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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告-首先阅读本部分 

 

压缩气体危险！请熟知加压条件下的受力情况。遵守本地指南以及加压设

备作业用条例。 

 

 

气体流过管道遵循着一定的物理定律。 安装时需遵守物理定律，否则可能

导致严重的后果。请熟知该等定律，确保该产品正确安装。确保上游直管

段长度、下游直管段长度、流量、压力、温度和湿度条件始终在规范要求

范围内。 

 

需要对精密仪器进行维护。 定期检查流量计，确保其清洁。如果流量计受

到污染，使用脱矿质水或清洁酒精轻轻地清洗传感器。检查内部过滤器，

并清洗受到污染或损坏的过滤器。 

需要定期对精密仪器进行重新校准。 为确保最佳状态，需要重新校准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建议每年进行一次重新校准。 

 

并非设计为会计计量或计费用途。 流量计未经过会计计量认证。会计计量

和计费定律可能因国家或州而异。 

 

请勿夸大测量结果。VPInstruments 对现场条件下测量结果的正确性不承

担任何责任。 现场流量计的实际测量不确定性可能存在着差异，这取决于

其安装方式以及气流的性质。管道表给出了有关如何优化现场精度的指南

。我们的产品并非设计用作确定压缩机容量的单一工具。 

 

请勿打开装置。 我们的仪器组装精度极高。打开装置存在危险并可能损坏

仪器。打开仪器保修即会失效。 

 

反馈有助于产品改进。 请将您的经验分享于我们，因为我们不断在质量承

诺、可靠性和易用性方面改进产品。请通过 sales@vpinstruments.com 告知

我们您的反馈！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设计用于潮湿空气环境下。 流量计可用于不时

可能发生冷凝的 100% 饱和空气环境中。但是，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

并非水流计或多相流量计。 造成压缩空气网络泛滥并伴有液态水的过高含

水量环境会导致误读且有可能损坏仪器。 

 稳定时间：当暴露于压力变化较大的环境下，例如安装传感器过程中，需

要稳定 DP 传感器元件。这一操作需要 15 分钟。在此期间，读数可能存在

较大的误差。 

mailto:sales@vpinstruments.com告知我们您的反馈！
mailto:sales@vpinstruments.com告知我们您的反馈！
mailto:sales@vpinstruments.com告知我们您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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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介 

恭喜！您已购买世界上使用最方便、最齐全的压缩空气测量工具。利用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

计，您可以同时监测和记录流量、压力、温度以及空气消耗总量。 

 

优质产品需配备好的用户手册。我们已尽最大努力尽可能完善该用户手册。如果您是新用户，

请仔细阅读该用户手册，熟悉产品。如果您是有经验的用户，请查看 快速入门篇章。 

 

检查包装箱是否存在任何不一致之处。如果货物包装有破损，请告知当地承运人。与此同时，

提交一份报告至 Van Putten Instruments BV，地址为：荷兰代尔夫特 Buitenwatersloot 335 号，邮

编：2614 GS。 

 

本手册专用于： 

VPS.R200.P4DP（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 

 

想了解最新版的 VPStudio 软件以及最新的固件版本概述，请登录 www.vpinstruments.com。  
 

旧版本软件功能可能未涵盖于本用户手册之中。有关服务订购计划，包括软件与硬件升级，请

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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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概述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可同时测量质量流量、温度和压力。所有这些参数都是正确测量压缩

气体的关键， 因此包含在所有型号中。配合探针插入术，您可在管直径方面表现的很灵活。所

有数据均可通过 Modbus RTU、4..20mA 和脉冲访问。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可用于三种配置以适合每个应用程序。仅将连接器盖用于传感器功能

， 这是集成到中央管理系统的理想选择。使用显示模块进行中央读取和数据记录。在无法读取

标准显示的位置处使用 VP 流量终端设备进行中央读取和数据记录。所有型号均可使用所有参数

和输出。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仅在 1 个长度单位（400mm）内有效。您可以选择一些选项: 

型号 流量范围 选项 长度 选项 显示器  

VPS.R200.P4DP 20-200mn/sec P400 400mm 长 D0 无显示器，无连接器盖 

    D10 显示器  

    D11 显示器+2 百万点数据记录

器 

    D2 连接器盖 

 
 

订购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套件，以获得完整的入门套件与所有必需的配件，以及您马上开

始使用所需的一切。 

 
 

3.1. 配置 

只需一步即可操作该仪器。需要了解内管直径以进行精确测量， 错误的内径会造成重大误差。

可以用显示模块上的小键盘或 VPStudio 配置软件对管道直径进行编程。该软件套件还可用于配

置输出和数据记录器。该软件可从我们的网站上下载，网址为：www.vpinstruments.com/down-

loads。 

 
 
 

http://www.vpinstruments.com/downloads
http://www.vpinstruments.com/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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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附带连接器盖）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附带连接器盖）可用于不需要本地读出和数据记录的应用当中。利

用各种输出可将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连接至远程数据记录器。 

 

 
 

