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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PD面板安装型微差压变送器 

安装使用说明书 

销售咨询热线: 4006661802  

售后服务热线: 022-23900700 

  

 SRPD 型微差压变送器可用于测量非导电气体的差压或表压(静压)，并

将压力信号转换为成比例的标准直流电流（4～20mA，电流输出型）或直流

电压信号（0.05～5.05VDC，或者 0.05～10.05VDC，电压输出型）。 

 SRPD 型微差压变送器每只产品在出厂前均经过严格的测试和标定。本

产品内装有精密测量元件，在您准备安装和使用此产品前，请务必仔细阅读

本说明，以便更好的使用本产品，以避免安装和使用中的不当操作，从而导

致产品出现不可预知的测量误差甚至永久损坏。 

  

安装和调试过程注意事项： 

 安装过程应避免产品经受剧烈振动或者撞击，类似的情况将

可能导致产品的测量结果发生偏差甚至永久损坏。 

 安装位置应尽量远离频繁启动的大功率设备和高频设备（例

如变频器或类似高频大功率设备），以避免较强的电源噪声或

共模噪声的干扰。 

 产品的供电和信号电缆应和动力电缆分开布线；产品调试时，

应避免与现场施工使用的大功率用电设备（例如焊接设备）

共用交流供电，并应特别注意用电设备的正确接地。 

 

正常使用和维护注意事项： 

 使用中应保证电源稳定可靠，负载应符合产品的相应规格。 

 参考压力端口的布置方式及其附近的气压变化将直接影响测

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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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完成后在使用前应先检查产品的零点输出，并通过系统

消除此误差或者调整零点以减小零点误差（参考零点调整部

分）。 

 超出测量范围的压力将导致产品输出异常，应避免使用未知

压力的气源测试产品。 

 压力超出允许范围将直接造成产品永久损坏！维护过程中禁

止用高压气流清洁压力接口或接口附近区域（例如用压缩空

气吹扫尘土等）。 

 

关于标定： 

SRPD型微差压变送器系列产品在出厂前已进行过标定，在使

用时无需再进行现场调整。零点和满量程可以通过电位器进行调

整，除非您有相应的设备，否则不要轻易对满量程进行调整。 SRPD 

型产品出厂标定是在垂直位置进行的（上盖与水平垂直），在其它

方位使用时零点输出会产生微小的漂移，可以参考下面章节调整

产品的零点，或者记录下此误差并在测量系统中采用其他方式消

除此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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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方法： 

SRPD产品适用于面板安装方式。产品的前面板和产品壳体为

卡扣式连接，在前面板与外壳下缘处有两处面板卡扣开启槽，

可使用一字螺丝刀打开前面板。参见图 1-1。 

 

 

 

安装步骤： 

1.1 拆开产品的包装盒，此时请勿去除前面板的保护膜以防

止安装过程划伤面板。取出产品并平放在桌面上，将一

字改锥头部嵌入前面板开启槽中，轻轻翘起使前面板一

端与壳体分离至此处的卡扣脱开。参见图 1-2。 

1.2 用同样的方法撬开前面板下部的第二处卡扣。参见图 1-3。 

 

图 1-1 卡扣开启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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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用手捏住前面板的两个侧边，向壳体外侧轻拉前面板，

使前面板上部的卡扣与壳体脱开，取下前面板。 

1.4 在产品包装盒的盖板内侧，可以看到印制好的墙面开孔

划线样板，将其按照框线裁下，参见图 1-4； 

图 1-2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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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使用划线样板在墙面的预定安装位置划线，然后用适当

的工具开孔，开口尺寸（宽 x 高）为 108 x 90 mm； 

1.6 在墙面开口对应的位置，依照壳体安装孔标记好 4 个

4mm 自攻螺钉的安装位置，并打孔； 

1.7 在产品上连接好引压管和信号电缆，然后用 PG9 锁紧接

头锁紧电缆； 

1.8 用 4 只 4mm 十字盘头自攻螺钉，将产品壳体部分固定

在墙面上； 

1.9 检查产品的零点和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如果需要，可以

依照下面有关调整产品的零点调整方法来调整产品的零

点； 

1.10 调试结束后才可以安装前面板。将前面板的卡扣对准壳

体的卡口后，轻压前面板以使其卡入壳体，检查前面板

以确认其安装平整严密。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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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零点调整： 

