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操作说明

工业级传感器
PM系列

传感器与控制器
流量    压力    温度    液位    位置



压力变送器应由专业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负责进行安装，调试、 维护。安装前应仔细阅读

产品说明书，理解并遵守其中的各项 规定。

压力变送器由外部电源供电，供电电路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 能量限制电路，并注意电

路中可能存在的高压。

压力变送器最大静压过载已在产品的标签上注明，过程最大压 力值应不超过压力变送器

的满量程。

在危险场合使用压力变送器，安装、使用和维护应同时遵守使 用说明书和国家标准的有

关规定。

小心！仅允许在常压状态下拆卸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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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产品用途

管道压力测量-压力变送器

管道压力测量-差压变送器

用于高温蒸汽测量，应 预先在冷凝管中

注入多半管 冷却水，等待管道中蒸汽稳 

定后，缓慢打开切断阀开始 测量。

用于高温蒸汽测量，应预先在引压管中 

注入冷却水，等待管道中蒸汽稳定后，

缓慢打开切断阀开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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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压测量

差压变送器用于差压监 控，特别适用于

过滤器和设 备泄露测试等高静压的微差 

压量程，提高测量精度。

蒸汽流量测量

蒸汽流量测量，引压管 向上倾斜45°，差

压变送器 的安装位置低于过程管道。应

增加隔离罐和多处切断阀，预先在引压管

中注入冷却液，并定期打开排气排液阀，

排清除引压管道的残留气体液体，保证测

量精度。

液体流量测量

液体流量测量，引压管向下倾斜45°，差压

变送器的安装位置低于过程管道。应 增加隔

离罐和多处切断阀，定期打开排气排液阀，

排清除引压管道的残留气体液体，保证测量

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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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流量测量

气体流量测量，引压管 向上倾斜45°，

差压变送器 的安装位置高于过程管道。 

应增加隔离罐和多处切断阀，定期打开

排气排液阀，排清除引压管道的残留气

体液体，保证测量精度。

密闭容器液位测量

差压变送器用于密闭容 器的液位测量， 

应增加隔离 罐和多处切断阀，并定期打 

开排气排液阀，排清除引压管道的残留气

体液体，保证测量精度。

敞口容器液位测量-单法兰液位变送器

用于敞口容器的液位测量，应考虑介质兼容

性情况，并安装在液面和温度平稳变化的位

置，有助于提高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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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压力变送器

密闭容器液位测量-单法兰液位变送器

单法兰隔膜系统用于密 闭容器的液位测

量，应增加 隔离罐和多处切断阀，定期 

打开排气排液阀，排清除引 压管道的残

留气体液体，确保测量精度。

过程管道或引压管的介质受周围环境影响，可能发生冻结现象， 需要增加防冻措施。

压力变送器-安装

直接安装 支架安装

差压变送器-支架安装

管装弯支架 板装弯支架 管装平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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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连接

图1 图2

直螺纹连接

锥螺纹连接

法兰连接

卡箍连接

图1:压力变送器螺纹长 度必须大

于基座螺纹深度， 确保端面垫片

密封有效。

图2:压力变送器螺纹长 度必须小

于基座螺纹深度， 确保根部垫片

密封有效。

采用生料带或密封胶密封，锁

紧后，压力变送器螺纹有小部

分盈余。

按介质特征和温度范围 选择

垫片，注意各个螺栓平 衡锁

紧。

选择符合卫生标准垫片，避免

过度锁紧卡箍挤压垫片和膜片

造成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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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连接

电源

建议采用独立线性直流电源为压力变送器供电，电阻负载会造成压 降，要求计算信号电缆，显示表头，

其他记录显示设备总电阻，保证到达接 线端子的电压符合要求。

-  用于标准电流信号输出：12-30VDC。

-  用于带HART的电流信号输出：16.5-55VDC。

-  用于本安型电流信号输出：12-28VDC。

-  用于ModBus-RTU/RS485输出： -32VDC。

-  用于0.5-4.5VDC电压信号输出：5VDC/6-15VDC。

接地

-  选用带屏蔽双绞信号电缆效果最佳，为了避免接地回路，屏蔽层采用单 端接地，在压力变送器侧绝缘 

   浮地，并在控制柜侧接地。 

-  耐瞬变内置模块只在良好接地的情况下有效，不锈钢金属外壳和内部接 地端子用于就地直接接地。

电缆保护系统

标准保护系统 为了避免液体沿电缆流 淌，造成防水

接头处积液或 进入接线盒，在穿线盒

与压 力变送器间应按图中所示， 配置

成U型环状，并使U型底 部低于压力

变送器。并考虑 维修更换需要，预留

足够长 度的电缆。

A      B

+  -A   B +   -A

标识

+ 电源+ 电源+ 电源+ 电源+

- 信号+ 电源-/信号- 电源-

A

B

电源-/GND

A 信号+ HART

B

二线制 HART三线制 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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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试   A款表头