3.3.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附带显示器） 

显示模块新增加 3 行显示（附带有小键盘）以及 1 个 200 万点数据记录器（可选）至 VP 差压式

压缩空气流量计。所有参数将在显示器上实时显示。小键盘可用于启动数据记录会话或更改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的关键参数。所有远程连接输出参数均可从 M12 连接器上获取。 

 

  
 

3.4.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附带 VP 终端采集器） 

VP 流量终端采集器可在本地显示器无法读取的情况下用作远程显示器。所有显示功能均可在远

程显示器上获取。 

VP 流量终端采集器配有 10m（32.8ft）的电缆和带有 M12 8 针连接器的连接器盖。带有 M125 针

连接器的标准连接器盖不能用于连接 VP 流量终端采集器。VP 流量终端采集器的主要组成部分

为一个 200 万点数据记录器，可记录流量计和模拟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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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快速入门 

本章节包括开始使用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的基本步骤。所有主题的附加信息参见下述章节

。 

 

1. 拆包 

拆开流量计，并检查所有物品是否齐全完好无损。包装箱上附有显示所有物品的清单。 

 

2. 设置编程 

• 需要将内管直径编写入传感器内。可通过显示器或借助 VPStudio 软件实现该编写。（

www.vpinstruments.com/downloads） 

• 如有必要，设置 Modbus、脉冲和电流的输出参数。 

 

3. 机械安装 

• 寻找本产品的最佳安装点。确保满足所有规范要求。 

• 安装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需要在管道上开孔。您可使用一个最小内径为 1/2 英寸的螺纹

或热开孔鞍形卡焊接阀门。 

• 将球形阀（最小全通径为 1/2 英寸）和压力接头放置在插入点。 

• 连接安全电缆并将探针插入管道内。 

• 传感器探头需要插入管道中间。 

• 拧紧压力接头。 

 

若要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 参见机械安装章节。 

 

3.   电气安装 

3.1 永久安装 

使用 5 针 M12 连接器将电缆连接至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使用电源模块进行永久安装

。另外，也可将电缆通过 Modbus、4..20mA 或脉冲连至中央数据采集/构建管理系统或数据

记录器。若要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 参见电气连接章节。 

 

使用 12 ..24V 直流电给该装置通电。使用 II 级电源（低于 2A）。如装有显示器，在接通电

源时显示器灯会亮起。 

 

3.2 临时安装 

采用 M12 连接器，使用 24V 直流电源给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通电。这种快速方法十

分适合空气评估。 

 

4. 数据记录 

当数据记录器选项可用时，可按住 Esc/Rec 按键，然后 Enter 按键，以启动数据记录会话。所有

参数将以默认记录间隔进行记录（所有参数的默认记录间隔为 5 秒）。可采用 VPStudio 软件更

改记录间隔。此软件工具还可用于检索已记录的会话。 

  

file://///vpnas01/01%20algemeen/02%20Ontwikkeling/001%20Projecten/003%20VPFlowScope%20DP/06%20Documentatie/Handleiding/Producthandleiding/Current%20release/CN%20-%201902/www.vpinstruments.com/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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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量 

所有参数的更新间隔为 1 秒。1 秒内，可对多个样品进行采样，取平均值进而提供稳定可靠的输

出。 

 

5.1. 流量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采用压差原理。 

 

原理解释见右图。 

流量会对探针产生差压。通过压差传感器元件可测量

该压力。同样，表压力也是由单独的表压传感器测得

。温度传感器将测量气体温度。上述三种传感器组合

使用可产生质量流量输出。 

 

5.2. 压力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一个嵌入式的表压传感器。传感器的范围为 0 ..16 

bar | 0 ..250 psi gauge. 
 

传感器信号以 16 位为取样值。0..16 bar 量表上的实际分辨率为 0.24，也就意味着 250psi 量表上

的实际分辨率为 0.004 psi。 

 

5.3. 温度 

嵌入式温度传感器测量压缩空气/气体温度。独立安装以确保快速响应。 

信号以 16 位为取样值。分辨率应不低于 0.1℃。 

 

为获得最佳测量性能，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需要处于温度稳定的环境中。当暴露于温度变

化较快或较大（例如在冬季将装置从室外拿到室内，或者在安装热再生吸附式干燥机的下游时

）的环境下，温度补偿可能滞后，从而可能导致严重的测量误差。 

 

5.4. 累加器 

累加器跟踪以标准立方米或标准立方英尺计算的压缩空气的总消耗量，该计算单位取决于您选

择读出的单位。刷新间隔为 1 秒，实际测量数据将会显示在显示器上并通过 Modbus 获取。出

于备份原因，累加器数值写入其内存当中，间隔为 15 分钟。断电可能导致最多 15 分钟的累加

器数据丢失。 

 

双向操作中，累加器将减去反向流的数值。压缩空气送回供应侧时，累加器将会进行倒数。累

加器仅可重置为零，无法将其设置为其它数值。 

 

显示器将会显示累加器数值，最大为 999.999,9，然后变成 0,0，独立于所采用的单位。这并不会

清除内部累加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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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机械安装 

装配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 

连接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传感器模块上的显示器或连接器盖。确保其完全滑至 O 型密封圈

