訊號類型選項子選單。速度/容積中有兩個訊號類型：體
積脈衝，4 ... 20 mA。 
選擇不同的訊號類型時，相關的參數會有所不同，如下圖所示。 

1.5.2.1.1 脈衝 
在輸入設置中，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流量訊號選單列，按 MENU 鍵進入儀錶流量計類型子選單，
然後按上/下鍵選擇“速度/容積”. 
在訊號類型選單中，按上鍵選擇訊號類型（體積脈衝），設置好流量類型後，按 MENU 鍵切換選
項一次，設置流量係數，切除頻率，進行頻率分段校正。 
 
 
 
如果不選擇係數修正，則只需設置流量係數 K。設置時，按左鍵設置遊標位置，上下鍵改變數值。 
流量 k 設置完成後，按 MENU 鍵設置分段頻率值。（根據現場不同流量計設定切除脈衝，但一
般不需要設置此參數）。 
設置切除頻率後，按向左鍵將遊標移到係數分段上，然後按向上鍵切換分段頻率。 係數線性化
（係數分段用於線性校正，預設設置為“關”）. 
 
 
 

1. 橢圓齒輪流量計 6. 往復式活塞流量計 
2. 刮板流量計 7. 圓盤流量計 
3. 雙轉子流量計 8. 液封轉筒式流量計 
4. 腰輪（羅茨）流量計 9. 濕式氣量計 
5. 旋轉活塞式流量計 10. 膜式氣量計 

1.渦街流量計 
2. 渦輪流量計 
3. 旋進旋渦流量計 
4. 電磁流量計 
5. 超聲波流量計 

體積脈衝 4 ... 20 mA  
1. .訊號類型 3. 切除頻率 1. 訊號類型 3. 流量量程 
2. 流量係數 4. 係數分段 2. 切除電流 4. 流量單位 

容積式流量計 速度式流量計 

速度/容積  
  

密碼 
0***** 

1.記錄查詢 
2.通訊參數設置 
3.輸入通道設置 
4.輸出通道設置 

1.流量訊號參數 
2.溫度訊號參數 
3.壓力訊號參數 

儀錶類型： 
速度/容積  

介質選擇： 
飽和蒸汽溫度
補償 

注意：如果係數分段設置為關，則按 MENU 鍵進入修正係數選
單，按左鍵設置遊標位置，按上下鍵改變數值。設置完成後按
MENU 鍵進入下一個功能表。 

切除頻率： 
0000 Hz 
係數分段：關 

流量係數.: 分段 0 
頻率：0000 
係數：000000.0000 

儀錶類型： 
   速度/容積   

訊號類型： 
體積脈衝 

流量係數： 
00200.0000 1/L  

切除頻率： 
0000 Hz 
係數分段：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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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電流： 
4.0030 mA 

差壓流量： 
00000000.000 
流量單位：t/h 

流量係數： 
0000.0000 

差壓量程： 
下限：+0000.000 
上限：+0000.000 

單位：kPa 

注意：在+/-符號上移動遊標
時，按向上鍵切換正壓和負壓。 
DP 下限的範圍是 0-999.999。 

流量係數： 
設定流量係數時，可以分段設定，段號為 0 ... 9。 
頻率：段頻率，輸入範圍 0 ... 9999。 
係數：流量係數對應不同的部分。 
校準後，從第 0 節到第 9 節輸入分段頻率和流量係數。 
注意：如果十個部分並未全部使用，例如，有 5 個部分正在使用中（第 0 部分到第 4 部分），則
設置段頻率 5000 和第 4、5 部分的流量係數 
1.5.2.1.2 電流 
在輸入設置中，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流量訊號選單列，按選單鍵進入儀錶類型子選單，然後按上
/下鍵選擇“速度/容積”. 
在訊號類型選單中，按上鍵選擇訊號類型（4 ... 20 mA）。設置好流量類型後，按 MENU 鍵切換
一次，設置流量範圍，分段電流。 
 
 
 
 
設置流量比例時，按左鍵定位遊標位置，上下鍵改變數值（流量量程應流量表量相同）。 
範圍設置完成後，按 MENU 鍵設置分段電流值。（截止電流根據現場不同流量計而設定，一般不
需要設置此參數）。 
1.5.2.2 質量流量 
在輸入設置中，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流量訊號選單列。按 MENU 鍵進入儀錶類型子選單，然後
按上/下鍵將選擇“質量流量”。 
 
 
 
 
質量流量有兩個訊號類型：質量脈衝：4 ... 20 mA（質量） 
質量流量的設置方法與速度/容積相同。 
1.5.2.3 差壓流量 
在輸入設置中，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流量訊號子選單，按 MENU 鍵進入流量計類型子選單，然
後按上/下鍵選擇“差壓流量”. 
 