将变送器的高低压力孔均连接到大气并监测产品的输出，即

可对零点进行调整，零点调整电位器位置参见图 1-6。调整的标准

值如下： 

2.1 单向正压力测量范围的产品： 

4~20mA 输出型调整零点输出为 4mA(±误差%FS)； 

0.05~5.05VDC 输出型调整零点输出为 0.05V(±误

差%FS)； 

0.05~10.05VDC 输出型，调整零点输出为 0.05V(±误

差%FS)。 

2.2 双向正负压力测量范围的产品： 

4~20mA 输出型调整零点输出为 12mA(±误差%FS)； 

0.05~5VDC 输出型调整零点输出为 2.55V(±误差%FS)； 

0.05~10.05VDC 输出型调整零点输出为 5.05V(±误

差%FS)。 

 

图 1-5 螺丝安装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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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满量程调整： 

    满量程调整之前应完成零点调整。满量程调整电位器位置参

见图 1-6。 

    满量程调整应借助一台精确的压力基准(如数字压力计等)来

进行，其精度应高于所要调整产品的精度，将满量程压力加至高

压孔(参考压孔通大气)，调整满量程电位器使输出至相应的范围。 

3.1 4~20mA 输出型调整满量程输出为 20mA(±误差%FS)； 

3.2 0.05~5VDC 输出型调整满量程输出为 5.05V(±误

差%FS)； 

3.3 0.05~10.05VDC 输出型调整满量程输出为 10.05V(±

误差%FS)。 

 

图 1-6 调整电位器及接线端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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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测量介质和环境要求 

   SRPD 型微差压变送器可测量空气或类似的非导电性气体。 

    工作温度*           -18°C ~ +65°C 

    温度补偿范围        +5°C ~ +65°C 

    温漂               ＜±0.06%FS/°C 

 注：工作温度仅对电子元件而言，测量介质的温度可以更高或更低。       

 

5. 压力连接： 

 SRPD 型微差压变送器的压力连接方式为两个 3/16"塔形接

头及 1/4"软管连接。正压端(高压)和参考压端(低压)均位于变送器

的底部，分别标注"+"和"-"。为了获得最快的响应时间，建议您在

使用软管时长度最好不要超过 30 米。 

 

6. 电气连接： 

    打开产品的上盖板后可以看到接线端子，将电缆穿过 PG9 锁

线装置后连接到端子上，电气连接端子位置请参考图 1-6。 

    SRPD 型微差压变送器 4~20 mA 电流输出型采用两线制，电

源激励为 9~30VDC，变送器在工厂采用 24VDC 电源，250 欧姆

负载电阻进行标定。电气连接方法请参考参见图 1-7。 

 最小电源电压(VDC)=9+0.02*(接收器电阻附加导线电阻) 

 最大电源电压(VDC)=30+0.004*(接收器电阻附加导线电阻) 

 如果电路中有电流限制器，电流限制值应调整到≥35 mA。 

 SRPD 型微差压变送器 0~5VDC/0~10VDC 电压输出型为三

线制，输出阻抗 100 欧姆；激励电源为 9~30VAC 或 12~42VDC。

变送器在工厂采用 24VDC 电源，50K 欧姆负载电阻进行标定。电

气连接方法请参考参见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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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4~20mA 电流输出型电气连接图 

图 1-8  

电压输出型电气连接图 

 

SRPD 

SR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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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液晶显示位数和小数显示 