。将 O 型密封圈放置于连接器盖上部位置。将下部位置用于显示器。必要时涂抹一些 O 型密封

圈润滑脂。轻轻固定顶部螺丝。 

 

在管道内安装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 

首先选择正确的安装点。安装点的选取对正确测量至关重要。造成误差的来源可能是：安装效

果、未知流量剖面、漩涡、压力和温度影响、湿度影响以及流量振动。为确保尽可能高的流量

测量精度，必须严格按照安装与管道说明操作。因此，请务必认真阅读本段落内容。 

 

需要考虑： 

• 选择一处方便布线和维护，以及在需要时仍可读取和访问显示器的可及地点。 

• 符合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规范要求。如不符合规范要求，例如压力或温度水平过高，将

导致流量测量不精确，甚至损坏流量计。 

• 勿向流量计施加任何机械应力。 

 

需要避免： 

• 过热，检查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的温度范围。 

• 外表面潜在的水损害。避免在湿度高的区域使用以及淋湿流量计。请注意，VP 差压式压缩空

气流量计不具备防水功能，只能防溅。 

• 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在腐蚀性环境中使用流量计。 

• 电路问题（高压/大功率）。 

• 避免机械振动和危险（步行桥、叉车）。 

 

 

停止使用：该等装置仅适用于压缩空气、非腐蚀性气体和不可燃气体环境中。最大

工作压力为 16bar（250psi） 

 

Arrêt: Ces dispositifs sont uniquement destinés à être utilisés avec de l'air, de l'azote et 
d'autres gaz non dangereux et non combustibles. La pression opérationnelle maximale est 
de 16 bar (250 psi) 

 

准备安装：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可通过内径为 1/2 英寸的焊接螺纹或热开孔鞍形卡插入。热开孔鞍形

卡箍可在加压条件下安装，因此无需停工。 

 

在需要时可使用球形阀将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插入或拔出。应使用 1/2 英寸的全通径球形

阀或 3/4 英寸的球形阀。VPInstruments 的热螺孔钻的钻孔尺寸为英寸。在这种情况下，应放置

1 英寸的球形阀，并在钻孔之后使用减径管缩减至 1/2 英寸以适合压力接头。 

 

 

警告：确保孔尺寸至少为 16mm（0.63 英寸），并完全可以进行插入作业。进入管

道时，如果孔的尺寸过小，则会损害探针或阻碍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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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选择正确的安装位置。下图显示适合与不适合安装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的位置。应避免可

能存水的位置。 

 
 

 
*建议在流量计的上游安装一个旋风分离器，以便从系统中除去多余的水 
**管道长度不成比例 

 

 
 

 

我们强烈建议您仔细阅读，理解并按下表的说明操作。如不按照说明操作，可能会

损坏产品。 

 

序号 描述 

1 最低点可能会积水。请勿在该点安装流量计。它会被积水淹没，最终停止正常工作

。 

2 切勿安装于立管，因为水会积压于负压孔，无法排出仪器。当压缩机停止运行和/或

在压缩机正常操作期间低于读数时，将会产生回流迹象。 

3 流量计安装于最高点。棒极了！积水将向低点流动。切勿从顶部竖直安装，因为水

会向下滴落，从而阻塞正压孔和负压孔。这会导致错误读数。应始终如图所示，以

一定的角度安装。建议按照安装管道表，预留足够的上游和下游长度。 

4 切勿安装于立管，因为水会积压于正压孔，无法排出仪器。它将致使读数完全错误

，很可能读数过大。最终产品将会停止正常工作。 

5 流量计安装于高于潜在积水的高点，储水器之后。好极了！储水器的排水管将会排

出大部分积水，这样，您便可使流量计主要接触雾气。要确保按照所示角度安装流

量计，以便水能适当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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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深度 

通常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的插入深度应为内管直径

的一半，传感器端头底部必须位于管道的中间（参见图片

）。 

 
位置 

仅 将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向上安装，呈 30°夹角（

参见图片）。这样可使得水偏离探针向下滴，如果任何冷

凝水在压力管中积聚时，则探针排水情况将达到最佳效果

。切勿上下颠倒安装仪器！它们将会被水淹没。切勿从顶

部安装仪器，因为水滴将会进入压力传感孔，导致误读。 

 
 

连至显示器时，应使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易于与流向保持一致。显示器应指向流量的下游

。借助连接器盖，M12 连接器指向流量的下游。目测对准便可。 

产品标签上注有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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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点/热阀门安装：使其平滑 

插入探针前后始终创建一个平滑的管道十分重要。这个事实经常被忽略，结果导致测量结果不

佳。焊接管头和钻孔时，要确保其尽可能细小。 

 

拇指法则： 

• 使其保持平滑 

• 避免焊接内侧边缘 

• 避免密封（自法兰）阻塞流动路径 

• 避免探针周边出现死区 

 

好的做法 不好的做法 

  

管道平滑，孔隙相对较小，从而使传感器尖端

周围留有较小的缝隙。 

采用标准三通管。这会使传感器周围产生湍流

。而且，测量区域的直径也会产生变化，从而

导致流量计在测量范围的意外行为。尤其是在

<3 英寸的小管道中，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情况

。 

 
 