挠爆管保护系统

       在危险场合安装使用隔 爆型压力

变送器，应使用金 属挠爆管把信号电

缆连接到 穿线盒，并引到安全区域。

1、清零

      确保变送器处于通电状态并且处于零压力受压状态，

同时按住S按键和Z按键 5秒以上，然后同时释放两按键，

再次同时按住两按键保持3秒左右，变送器将按当前压力

值进行清零。

2、下限校准（零点有源迁移）

       确保变送器处于通电状态并且处于量程下限受压状态，同时按住S按键和Z按键 5秒以上，然后同

时释放两按键，再次按住Z按键3秒左右，变送器将当前压力作为量程下限，但变送器的量程不会改变。

例如：变送器的量程为0-5kPa，当前压力为-1kPa，当执行本操作后，变送器的量程变为-1-4kPa。

3、上限校准（满点校准）

确保变送器处于通电状态并且处于量程上限受压状态，同时按住S按键和Z按键 5秒以上，然后同时释

放两按键，再次按住S按键3秒左右，变送器将当前压力作为量程上限，但变送器的量程下限不会改变。

例如：变送器的量程为0-5kPa，当前压力为4kPa，当执行本操作后，变送器的量程变为0-4kPa。

4、有液晶显示模块变送器按键操作

       当变送器带有液晶显示模块，变送器不仅可以实现2项所描述的操作，还可以利用液晶显示模块自

带的三个按键实现对变送器的参数组态，按键请参见图2所示。

注意:若变送器参数无法修改，请修改菜单项“写保护”为“关”（具体操作可参照菜单结构）。

液晶显示模块面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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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要对变送器进行组态时，确保变送器处于通电工作并处于测量显示状态，按住M按键5秒左右

显示主菜单界面后释放按键即进入组态菜单界面，按S键可返回主测量界面，按Z键可选择菜单项，M

键为确认键。

       当进入具体参数设定界面后，按S键可循环选中需要修改的位，包括数字、小数点和负号。按Z键

可对选中位进行修改，数字位为+1，小数点位循环移动，负号位为正负选择，按M键将保存修改并返

回到上一级菜单。

注释：(如下图)

①单位：inH20、inHg、ftH2O、mmH2O、mmHg、psi、bar、mbar、g/cm2、kg/cm2、Pa、

kPa、Torr、atm、MPa、mH2O、mHg、m、mm、cm、%、mA、g/cm3；

②小数位：0~4位可设；

③比例输出：显示面板仅能禁用或启用，设置需要通过上位机软件；

④阻尼时间：0~64s可设，当阻尼时间设置为88.xxx，按M保存，恢复出厂设置；

⑤介质密度：当单位为M、mm或cm时可设置密度，其他单位该功能隐藏。

注：单独按S键，可改变液晶屏显示方向，90°、180°、270°、360°旋转（主板S键同样有效）。

若在菜单或参数设置状态下当无按键操作30秒左右，变送器自动退出参数组态并返回到测量状态。

液晶显示模块面板图

组态操作

按键图示 按键名称 按键功能

S
在菜单状态下为返回功能，在参数设定状态下为移位功
能，该按键也具有第2项S按键功能。

M 菜单和参数确认按钮。

Z
在菜单状态下为选择功能，在参数设定状态下为+1功
能，该按键也具有第2项Z按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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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量程单位

①单位

量程下限

量程上限

2 位②小数位

③比例显示

④阻尼时间

输出特性

压力滤波

电流固定

写保护

校准

高低端互换

语言/
language

传感器状态

⑤介质密度
（仅单位为
“M,mm,
cm”时）

M进入

S返回
M进入

S返回
M进入

S返回

M进入

S返回

比例显示设置

比例显示下限

比例显示上限

Z移
动

注：无必要，切勿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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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试   B款表头

1、数字清零调试

      正常显示时，同时按住M键和Z键不放，当显示屏右下角

的提示由“NO”转为”YES”后显示值归零，即可松开按键

完成调零。

M

S Z

2、更改液晶显示格式 

正常显示时,长按住 S 键,显示在电流、主变量、百分比之间切换，出现需要的显示时松手即可；

此时可能每隔 3 秒显示跳变一次，当出现不需要的变量时，重复以上操作一次即可。

3、更改单位 

正常显示时，长按 Z 键，屏幕上 5 个 0 依次闪烁。等最右位闪烁时松手，按 S 键，把数字改成

“00002”，按 M 键一次，液晶左下角显示数字“2”。每按下 S 键一次，右下角单位切换一个，直

至需要的单位出现，按 M 键保存。

4、更改量程范围 

正常显示时，长按 Z 键，屏幕上 5 个 0 依次闪烁。等最右位闪烁时松手，按 S 键，把数字改成

“00003”，按 M 键一次，液晶左下角显示数字“3”。按下 S 键一次，最左侧箭头闪烁，按 Z 键移

位，按 S 键更改数字。最右位闪烁时，按下 Z 键，小数点全亮，按下 S 选择小数点位置。输入完毕后

按 M 键，保存数据并自动切换到量程上限。（注：如不需要调整下限，进入“3”后可直接按下 M 键

跳过，直接进入“4”） 此时液晶左下角显示“4”，重复以上操作，更改数字后按 M 键保存即可。

5、更改阻尼 

正常显示时，长按 Z 键，屏幕上 5 个 0 依次闪烁。等最右位闪烁时松手，按 S 键，把数字改成

“00005”，按 M 键一次，液晶左下角显示数字“5”。按下 S 键一次，最左侧箭头闪烁，按 Z 键移

位，按 S 键更改数字。最右位闪烁时，按下 Z 键，小数点全亮，按下 S 选择小数点位置。输入完毕后

按 M 键，保存数据并自动切换到菜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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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输出函数 