 

 
 
 
流量計類型設置完畢後，按 MENU 鍵切換到訊號類型子選單。有四種訊號類型：4 ... 20 mA 未
開方，4 ... 20 mA 已開方。在本手冊中，僅介紹 4 ... 20 mA 未開方，其他指的是 4 ... 20 mA 未
開方。按向上鍵選擇不同的訊號類型。 
 
 
 
設置好訊號類型後，按 MENU 鍵切換到設置規模流量範圍單位的選單
列，按右鍵移動遊標位置，按動向上和向下鍵來修改值（DP 流量範圍
0 ... 9999999.999），按右鍵在 t / h 單位上移動遊標，然後按向上鍵選
擇不同的單位（噸/小時和千克/小時） 
 
完成流量量程的設置後，按 MENU 鍵進入設計密度子選單。按右鍵移
動游標位置，按動向上和按下鍵修改值。 
 
密度設置完成後，按 MENU 鍵進入 
流量係數子選單。 按下右鍵移動遊標 
位置，按動上下鍵修改值。 
（該參數不需要設置） 
 
完成流量係數設置後，按 MENU 鍵進入 DP 比例子選單。按右鍵移動
遊標位置，使用上下鍵修改數值。按右鍵移動遊標到 DP 單位（壓差單
位），然後按向上/向下鍵選擇不同的單位（Pa，KPa 和 MPa）。 
 
設定差壓範圍後，按選單鍵進入分段電流子選單。 按右鍵移動遊標位置，使用上下鍵修改數值。 
分段電流根據現場的不同流量計設定。一般來說，不需要設置這個參數。 
 

 4 ... 20 mA 未平方：指差壓變送器的輸出訊號為未開方訊號，此類訊號應提取平方根，然後才能參與計算。 
 4 ... 20 mA 平方：指差壓變送器的輸出訊號為線性訊號，此類訊號不需要提取平方根。 

儀錶類型： 
質量流量  

1.流量訊號 
2.溫度訊號 
3.壓力訊號 

介質選擇： 
飽和蒸汽溫度補償 

流量係數： 
00200.0000 1/kg 

流量量程： 
00001000.000 
單位: m3/h  

切除電流： 
4.0030 mA   

流量表： 
速度 / 容積 

訊號類型： 
4 ... 20 mA 

 密碼 
0***** 

1.記錄查詢 
2.通訊參數設置 
3.輸入通道設置 
4.輸出通道設置 

1.流量訊號 
2.溫度訊號 
3.壓力訊號 

儀錶類型： 
差壓流量 

介質選擇： 
飽和蒸汽溫度補償 

注：孔板、V 錐、阿牛巴、文丘裡、彎管都屬於差壓式流量計，輸出訊號為刻度質量流量。 訊號類型： 
4 ... 20mA 未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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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流量顯示控制器  

訊號儀錶 

差壓量程: 
下限：
+0000.000 
上限 r： 
+0000.000 

單位：kPa 

注意：在+/-符號上移動遊標
時，按向上鍵切換正壓和負壓。 
DP 下限的範圍是 0-999.999。 

切除電流： 
4.0030 mA 

可膨脹係數： 
0.00000 

流出係數： 
0000.0000 

管道內徑： 
0000.0000 mm 

訊號類型： 
4 ... 20 mA 未開方 

開孔直徑： 
0000.0000 mm 

1.5.2.4 孔板差壓 
在輸入設置中，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流量訊號選單列，按 MENU 鍵進入流量計類型子選單，然
後按上/下鍵選擇“孔板差壓”. 
 
 
 
 
 
孔板 DP 有 9 個參數：訊號類型，管徑，孔徑，可膨脹係數，流出係數，差壓單位，差壓下限，
差壓上限和切除電流。 
 
MENU 
流量計類型設置完畢後，按 MENU 鍵切換到訊號類型子選單。 
有四種訊號類型：4 ... 20 mA 未開方，4 ... 20 mA 已開方。在本手冊中， 
只引入 4 ... 20 mA 未開方，其他指 4 ... 20 mA 未開方。 
按向上鍵選擇不同的訊號類型. 
 
設置訊號類型後，按 MENU 鍵進入管道內徑子選單，按右鍵移動遊標位置，
然後按上/下鍵更改該值。 
 
 
設置管徑後，按 MENU 鍵進入開孔直徑子選單，按右鍵移動遊標位置， 
然後按向上/向下鍵改變該值。 
 
 
設置孔徑後，按 MENU 鍵進入可膨脹係數子選單，按右鍵移動遊標位置，
然後按向上/向下鍵該值。 
 
 
設置可膨脹性係數後，按 MENU 鍵進入流出係數子選單，按右鍵移動遊
標位置，然後按向上/向下鍵改該值。 
 
流量係數設置完成後，按 MENU 鍵進入差壓量程
子選單。 按右鍵移動遊標位置，按上下鍵修改數
值。按右鍵移動遊標到 DP 單元（壓差單位），然
後按向上/向下鍵選擇不同的單位（Pa，KPa 和
MPa）。. 
 