异常情况 

管道尺寸在 25mm 与 55mm（1 英寸与 2

英寸）：请注意场地精度为±10%，安装误

差精度范围更宽泛。25mm 与 65mm（1 英

寸与 2.5 英寸）的插入深度之间同样存在

着差异。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需要在

距离底部 5mm（0.2 英寸）之处，否则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的温度传感器会位

于流动路径的外侧。传感器端头不再处于

管道中间。小直径管道的测量值会自动校

准。 

 
 

 

安全第一：应首先安装安全绳。 

使用 1/2 英寸的压力接头固定住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使用特氟龙套圈而非不

锈钢套圈密封探针。特氟龙套圈可能变得光滑。当传感器意外脱离压力接头时，安

全绳将会固定住传感器。切勿将压力接头拧得过紧，否则可能会损害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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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安全绳安装 

  

步骤 1： 

1. 保持球形阀关闭！ 

2. 将压力接头插入球形阀。使用特氟龙胶带或

液态密封胶。 

步骤 2： 

1. 插入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探针留在

压力接头中。 

2. 将安全绳与管道连接。 

3. 将安全绳挂在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环

上。 

 

 

步骤 3： 

1. 将手放置于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上面

。 

 在将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安装至管道

耐压系统时，您将感受到暂时渗漏以及试图将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从压力接头排出的力

。当安全系统正确安装时，这属于正常安装程

序的一部分。 

2. 缓慢开启球形阀，轻轻地向下推动 VP 差压

式压缩空气流量计。 

3. 探针端头应位于管道的中心。 

4. 拧紧压力接头。 

步骤 4： 

随意地拉紧安全绳。调整安全绳时，确保在调

整过程中紧固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例

如，这可通过用手在仪器顶部施加力或借助次

级安全绳完成。 

1. 解开安全绳。 

2. 再次拉紧并锁定安全绳。 

3. 对准流向。目测对准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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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节安全系统安装。 

  

步骤 1： 

1. 拆除长螺纹端侧上的压力接头部件。 

2. 将保险片放置在压力接头的长螺纹端。 

步骤 2： 

1. 安装并紧闭螺母。然后安装压力接头的特氟龙

环和螺母。 

  

步骤 3： 

1. 保持球形阀关闭！ 

2. 将压力接头插入球形阀。使用特氟龙胶带或

液态密封胶。 

 
 

步骤 4： 

1. 插入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探针留在

压力接头中。 

2. 将安全绳挂在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环

上。包括额外的 DP 吊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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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1. 将手放在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上面。  

 在将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安装至管道

耐压系统时，您将感受到压力接头周围的暂时

渗漏以及试图将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从

压力接头排出的力。当安全系统正确安装时，

这属于正常安装程序的一部分。 

2. 缓慢开启球形阀，轻轻地向下推动 VP 差压

式压缩空气流量计。 

3. 探针端头应位于管道的中心。 

4. 拧紧压力接头。 

步骤 6： 

1. 旋松安全锁，拉紧安全绳。 

2. 上紧安全锁。 

3. 对准流向。目测对准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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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管道表 

查看下列管道表，遵循建议获得最佳效果。该表根据安装情况显示上游和下游的长度。如果适

用仪器前方安装距离，则使用给定的上游直管段长度。如果适用仪器后方安装距离，则使用给

定的下游直管段长度。管道内的气流遵循着一定的规则，为获取最佳测量结果必须遵守该等规

则。在某些情况下，上游直管段长度需要更长，但在其它情况下，上游直管段长度应更短。 

 

 

如有可能，选择较长的上游直管段长度，因其为最小值。上下游直管段长度可用作

全行业的指南，但永远不得作为获取“真实值”的保证。因此，必须小心谨慎并尽量

从实际测量中积累自身经验。 

 

 

管道表 

下表给出了适用于上、下游对象与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之间的适当间距的指南。上游直管

段长度为最后一个非直线对象与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之间的长度。如果上游直管段长度是

直的，且失真发生在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的下游，您则可以将“下游直管段长度”一栏的数

值作为参考指南。在存在多个上下游对象的复杂情况下，您应该考虑选择另一处位置。本表为

实际指南，并非精密科学。实际情况中可能出现多个来源失真，因此 VPInstruments 并不对来源

的正确性负责。 

 

图片 描述 
上游直管段

长度 2 

下游直管段长

度 2 
影响 

 

单弯管 30*D1 10*D1 流量剖面失真 

 

并网管道复杂（集管） 40*D1 10*D1 流量剖面失真 

  

双弯管、多弯管首尾相

连 

40*D1 10*D1 剖面失真+漩涡 

 

直径由小变大（逐渐的

或瞬间的） 

40*D1 5*D1 喷流 

 

直径由大变小（在 7°-

15°之间逐渐变化） 

10*D1 5*D1 扁平流量剖面 

1 = 内径；2 = 最小长度 

 
 
 
 



VPFlowScope DP  19 

© 2020 VPInstruments | MAN-VP-SDP-CN |修订:2000 |日期:25-11-2020 

 