正常显示时，长按 Z 键，屏幕上 5 个 0 依次闪烁。等最右位闪烁时松手，按 S 键，把数字改成

“00008”，按 M 键一次，液晶左下角显示数字“8”。按下 S 键，右下角显示在“LIN 线性”和

“SQRT 电流开方”之间切换，当需要的函数出现时按 M 键保存。

7、校准上下限 

正常显示时，长按 Z 键，屏幕上 5 个 0 依次闪烁。等最右位闪烁时松手，按 S 键，把数字改成

“00009”，按 M 键一次，液晶左下角显示数字“9”。按下 S 键一次，最左侧箭头闪烁，进入校准，

加对应压力，按 Z 键移位，按 S 键更改数字，最右位闪烁时，按下 Z 键，小数点全亮，按下 S 选择小

数点位置，输入完毕后按 M 键，保存数据并切换到校准量程上限。此时液晶左下角显示"10"，加对应

压力，重复以上操作，输入压力值后按 M 键保存即可。

注：此功能要求上下限都必须同时校准！并且上下限不能是相同的压力！

8、任意点迁移 

调整完“10”后自动进入，参照 9/10 项设置数据方式，在屏幕上设置需要迁移到的值（当前压力

值），按下M 键，保存数据即可。

注 1：在 2-3-4-5-6-8 中的任何一个菜单，每按下一次 M 键，都会切换到下一个菜单，如果有改动同

时会保存。菜单 8 的下一个菜单为 0 表示是正常显示状态，此时如果无按键操作，3 秒钟后自动退出调

整状态，开始正常显示。3 秒钟内有按键操作，则重新循环 2-3-4-5-6-8 菜单。

注 2：菜单 9-10-11 需要专业人员操作，故不再上述循环之内，只能通过“00009”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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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800B 按键操作说明

A、正常显示状态下，长按M键大于5秒激活，进入菜单操作状态；在菜单编辑状态，短按M进入下一

菜单项，长按M 则退出菜单编辑状态。 

B、在菜单编辑状态下，C键，当前位数字循环增加，短按S键，选择不同的位。

C、在正常显示状态下，短按Z，进行单位切换，长按Z,进行清零操作，清零范围为零点附近满量程的

50%以内。如果成功清除，则显示”CLE”,否则显示”ERR”；

D、短按Z键后再次短按S键，进行小数点显示位数选择。

E、说明L-LMT低量程，U-LMT满量程

注意：

1、长按M键退出菜单，在退出菜单前，要进行保存选择。会出现保存选择额对话提醒，按S键保存编

辑的参数，按Z键不保存退出。

2、超过显示范围的处理：数值超过显示范围，屏幕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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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清洗

清洗仪表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请使用不会损坏仪表表面和密封圈的清洗剂。

     必须避免造成过程隔离膜片机械损伤，例如：尖锐物品导致的机械损 伤。

     金属隔膜（工艺及参照）切不可进行机械清洗。

     使用压力清洗器时，勿将喷嘴直接对准电气连接或透气孔（大气连通 位置）。

     使用压力清洗机进行内部清洁时，不得将喷嘴直接指向隔膜！

运输/储存

 请勿室外存储。
 干燥无尘。
 请勿暴露于腐蚀性媒介。
 避免太阳辐射。
 避免机械冲击与振动。
 存储温度-40-85℃。
 相对湿度最大值95%。

再次运输

变送器应保持清洁，不得沾有任何危险介质！
请使用适当的运输包装，以免设备损坏！

异常处理

测量信号出现异常，应确定是否为过程压力异常，测量系统出错，安装 场合的环境影响还是压力
变送器出现异常，再分析原因采取相应措施。
无信号输出，过程压力变化而输出信号无相应变化或者变化不对应等， 可能是压力变送器异常导
致，应检查供电电源极性或断路，电压，功耗 和负载电阻是否满足正常工作要求，还要检查压力
是否存在泄漏和引压 管堵塞，切断阀未开启等。
输出信号误差大或超出正常范围，应检查供电电压，功耗和负载电阻是 否满足压力变送器正常工
作要求，测量范围设置，调节校准是否正确， 还要检查压力是否存在泄漏和引压管堵塞，切断阀
未开启和压力变送器 安装场合是否存在温度快速波动影响。

返回维修

仪表返厂前，必须完成下列步骤：
去除所有残留液。对于有害人体健康的流体，例如：易燃、有毒、致癌、放射性物质等，此步骤特
别重要。

警告 ! 
不能绝对保证去除危险物质时，请勿返回测量仪表，例如：渗入裂缝或 扩散至塑料中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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