 
設定差壓範圍後，按選單鍵進入切除電流子選單。 按右鍵移動遊標位置，
上下鍵修改數值。 切除電流根據現場的不同流量計設定。 一般情況下，
不需要設置該參數。 
 
1.5.2.5 V 錐差壓 
在輸入設置中，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流量訊號選單列，按 MENU 鍵進入流量計類型子選單，然
後按向上/向下鍵選擇“V 錐差壓”. 
 
 
 
 
 
 
V 錐差壓中有 9 個參數：訊號類型，管徑，錐徑，可膨脹係數，流出係數，差壓單位，差壓下線，
差壓上限和切除電流。 
 
流量計類型設置完畢後，按 MENU 鍵切換到訊號類型子選單。 
有四種訊號類型：4 ... 20 mA 未開方，4 ... 20 mA 開方。 
在本手冊中，只引入 4 ... 20 mA 未開方，其他則指 4 ... 20 mA 未開方。 
按上鍵選擇不同的訊號類型. 
 
設置訊號類型後，按 MENU 鍵進入管徑子選單， 
按右鍵移動遊標位置，然後 
按上/下鍵更改此值。 
 
設置管徑後，按 MENU 鍵至開孔直徑子選單， 
按右鍵移動遊標位置， 
然後按向上/向下鍵改變這個值。 

密碼 
0***** 

1.記錄查詢 
2.通訊參數設置 
3.輸入通道設置 
4.輸出通道設置 

1.流量訊號 
2.溫度訊號 
3.壓力訊號 

儀錶類型： 
V 錐差壓 

介質選擇： 
飽和蒸汽溫度補償 

管道內徑： 
0000.0000 mm 

訊號類型： 

4 ... 20 mA 未開方 

錐體直徑： 
0000.0000 mm 

密碼 
0***** 

1.記錄查詢 
2.通訊參數設置 
3.輸入通道設置 
4.輸出通道設置 

1.流量訊號 
2.溫度訊號 
3.壓力訊號 

儀錶類型： 
孔板差壓  

介質選擇： 
飽和蒸汽溫度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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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流量顯示控制器  

訊號儀錶 

差壓量程： 
下限：+0000.000 
U 上限 r： +0000.000 

單位：kPa 

注意：在+/-符號上移動
遊標時，按向上鍵切換
正壓和負壓。DP 下限的
範圍是 0-999.999。 

切除電流： 
4.0030 mA 

訊號類型： 
4 ... 20 mA 未開方 

差壓量程: 
下限：+0000.000 
上限：+0000.000 

單位：kPa 

注意：當移動/-符號上的
遊標時，按上鍵切換正
負壓力。DP 下限範圍為
0 ... 999.999。 

切除電流： 
4.0030 mA 

介質選擇: 
飽和蒸汽溫度補償 

設置圓錐直徑後，按 MENU 鍵進入“可膨脹係數”子選單 
按右鍵移動遊標位置，然後按向上/向下鍵改變這個值。 
 
 
設置可膨脹性後，按 MENU 鍵進入流出係數子選單， 
按右鍵移動遊標位置，然後按向上/向下鍵改變這個值。 
 
 
完成流量係數的設置後，按 MENU 鍵進入差
壓量程子選單。 按右鍵移動遊標位置，上
下鍵修改數值。 按右鍵移動遊標到 DP 單位
（壓差單位），然後按向上/向下鍵選擇不同
的單位（Pa，KPa 和 MPa）。  
 
設定差壓範圍後，按 MENU 鍵進入切除電流子選單。 按右鍵移動遊標
位置，按上下鍵修改數值。切除電流根據現場的不同流量計設定。 一
般來說，不需要設置這個參數）。 
 
1.5.2.6 阿牛巴 
在輸入設置中，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流量訊號子選單，按 MENU 鍵進入流量計類型子選單，然
後按上/下鍵選擇“阿牛巴”. 
 
 
 
 
 
 
阿牛巴差壓有九個參數：訊號類型，管徑，阻力係數，可膨脹性，流出係數，差壓單位，差壓上
限，差壓下線和切除電流. 
 