6.2. 流量范围表 

附表 40 标准无缝碳钢管 

  ID 流量 

尺寸  

（英寸） 

DN 英寸 毫米 最小值 

（scfm） 

最大值 

（scfm） 

最小值 

（m3
n/hr） 

最大值 

（m3
n/hr） 

2 50 2.1 52.5 92 917 156 1,559 

3 80 3.1 77.9 202 2,020 343 3,432 

4 100 4.0 102.3 348 3,483 592 5,918 

6 150 6.1 154.1 790 7,904 1,343 13,429 

8 200 8.0 202.7 1,368 13,675 2,323 23,234 

10 250 10.2 259.1 2,234 22,344 3,796 37.963 

12 300 11.9 303.2 3,060 30,597 5,199 51,985 

16 400 15.0 381.0 4,831 48,314 8,209 82,087 

20 500 18.8 477.8 7,598 75,983 12,910 129,097 

范围仅适用于压缩空气和氮气 
 

附表 10 标准无缝碳钢管 

  ID 流量 

尺寸 

 （英寸） 

DN 英寸 毫米 最小值 

（scfm） 

最大值 

（scfm） 

最小值 

（m3
n/hr） 

最大值 

（m3
n/hr） 

2 50 2.2 54.8 100 1,000 170 1,698 

3 80 3.3 82.8 228 2,282 388 3,877 

4 100 4.3 108.2 390 3,897 662 6,620 

6 150 6.4 161.5 868 8,681 1,475 14,749 

8 200 8.3 211.6 1,490 14,902 2,532 25,319 

10 250 10.4 264.7 2,332 23,320 3,962 39,621 

12 300 12.4 314.7 3,296 32,962 5,600 56,004 

16 400 15.6 396.8 5,240 52,405 8,904 89,036 

20 500 19.6 496.9 8,218 82,180 13,962 13,962 

范围仅适用于压缩空气和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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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显示器  

显示器提供一些附加功能: 

• LCD 显示屏，3 行实时数据显示，每秒刷新一次 

• 小键盘，可通过菜单配置主要设置 

• 具备可调记录间隔功能的数据记录器（选项） 

• 5 个自定义单元（将现有单元乘以一个因数，并在 LCD 显示屏上显示）。可使用 VPStudio 进

行配置。 

 

7.1. 显示器状态图标 

一些状态图标显示对仪表状态的反馈。列表如下，并附说明 

图标 描述 

 

传感器模块正确连接显示器并由电源供电 

 

与传感器之间没有通讯【断开连接时检查外部电源】 

 

闪烁的小点表示数据会话已激活 

 

2 个旋转箭头表示与计算机之间已有通讯 

 

显示器已锁定。无法访问菜单 

 内存指示。每个区块表示 20%的内存使用量。如果内存使用超过 95%，则区块开始

闪烁 

 

7.2. 液晶显示器 

液晶显示器提供 3 行实时数据显示。通过选择该行所需的参数可将每行的数据配置在显示菜单

中。 

可用选项列于 菜单 ->显示器中。 

 

7.3. 数据记录器 

可选集成数据记录器提供 200 万个数据点，每秒足以测量所有三路 1 倍数据，可持续一周以上

。使用以下间隔指南 

 

应用 流量 压力 温度 估计记录时间* 

标准能源管理应用 5 分钟 5 分钟 5 分钟 2314 天 

电机测试-快速波动 1 秒钟 1 秒钟 1 秒钟 7 天 

审核 - 一周 10 秒钟 10 秒钟 5 分钟 113 天 

审核-一个月 30 秒钟 30 秒钟 5 分钟 330 天 

*空数据记录器的记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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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数据记录器上记录多个会话。每次启动会话时， 都会记录一个新的会话。无法添加已有

会话。 

 

录制过程中发生电源故障时，会话将中止。恢复电源后，将自动启动新会话。 

 

7.4. 小键盘 

小键盘由 4 个按键组成，用于控制显示器。 

 

 
 

1 菜单/回车 用于进入（子）菜单或确认某一设置 

2 退出/记录 当处于数据采集界面时将会启动数据记录会话。 

当不处于数据采集界面时将会从（子）菜单返回。 

3 “向上”按键 在菜单中向上导航 

4 “向下”按键 在菜单中向下导航 
 

 

特殊按键功能 

• 锁定显示器 

 在主界面中，同时按住“向上”和“向下”按键可锁定或解锁显示器。界面的右下角会出现

一个锁定图标。锁定功能会关闭小键盘功能。 

 

• 清洁重新启动。 

 接通电源时长按 Esc 按键。当显示器无法启动或无法结束会话时使用该选项。在内存接

近满载、后续出现断电时可能发生上述情况。 

 

7.5. 菜单 

菜单可归类为 3 个大项，包括各自子菜单项。完整菜单结构显示如下： 

 

1. 设置 

1. 直径 

2. 显示器  

3. 日期与时间 

4. Modbus 地址 

5. RS485 

6. 显示模糊时间 

7. 显示方向 

2. DAQ 会话 

1. 新会话 

2. 全部删除 

3. 高级设置 

1. 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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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置 

设置菜单可用于更改功能参数以及显示设置。 

 