1，产品量程对应的显示位数设置： 

依照产品的量程，显示模块将有不同的位数设置，参见下表： 

量程(Pa) 显示位数设置 示例 

25～199 2 位半整数,1 位小数 XX. X-1XX. X 

200～1999 3 位半整数，无小数位 XXX-1XXX 

2000～19999 1 位半整数,2 位小数(表示 KPa) X. XX-1X. XX 

20000 及以上 2 位半整数,1 位小数(表示 KPa) XX. X-1XX. X 

2，液晶的显示位数和读数分辨率： 

2.1 显示模块的可显示位数仅与产品的量程有关 

2.2 显示模块的读数分辨率仅与可显示位数有关 

  读数分辨率即液晶显示屏的最小可显示值，例如 0.1Pa 

3，产品的标称精度和显示模块的显示精度： 

3.1 产品的标称精度：指在产品的标称量程范围内的满量程输出信号的

精度，依照不同的精度等级，分为 1.0%，0.5%，特选的 0.4% 和 

0.25% 等；产品的标称精度即为随产品所附标定证书（如果选择

了此选项）上出具的工厂标定精度。微差压变送器的标称精度（RSS）

是指非线性，迟滞以及非重复性的方和根。 

3.2 显示精度：指产品在满量程输出时液晶显示读数值相对于产品量程

的精度。显示模块的零点准确度可通过显示模块上的零点电位器

调整；显示精度与产品的标称精度无关。例如，量程为0～1000Pa，

输出为4～20mA的产品，当产品输出20mA时，若显示读数为

1008Pa，则显示精度为：（1008-1000）/1000 = 0.8% 

3.3 微差压变送器液晶显示模块的显示精度为1%，不同于产品的标称

精度。 

3.4 微差压变送器的液晶显示读数，通常用于测量控制系统的巡检参考，

不应等同于计量类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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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产品维修： 

    将产品寄回工厂维修之前请与我公司联系，详细介绍您的产

品信息和使用情况。将产品返回我公司时请将产品妥善包装，并

发到以下地址： 

福迪威西特传感工业控制（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西青区泰达微电子工业园微五路 28号 

电话：022-23900700，邮编：300385 

    为保证产品能够及时得到维修，请把下列资料附在返修产品

包装中一同寄回本公司： 

1．联系人姓名、电话 

2．故障的详细介绍 

3．列出曾经与产品一同使用的任何危险物品 

备注：请拆下已安装的所有压力连接件和管件。我公司在收到

返修产品后，约需几个星期可将产品发回客户；如果产品不

在保修之列，客户需支付一定维修费。 

 

8. 标定服务 

    我公司拥有一套完整的标定设备，如果需要重新标定或校准

所使用的 Setra 压力变送器，请与我公司市场部联系，以安排好时

间，并告知您所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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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保证 

     本公司对其产品在材料和制造方面的质量提供保证，适用于

如下一些条件及范围。如属于下列情况，本公司对由于制造原因

产品出现的任何问题，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产品。 

a）产品没有被误使用，存放不当意外损伤。用户在使用中也没有

误接线，错误安装或维护，或未按本公司提供的产品说明来使用； 

b）产品未被本公司或指定的维修人员以外的人维修或更换。 

c）产品编号未被抹去，缺损或涂改。 

d）经本公司检验，确认产品材料或制造方面的问题是在正常的安

装、使用和维护下出现的。 

e）产品运回本公司之前必须预先通知我方并预付运费。 

    除非在产品使用说明或质量保证中特别说明，或由本公司官

员签字认可，本公司压力和加速度产品自售出之日起提供 1年的

质量保证。  

    上述保证将替代所有明示，默示的或法定的保证，这包括但

不限于为了特殊目的而对产品提供的默示保证。 

    如保证期内产品出现问题，本公司承担的责任仅限于对产品

进行修复或更换。如产品已不能修复或更换，本公司将返还产品

的货款。对于任何其他情况，本公司的责任也仅限于返还货款。

任何情况之下，本公司对未能履行承诺或因使用安装其产品所造

成的事故或连锁损失均不负任何责任。 

 任何代理商或人员均未被授权提供上述之外的任何其他保证，

或承诺本公司担当与其产品销售相关的其他任何责任。 

 

福迪威西特传感工业控制（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西青区泰达微电子工业园微五路 28号 

www.setr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