流量計類型設置完畢後，按 MENU 鍵切換到訊號類型子選單。 
有四種訊號類型：4 ... 20 mA 未開方，4 ... 20 mA 已開方。 
在本手冊中，只引入 4 ... 20 mA 未開方，其他則指 4 ... 20 mA 未開方。 
按上鍵選擇不同的訊號類型 
 
設置訊號類型後，按 MENU 鍵進入管徑子選單， 
按右鍵將遊標移到遊標位置， 
然後按上/下鍵更改此值。 
 
設置管徑後，按 MENU 鍵進入阻力係數子選單， 
按右鍵移動遊標位置， 
然後按向上/向下鍵改變這個值 
 
設置拖阻力係數後，按 MENU 鍵進入“可膨脹性係數”子選單 
按右鍵移動游標位置，然後按向上/向下鍵改變這個值。 
 
設置可膨脹係數後，按 MENU 鍵進入流出係數。子選單， 
按右鍵移動遊標位置， 
然後按向上/向鍵改變這個值。 
 
在流出係數設定完成後，按 MENU 鍵進入
子選單的差壓量程。按右鍵移動遊標位置，
按上下鍵修改值。記者日向右鍵將遊標移動
到 DP 單位(差壓單位)，然後按上/下鍵選擇
不同的單元(Pa、kPa 和 mpa)。 
設置差壓範圍後，按 MENU 按鈕進入切除電流子選單.。按右鍵移動遊標
位置，上下鍵修改值。根據現場不同的流量計設置切除電流.。一般情況
下，無需設置此參數。 
 
1.5.2.7 彎管差壓 
在輸入設置中，按上鍵或下鍵選擇流訊號子選單，按 MENU 鍵到流量計類型子選單，隨後按上/
下鍵選擇“彎管差壓”. 
 
 
 
 
 

可膨脹係數： 
0.00000 

流出係數： 
0000.0000 

密碼 
0***** 

1.記錄查詢 
2.通訊參數設置 
3.輸入通道設置 
4.輸出通道設置 

1.流量訊號 
2.溫度訊號 
3.壓力訊號 

儀錶類型： 
阿牛巴 

介質選擇： 
飽和蒸汽溫度補償 

管道內徑： 
0000.0000 mm 

阻力係數： 
0000.0000 mm 

流量係數： 
0000.0000 

密碼 
0***** 

1.記錄查詢 
2.通訊參數設置 
3.輸入通道設置 
4.輸出通道設置 

1.流量訊號 
2.溫度訊號 
3.壓力訊號 

儀錶類型: 
彎管差壓 

可膨脹係數：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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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流量顯示控制器  

訊號儀錶 

訊號類型： 
4 ... 20 mA 未開方 

切除電流： 
4.0030 mA 

線性電流：分段 0 
電流：00.0000 mA 
流量：00000000.000 
流量單位：m3/h 

阻尼時間: 00 秒 
定時記錄間隔： 
    00:00:05 

小流量切除: 
00003.0000 

 

差壓量程： 
下限：+0000.000 
上限：+0000.000 

單位：kPa 

注意：當游標移到+ / -符
號時，按上鍵切換正壓和
負壓力。DP 下限範圍
0-999.999.  

彎管差壓中有 9 個參數：訊號類型，管徑，彎管比，可膨脹性，流出係數，差壓單位，差壓下
限，差壓上限和切除電流。. 
 
流量計類型設置完畢後，按 MENU 鍵切換到訊號類型子選單。 
有四種訊號類型：4 ... 20 mA 未開方，4 ... 20 mA 已開方。 
在本手冊中，只引入 4 ... 20 mA 未開方，其他則指 4 ... 20 mA 未開方。 
按上鍵選擇不同的訊號類型. 
 
設置訊號類型後，按 MENU 鍵到管徑子選單，按右鍵移動遊標位置，然
後按上/下鍵可更改此值。. 
 
設定彎管內徑後，按 MENU 鍵至彎徑比選單，按右鍵將遊標移至遊標位
置，然後按上/下鍵可更改此值。. 
 
設置彎管比後，按 MENU 鍵到可膨脹性係數子選單，右鍵移動游標位置， 
然後按上/下鍵鍵可更改此值。 
 
設置可膨脹係數性後，按 MENU 鍵到流出係數子選單，按右鍵移動遊標
位置，然後按上/下鍵鍵可更改此值。 
 
在完成流出係數設定後，按 MENU 鍵進入
子選單的 DP 量程。按右鍵移動遊標位置，
上下鍵修改值。按右鍵將遊標移動到 DP
單位（差壓單位），然後按下/向下鍵選擇
不同的單位（Pa、kPa 和 MPa）. 
 
設置差壓範圍後，按 MENU 按鈕進入“切除電流”子選單.。按右按鈕移動遊
標位置，上下鍵修改值。根據現場不同的流量計設置切除電流.。一般情況
下，無需設置此參數。 
1.5.2.8 線性電流 
在輸入設置中，按上鍵或下鍵選擇流訊號子選單，按 MENU 鍵到流量計類型子選單，然後按上/
下鍵選擇“線性電流”. 
 
 
 
 
 
 
設置流量計類型後，按選單按鈕輸入當前和相應的範圍設置。 
 
 
 
線性電流： 

設置分段電流和對應範圍，可以在分段中設置，分段號為 0 ... 9. 

電流：分段電流值，輸入範圍 00.0000 ... 99.9999. 