1.1.  直径 

传感器需要知道精确的内管直径方可计算质量流量。只有在连接传感器的情况下方可更改直径

。进入菜单后，首先选择所需的单位，可以是毫米或英寸.。 

现在输入内管直径 en，按 Enter 按键确认。 

 

1.2.  显示器 

显示器的主界面有 3 行显示，显示测量值。通过此菜单，可将测量值分配到该等显示行。选择

第 1 行所需的单位，按 Enter 按键配置第 2 行。重复上述步骤，转至第 3 行。可用单位包括： 

 

被测对象 可用单位 描述 

空置 - 留空该显示行 

流量 mn）/sec）  

m3
n）/h  

ln）/min）  

SCFM 

m3
n）/min）  

sfps 

标准化 

压力 bar 
psi 

量规 

温度 °C 
°F 

 

累加器 m3
n） 标准化 

自定义  可利用 VPStudio 配置 5 个可用

单位。用现有单位乘以一个用

户自定义因子。 

 

1.3.  日期与时间 

调整日期与时间设置。首先进入菜单选项，然后用小键盘设置日期。日期格式为：日-月-年。设

置日期后用 Enter 按键确认，然后输入时间设置，格式为：时：分：秒，随后再用 Enter 按键确

认。新日期便会即刻激活。 

  

日期/时间设置与实时时钟保持一致，直至出现长时间断电。使用 VPStudio 时，日期与时间同样

会与计算机保持同步。按“存储”按键将会触发同步功能。 

 

1.4.  Modbus 地址 

Modbus 地址可通过此选项予以更改。使用“向上”和“向下”按键更改数字。可用数字为 1-247。 

设置数字后，按 Enter 按键保存地址。需对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的电源进行循环以激活新

地址。 

 

1.5.  RS485 

在该菜单中可更改 RS485 通讯参数、波特率、奇偶校验和停止位。 

 

1.6.  显示模糊时间 

可在此调整显示背光模糊时间。默认的模糊时间设置为 10 秒。其它可用选项包括： 

• 渐隐。背光保持不熄。 

• 5-30 秒，步幅 5 秒。 

 

通过菜单确认可立即激活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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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显示方向 

显示器上的文本可上下旋转，因为文本需要以镜像呈现的方式进行安装。进入菜单项，并用箭

头键选择所需方向。用 Enter 按键确认以激活设置。 

 

所有按键均将保持其功能。 

 

2.  DAQ 会话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包含一个可选 200 万点数据记录器。在可用条件下，菜单设置为启动

和停止会话或删除所有当前数据。 

 

2.1.  启动会话 

在选择该选项后按住 Enter 按键将启动会话。当会话启动后，菜单关闭，显示主界面。右上角闪

烁的点表示会话正在进行中。会话激活时菜单会被禁止。 

按 Esc 按键可停止会话。 

 

2.2.  全部删除 

所有会话将被删除。无法只删除某个单一会话。 

 

3.  高级设置 

 

3.1.  重置 

重置装置。所有外围设备将被重新初始化。更新显示硬件时也需要使用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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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VPStudio 软件 

可用 VPStudio 软件可读出和配置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该软件可从网站： www.vpinstru-

ments.com/downloads下载。 

 

快速入门篇章显示如下，阅读 VPStudio 手册获取更多信息。该手册可从网站： www.vpinstru-

ments.com/downloads下载。 

 

 

为读出显示器数值，需要将传感器模块连接至显示器。未连接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

流量计传感器时无法读出会话。 

 

 

将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连接至计算机 

可用 M12 连接器将 VP 差压式气体流量计探针从 JB5 接口盒处连接至计算器。接口盒将电源与

数据信号连接在一起。通过将 24V 直流电源连接至 JB5 接口盒给装置通电。连接至 USB 转换器

的 RS485 可用于将 JB5 接口盒连接至计算器。 

 

安装 USB 转换器驱动程序 

将 RS485 连接至 USB 转换器需要安装驱动程序。驱动程序可通过 Windows 系统自动安装或手动

安装。所有驱动程序均可从网站： www.vpinstruments.com/downloads 下载。下载 VPStudio 时

会自带所有驱动程序，并可从安装文件夹中找到。 

 

配置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 

• 启动 VPStudio 软件 

• 在浏览器窗口右击打开菜单。现在点击添加设备 

• 点击扫描按键，搜索正确的串行通讯端口。选择并点击添加 

• 输入设备名称 

• 现在选择 RS485 转换器串口 

• 设置通讯参数（如果可用） 

• 点击添加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传感器读出 

• 点击浏览器窗口中的设备以读出设置 

• 状态选项卡提供一般信息 

• 安装选项卡用于配置设置 

 

VP 差压式气体流量计显示器读出 

• 点击加号图标以展开显示图标 

• 点击显示器以读出显示器设置 

• 状态选项卡提供一般信息 

• 安装选项卡用于配置设置 

• 点击显示器下方的会话以检索会话数据 

 
 
 
 
 
 
 
 
 
 
 

file://///vpnas01/01%20algemeen/02%20Ontwikkeling/001%20Projecten/003%20VPFlowScope%20DP/06%20Documentatie/Handleiding/Producthandleiding/Current%20release/CN%20-%201902/www.vpinstruments.com/downloads
file://///vpnas01/01%20algemeen/02%20Ontwikkeling/001%20Projecten/003%20VPFlowScope%20DP/06%20Documentatie/Handleiding/Producthandleiding/Current%20release/CN%20-%201902/www.vpinstruments.com/downloads
file://///vpnas01/01%20algemeen/02%20Ontwikkeling/001%20Projecten/003%20VPFlowScope%20DP/06%20Documentatie/Handleiding/Producthandleiding/Current%20release/CN%20-%201902/www.vpinstruments.com/downloads
file://///vpnas01/01%20algemeen/02%20Ontwikkeling/001%20Projecten/003%20VPFlowScope%20DP/06%20Documentatie/Handleiding/Producthandleiding/Current%20release/CN%20-%201902/www.vpinstruments.com/downloads
file://///vpnas01/01%20algemeen/02%20Ontwikkeling/001%20Projecten/003%20VPFlowScope%20DP/06%20Documentatie/Handleiding/Producthandleiding/Current%20release/CN%20-%201902/www.vpinstruments.com/downloads
file://///vpnas01/01%20algemeen/02%20Ontwikkeling/001%20Projecten/003%20VPFlowScope%20DP/06%20Documentatie/Handleiding/Producthandleiding/Current%20release/CN%20-%201902/www.vpinstruments.com/downloads


VPFlowScope DP  25 

© 2020 VPInstruments | MAN-VP-SDP-CN |修订:2000 |日期:25-11-2020 

 

9. 电气连接 

 

切勿使用交流电源，这会使得保修失效并给电子产品造成永久性损害。该仪器可能

发生损坏，无法修复。 

接通仪器电源前应先连接 M12 连接器。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可提供 4..20mA /脉冲输出以及 Modbus 输出。所有信号均呈现在 M12

连接器中。上述输出可用于将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连接至大楼管理系统或能源监控系统，

例如 VPVision。 

 

引脚 信号 导线颜色* 

1 +12 ..24 VDC 棕色 

2 0V  白色 

3 4 ..20mA 信号，激活 蓝色 

4 RS485 B 黑色 

5 RS485 A 灰色 

*导线颜色适用于 VPInstruments 电缆 
 

M12 5 脚母连接器 

布线 

正确通讯和测量要求必须采取屏蔽双绞线布线。将防护罩安全接地某一点。导线的厚度取决于

电缆长度。如果布线长度不足 300m | 1000 英尺，使用 20awg。更长的布线则用 18awg 或更好

的 awg。 

 

电源 

输入电压为 12-24V 直流电压。确保电源接头的电压至少为 12V。长电缆会发生压降现象，从而

导致功率不足。功率不足时显示器会给您发出通知。 

 

9.1. 4 ..20 mA 输出 

4 ..20mA 输出是一种有功、非隔离的线性化电流环路，可用于将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连接

到控制系统、建筑/工艺管理系统或任何基于 4..20 mA 的系统。 

 

有一个 4 ..20mA 输出适用于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该输出可以分配至其中一项测量参数，

但是只能选择一项。每个被测对象均对应着诸多单位。出厂默认单位为 mn/sec。 

 
 

被测对象 单位 

流量 mn/sec 

流量 m3
n/hr 

流量 ln/min 

流量 SCFM 

流量 m3
n/min 

流量 sfps 

压力 bar 

压力 psi 

温度 °C 

温度 °F 



VPFlowScope DP  26 

© 2020 VPInstruments | MAN-VP-SDP-CN |修订:2000 |日期:25-11-2020 

 
 
 

出于标度之目的，可对 4mA 与 20mA 对应的零点和跨度进行修改，这不会影响原始测量范围。

零点和跨度只用于增加或缩小分辨率。对于双向测量， 零点值需设置为负值。有关出厂默认值

， 请参阅下表。 

 

模式 零点 跨度 闲置输出 

单向 0% 流量范围 100% 流量范围 4mA 

双向 -100% 流量范围 100% 流量范围 12mA 

 

采用 VPStudio 进行配置 

VPStudio 可用于配置 4..20mA 设置。使用"选择"框可以选择分配至输出的首选单位。将零点和跨

度设置为首选值。 

 

变更为容积单位，在设置中计算编程直径。因此，首先变更直径，然后模拟设置。VPStudio 会

在您变更设置时提供反馈。使用“设置默认值”返回出厂默认。 

 

4..20mA 输出 

单向 双向 

  

0% |100% 流量 -100% |100% 流量 

 

电气图： 

 

 
 

电流表放在电流输出和电源接地之间。您还可以使用数字万用表测试电流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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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脉冲输出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一个低频活跃脉冲输出。该脉冲为一个“非电势”无

脉动输出，因为其与受控电流作业类似。为使其成为无源输出，可使用外部隔离器。 

  

可用 VPStudio 软件设置脉冲间隔。超出间隔值时，会生成 0..20mA 的脉冲。最大脉冲频率为：

次/2 秒。如果脉冲间隔设置过小，则会生成连续的脉冲（20mA 高电平）。 

 