流量：不同當前分段對應的流量值。輸入範圍 0000000.000 ... 9999999.999.。 

按右按鈕設置遊標位置，上下鍵改變值。根據人機介面設置本機。 

 
1.5.2.9 阻尼時間和定時記錄間隔時間 
所有流量訊號設置後，按下 MENU 按鈕進入阻尼時間和定時記錄間隔時
間設置子選單。. 
 
按左鍵移動遊標，按上/下鍵更改時間值，濾波時間範圍為 0 ... 30 秒。 
日誌記錄保存間隔，小時/分鐘/秒。 設置參數按左鍵移動遊標，然後按上/下鍵設置值. 
 
1.5.2.10 小流量切除 
設置濾波時間後，按 SET 鍵進入下流量切除子選單。 
 
按左鍵移動遊標，按上/下鍵改變流量切除值，設置範圍為 0 ... 99999.999，
單位與介面單位相同。小流量切除值需根據現場流量表的使用情況而設
定。一般來說，不需要設置這個參數 

管道內徑： 
0000.0000 mm 

彎徑比（R/D）： 
000.00000 

流量係數： 
0000.0000 

密碼 
0***** 

1.記錄查詢 
2.通訊參數設置 
3.輸入通道設置 
4.輸出通道設置 

1.流量訊號 
2.溫度訊號 
3.壓力訊號 

儀錶類型： 
線性電流 

介質選擇: 
飽和蒸汽溫度補償 

可膨脹係數：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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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流量顯示控制器  

訊號儀錶 

流量因數: 
0001.0000 

溫度量程: 
4  mA：+0000.00 °C 

20 mA：+0000.00 °C 

溫度零點： 
+00.000 °C 

溫度上下限： 
上限：- 0050.00°C 
下線：+0050.00°C 

壓力上下限 (kPa） 
下限：+00000.00 
上限：+02000.00 

壓力量程(kPa)： 
 4 mA：+00000.000   
20 mA：+01600.000 

壓力零點： 
+0000.000 kPa 

當地大氣壓： 
  101.325 kPa 

1.5.2.11 流量因數 
設置小流量切除值後，按 MENU 鍵進入流量因數子選單。 
按左鍵移動遊標，按上/下按鈕改變小流量切除值。 
 
1.5.2.12 溫度訊號 
該子選單的設置影響儀器的性能和精度，請謹慎操作。 在主選單中，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溫度
訊號子選單，然後按 MENU 鍵進入。 在輸入設置中，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溫度訊號子選單，然
後按 MENU 鍵進入. 
 
 
 
 
 
有五種溫度輸入類型：Pt100/Pt1000/4 ... 20 mA/0 ... 20 mA/設定(設定
溫度)。當溫度輸入選擇 4 ... 2mA 或 0 ... 20 mA 時，需要設置 L 量程（下
限量程）和 H 標度（高標度）的溫度。按 MENU 鍵進入上下溫度限制設
置，設置參數按左鍵移動遊標，然後按上/下鍵設置值。 
 
設定溫度輸入和溫度量程後，按 MENU 鍵進入溫度零點設置，設置參數
按左鍵移動遊標，然後按向上/向下鍵設置值。 
 
設定零點溫度後，按 MENU 鍵進入溫度上下限設置子選單， 
如果溫度超出範圍，它將使用設定溫度值進行補償. 
 
 
1.5.2.13 壓力訊號 
該子選單的設置影響儀器的性能和精度，請謹慎操作。在主選單中，按上或按下鍵選擇壓力訊號
子選單，然後按 MENU 鍵進入。 
在輸入設置中，按上鍵或下鍵選擇溫度訊號子選單，然後按 MENU 按鈕進入。  
 
 
 
 
 
 
有四種壓力感測器類型： 
4 ... 20 mA 表壓，4 ... 20 mA 絕壓，設定表壓和設定絕壓。按 MENU 鍵
進入壓力上下限設置，設置參數按左鍵移動遊標，再按上/下鍵設置值。 
 
 
設置壓力輸入和溫度量程範圍後，按 MENU“鍵進入壓力零點和大氣壓力
“設置參數，按左鍵移動遊標，然後按向上/向下鍵設置值。 
 
 
設置壓力為零後，按下 MENU 鍵進入“壓力上下限設置”子選單，如果壓
力超出範圍，它將調用設定壓力來補償。 
 
 
1.6 輸出設置 
在主選單中，按向上或向下方向鍵選擇輸出設置選單，然後按 MENU 鍵進入。 
在“輸出設置”子選單中，有電流輸出，頻率輸出，報警輸出。 按向上或向下選擇設置輸出類型，
然後按 MENU 鍵進入子選單。 
 
 
 
 
1.6.1 電流輸出 
在“輸出設置”選單中，按上下鍵將游標移動到電流輸出，然後按 MENU 鍵輸入電
流輸出通道設置。 
 
 
 
  
 
 
輸入當前輸出選單後，左/右鍵可將遊標移動到輸出變數類型。 
輸出變數有 7 個：流量、溫度、表壓壓力、差壓（kPa）、密度，熱焓（KJ/kg），能量(MJ/h)，
按上鍵切換輸出變數類型。然後按 SET 按鈕進入選項，按右鍵移動遊標，按上/下鍵設置輸入變
數輸出範圍上、下限的值。 

電流輸出變量 
1.流量 
2.溫度 
3.能量 
4.熱焓 
5.密度 
6.差壓 
7.錶壓壓力 

密碼 
0***** 

1.記錄查詢 
2.通訊參數設置 
3.輸入通道設置 
4.輸出通道設置 

1.流量訊號參數 
2.溫度訊號參數 
3.壓力訊號參數 

溫度輸入： 
Pt100     

設定溫度： 
+0180.00 °C 

溫度輸入： 
4 ... 20 mA    

設定溫度： 
+0180.00 °C 

1.記錄查詢 
2.通訊參數設置 
3.輸入通道設置 
4.輸出通道設置 

1.電流輸出通道 
2.頻率輸出通道 
3.報警輸出通道 1 
4.報警輸出通道 2 

1.電流輸出通道 
2.頻率輸出通道 
3.報警輸出通道 1 
4.報警輸出通道 2 

電流輸出： 
模式：4... 20 mA 
變數：流量 

電流輸出量程： 
  4 mA：+00000.00 
20 mA：+01600.00 

kg/m 

注意：當移動/-符號上的
遊標時，按上鍵切換正
負值。 

密碼： 
0***** 

1.記錄查詢 
2.通訊參數設置 
3.輸入通道設置 
4.輸出通道設置 

1.流量訊號參數 
2.溫度訊號參數 
3.壓力訊號參數 

壓力輸入： 
設定表壓 

壓力： 
+00800.00 kPa 

壓力輸入： 
4 ... 20 mA 表壓 
設定壓力： 
+00800.00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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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流量顯示控制器  

訊號儀錶 

頻率輸出： 
脈衝 

報警 1: 流量下限 
報警值:      kg/m 
+00000000.200 
回差:000.000 

累計流量歸零： 
00000000.000 t 

定時記錄清空: 否 

1.6.2 頻率輸出 
在“輸出設置”選單中，按上下鍵將遊標移動到頻率輸出，然後按 MENU 鍵輸入頻率輸出通道設
置。 
 
 
 
 
 
1.6.2.1 脈衝 
在輸出設置選單中，進入頻率輸出選單，向上鍵將頻率輸出類型選為脈衝，
然後按 MENU 鍵進入脈衝輸出範圍對應的頻率和流量範圍，按右鍵移動遊標，
然後按向上/向下鍵設置值。 
頻率：頻率上限和下限，範圍：0000 ... 5000Hz 
流量：流量範圍：0 ... 999999.99。  
與顯示單位的單位相同 
 
1.6.2.2 當量 
在輸出設置選單中，進入頻率輸出選單，按上鍵選擇頻率輸出類型為當量，然後按 MENU 鍵設
置頻率範圍對應於輸出範圍。設置參數：按右鍵移動遊標，然後按向上/向下鍵設置值。 
輸出流量總計：當當量係數設為 1t 時，儀錶每 1t 流量總計，則儀器輸出一個脈衝。 
範圍：0 ... 999.9999。 
 
1.6.3 報警輸出通道 
在“輸出設置”選單中，按上下鍵將遊標移動到警報輸出通道，然後按 MENU 鍵進入警報輸出通道
設置。 
 
 
 
 
 
 
 
 
1.6.3.1 報警通道 1  
在輸出設置選單中，按上下鍵移動遊標到報警通道 1，然後按選單鍵進入報警輸出通道設置。 有
6 個報警變數：流量上限，流量下限，溫度上限，溫度下限，壓力上限，壓力下限。 設置報警
變數後，設置報警值和報警遲滯誤差。 設置參數可按左鍵移動遊標，然後按向上/向下鍵設置值。 
 
1.6.3.2 報警通道 2 
在“輸出設置”選單中，按上下鍵將遊標移動到警報通道 2，然後按下
選單鍵輸入報警輸出，通道設置。 
有 6 個報警變數： 
流量上限，流量下限，溫度上限，溫度下限，壓力上限，壓力下限。 
當累計流量達到時，儀錶報警。 
設置參數按左鍵移位遊標，和然後按上/下鍵設置值。 
 
1.7 歸零設置 
在主選單中，按上下方向鍵選擇“歸零設置”選單，然後按 MENU 鍵進入. 
  
 
 
 
1.7.1 累計歸零 
輸入密碼進入累計流量歸零，通過修改零值並修改累計流量。設置參數按左
鍵移動遊標，然後按向上/向下鍵設置值。 
 
1.7.2 記錄重置 
累計流量清除設置完成後，按 MENU 鍵進入定時記錄清空選項。清除日誌
時，按上鍵將“開”改為“是”，然後按下 MENU 鍵，日誌記錄將被徹底清除，
儀錶將再次保存日誌記錄。 
 
1.8 校準設置 
校準選單用於校準積算儀內部各類比頻道。該功能影響儀錶的準確性，請謹慎操作。若無電阻箱、
基準電流源和萬用表等相關校準設備請不要操作該選單。 
在主選單中，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校準子選單，然後按 MENU 鍵進入. 

報警 1 選擇類型 
1.流量上限 
2.流量下限 
3.溫度上限 
4.溫度下限 
5.壓力上限 
6.壓力下限 

1.電流輸出通道 
2.頻率輸出通道 
3.報警輸出通道 1 
4.報警輸出通道 2 

頻率輸出： 
當量 

1.電流輸出通道 
2.頻率輸出通道 
3.報警輸出通道 1 
4.報警輸出通道 2 

報警 1：流量下限 
報警值：     kg/m 
+00000000.000 
回差  ：000.200 

注意：“歸零設置”子功能表具有密碼保護。輸入密碼時，按左鍵移動遊標，
按上或下鍵增加或減少數字。預設密碼是 000000，使用者可以根據 1.10
密碼修改密碼。 

2.通訊參數設置 
3.輸入通道設置 
4.輸出通道設置 
5.歸零設置 

歸零密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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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流量顯示控制器  

訊號儀錶 

1.電流輸出校準 
2.電流輸入校準 
3.溫度通道校準 

電流輸出校準： 
量測值：03.9810 mA 
輸出值：04.0000 mA 

電流輸出校準： 
量測值：20.0330 mA 
輸出值：20.0000 mA 

電流輸出校準： 
量測值：20.0330 mA 
輸出值：20.0000 mA 

 校準成功！ 

1.電流輸出校準 
2.電流輸入校準 
3.溫度通道校準 

溫度校準：低 
標準值：+0000.0°C 
量測值：+0000.0 

溫度校準：高 
標準值︰+0000.0°C 
量測值：+0001.2 

溫度校準：高 
標準值︰+0400.0°C 
測量值：+0397.3 

溫度校準: 高 
標準值: +0400.0℃ 
測量值:+0397.3 

校準成功! 

1.顯示單位設置 
2.顯示參數設置 

暫態時間：m3/h 
累計單位：m3 
溫度單位：℃ 
壓力單位：kPa 

1.電流輸出校準 
2.電流輸入校準 
3.溫度通道校準 

電流輸入校準： 
輸入值：20.0000 mA 
量測值：20.0100 mA 

電流輸入校準： 
輸入值：20.0000 mA 
量測值：20.0100 mA 

校準成功！ 

電流輸入校準： 
輸入值：04.0000 mA 
量測值：03.9790 mA 

1.顯示單位設置 
2.顯示參數設置 

4.輸出通道設置 
5.歸零設置 
6.校準設置 
7.顯示設定 

1.顯示單位設置 
2.顯示參數設置 

顯示模式： 
1 秒迴圈 

暫態小位數：2 

1.頻率顯示 ■   4.累積顯示 □ 
2.電流顯示 □   5.差壓顯示 □ 
3.時間顯示 ■   6.密度顯示 □ 

 
 
 
 
1.8.1 電流輸出校準 
在校準子選單中，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電流輸出，然後按 MENU 鍵進入。 
校準時需要用萬用表測量輸出電流，然後將此電流值輸入“測試值”。 
 
 
 
 
 
儀錶採用兩點校準。校準時，儀錶提示 4 mA，輸出電流約 4 mA。將萬用表的值輸入表中，然
後按 MENU 鍵輸入下一項。此時，表示 20 mA，則輸出電流約為 20 mA。萬用表檢測輸入到儀
錶中的值，然後按 SET 按鈕，儀錶提示為成功。然後返回到校準子選單。設置參數按左鍵移動
遊標，然後按上/下鍵設置值。 
 
1.8.2 電流輸入校準 
在校準子選單中，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電流輸入，然後按 MENU 鍵進入。 校準時，按“輸入”提
示需要標準電流源向儀器輸入電流。例如，在校準流量電流時，選擇流量電流，然後按 MENU
鍵進行校準。 給零刻度輸入 4 mA，儀器將顯示一個測量值，然後按 MENU 鍵進入滿刻度。給
滿量程 20 mA 輸入，儀器將顯示一個測量值，然後按 MENU 鍵完成校準。 校準後，儀器將顯
示“成功”，然後返回到校準子選單 。 
 
 
 
 
 
溫度和壓力的校準方法與流量電流的校準方法相同。 
 
1.8.3 溫度輸入 
校準子選單，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溫度，然後按 MENU 鍵進入。 
校準時，需要標準電阻箱根據 R 值輸入儀器電阻。 
 
 
 
 
 
校準後，儀器將顯示“成功”，然後返回校準子選單。 設置參數按左鍵移動遊標，然後按向上/向
下鍵設置值。 
 
1.9 顯示設定 
在主選單中，按向上或向下方向鍵選擇顯示設定選單，然
後按 MENU 鍵進入。在“顯示單位”子選單中，有顯示單位
和顯示參數設置。 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設置輸出類型，然
後按 MENU 鍵進入子選單。 
 
在校準子選單中，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顯示單位，然後按 MENU 鍵進入。 
設置參數按左鍵移動遊標，然後按向上鍵切換單位。 
 
 
 
 
 
 
在校準子選單中，按向上或向下鍵選擇顯示參數，然後按 MENU 鍵進入。 
 
 
 
 
 
 
按左鍵選擇顯示模式，按 MENU 鍵進入。按左鍵在顯示選項上移動遊標，然後按下鍵切換選項
顯示與否（√表示選項顯示，否則不顯示）。設置完成後，按 MENU 鍵返回顯示子選單。 設置
顯示模式後，按 MENU 鍵進入迴圈顯示間隔和流量計顯示小數點。間隔時間範圍 1 ... 9 秒，小
數點範圍 0 ... 3。設置參數按左鍵移動遊標，然後按向上/向下鍵設置值。 
 

顯示單位 
瞬時單位 Nm3/h, NL/h, NL/m, kg/m, kg/h, t/m, t/h, kg/s, I/h, I/m 
溫度單位 °C, °F 
壓力單位 MPa, Pa, kPa 

1.電流輸出校準 
2.電流輸入校準 
3.溫度通道校準 

注意：“校準設置”子功能表具有密碼保護。輸入密
碼時，按左鍵移動遊標，按上或下鍵增加或減少數
字。預設密碼是 000000，使用者可以根據 1.10 密
碼進行修改密碼。 

校準密碼      
0***** 

3.輸入通道設置 
4.輸出通道設置 
5.歸零設置 
6.校準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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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流量顯示控制器  

訊號儀錶 

時鐘設置： 
2018-01-25 

10:57:21 

6.校準設置 
7.顯示設定 
8.密碼設置 
9.時間和日期 

7.顯示設定 
8.密碼設置 
9.時間和日期 
10.自檢 

自檢 
時鐘ˇ  儲存器 ˇ 
電源ˇ  AD 轉換ˇ 
參數ˇ  傳送器 ˇ 

1.10 密碼 
在主選單中，按上下方向鍵選擇密碼選單，然後按 MENU 鍵進入。 
 
 
 
 
 
按左鍵在輸入通道上移動遊標，按 MENU 鍵進入設置密碼選單，輸入新舊密碼，然後按 MENU
鍵，顯示“成功！”。 設置參數按左鍵移動遊標，然後按向上/向下鍵設置值。校準和歸零密碼的
設置方法與輸入通道密碼的設置方法相同。 
 

1.11 日期和時間 
在主選單中，按向上或向下方向鍵選擇日期和時間子選單，
然後按 MENU 鍵進入。設置參數按左/右鍵移動遊標，然後
按向上/向下鍵設置值。 
 
 
1.12 自檢 
在主選單中，按向上或向下方向鍵選擇自檢選單，然後按
MENU 鍵進入。 此子選單檢查運行狀態的詳細資訊，“√”
表示正常，“×”表示此選項異常。 
自檢結束後，顯示器將轉到主選單。 
 
2.0 接線  
2.1 端子定義                             2.2 終端定義 

 
  

1.輸入通道密碼修改 
舊密碼：0***** 
新密碼：****** 

1.輸入通道密碼 
2.歸零密碼 
3.校準設置密碼 

1.輸入通道密碼修改 
舊密碼：****** 
新密碼： *****1 

修改成功！ 

5.歸零設置 
6.校準設置 
7.顯示設定 
8.密碼設置 

 
序號 定義 序號. 定義 

1 電流輸出+ 14 公共地 

2 電流輸出 -  15 脈衝 + 

3 RS-485 (A)  16 脈衝 - 

4   RS-485 (B) 17 報警通道 1，常閉觸點 

5 電池 +24V 18 報警通道 1，常開觸點 

6 電源接地 19 報警通道 1 通用 

7 AC80-220V N 20 報警通道 2，常開觸點 

8 AC80-220V L 21 警報器 2 通用 

9 Pt100, A 22 24V (+) 輸出 

10 Pt100, B 23 公共地 

11 Pt100, B 24 壓力電流輸入 

12 溫度電流輸入 25 流量電流輸入 

13 24V (+) output 26 流量脈衝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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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流量顯示控制器  

訊號儀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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