脉冲输出与内部累加器数值相连。累加器随脉冲间隔增，会生成脉冲。因为无法生成负脉冲，

所以无法通过脉冲表示反向流。如果出现反向流，则内部累加器会进行倒数。在相同数量的正

向流再次添加至累加器之前不会生成脉冲。这样，我们可确保脉冲输出始终与 VP 差压式压缩空

气流量计的内部累加器同步。如果出现连续的反向流，请考虑变更流量计的方向。 

 

默认设置 

直径 直径 脉冲间隔 

>40mm 且<92mm >1.57 英寸且<3.62 英寸 1m3
n 

>92mm 且<160mm >3.62 英寸且<6.3 英寸 2m3
n 

>160mm 且<205mm >6.3 英寸且<8.07 英寸 5m3
n 

 
 

脉冲输出 

 
 

电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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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Modbus 接口 

Modbus 简介 

有关 Modbus 标准的完整介绍，请访问网站：www.modbus.org。请参阅文档 Modbus_over_se-

rial_line_V1_02.pdf，可从网站上下载。我们强烈推荐您下载该文档， 并在安装 Modbus 通讯前

仔细阅读该信息。本章节的下列段落视为您已了解 Modbus 通讯标准。 

 

所有测量参数均可通过浮点和整数格式的 Modbus 获得。数据每秒钟刷新一次。最大轮询间隔

为 10 毫秒。 

 

通讯设置 

可利用 VPStudio 更改 RS485 通讯设置。可用选项显示如下： 

• 波特率：9600 | 19200 | 38400 

• 停止位：1 | 2 

• 奇偶校验：无|偶数|奇数 

 

可利用 VPStudio 更改 Modbus 设置，同样在可用条件下可利用小键盘更改硬件地址。所有可用

选项显示如下： 

• 硬件地址：1-247 

• 整数乘数：1-1000 

 

数据格式 

读取用功能代码 0x03（存储寄存器） 

写入用功能代码 0x10（存储寄存器） 

32 位浮点（低位优先） 

32 位带符号整数（低位优先） 

 

出厂设置 

参数 数值 

波特率 38400 

停止位 1 

奇偶校验 无 

硬件地址 9 

整数乘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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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存器映射 

实际测量数据置于存储寄存器中。为读出数据，您需要使用相应的存储寄存器。所有数据均存

储在 2 个 16 位寄存器，以下述寄存器号作为起始地址。利用该起始地址和长度 2 读出数据。 

 

十进制数 十六进制 描述 类型 读取/写入 

16 0x10 流量 mn/sec 32 位整数 (x10) 读取 

17 0x11 流量 m3
n/hr 32 位整数 (x10) 读取 

18 0x12 流量 ln/min 32 位整数 (x10) 读取 

19 0x13 流量 SCFM 32 位整数 (x10) 读取 

20 0x14 流量 m3
n/min 32 位整数 (x10) 读取 

21 0x15 流量 SCFM 32 位整数 (x10) 读取 

      

32 0x20 压力 bar 32 位整数 (x10) 读取 

33 0x21 压力 psi 32 位整数 (x10) 读取 

      

64 0x40 温度 ℃ 32 位整数 (x10) 读取 

65 0x41 温度 ℉ 32 位整数 (x10) 读取 

      

128 0x80 累加器 m3
n 32 位整数 (x10) 读取/写入* 

* 写入累加器将重置累加器至零。 

 

十进制数 十六进制 描述 类型 读取/写入 

8 0x08 直径 32 位浮点 读取/写入 

9 0x09 4..20mA（最大值） 32 位浮点 读取/写入 

10 0x0A 4..20mA（最小值） 32 位浮点 读取/写入 

11 0x0B 4..20mA 单元 32 位浮点 读取/写入 

     

24 0x18 流量 mn/sec 32 位浮点 读取 

25 0x19 流量 m3
n/hr 32 位浮点 读取 

26 0x1A 流量 ln/min 32 位浮点 读取 

27 0x1B 流量 SCFM 32 位浮点 读取 

28 0x1C 流量 m3
n/min 32 位浮点 读取 

29 0x1D 流量 SCFM 32 位浮点 读取 

      

40 0x28 压力 bar 32 位浮点 读取 

41 0x29 压力 psi 32 位浮点 读取 

      

72 0x48 温度 ℃ 32 位浮点 读取 

73 0x49 温度 ℉ 32 位浮点 读取 

      

136 0x88 累加器 m3
n 32 位浮点 读取/写入* 

* 写入累加器将重置累加器至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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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写入操作 

选项 数据 描述 

4..20mA 单元 0 
1 
2 
3 
4 
5 
6 
7 
8 
9 

其他 

mn/sec 

m3
n/hr 

ln/min 

SCFM 
m3

n/min 

sfps 
bar 
psi 
°C 
°F 
mn/sec 

4..20mA（最小值） 十进制值  

4..20mA（最大值） 十进制值  

直径 25-1016mm  

累加器 整数或浮点类型取决于寄存器

类型 

将会重置累加器至零 

 

 

安装 RS485 网络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未严格遵守规范可能导致错误通讯以及设备损

坏。 请将安装作业交由专业承包商完成。确保专业承包商认真阅读本章节并遵守

所有的 RS485 指南。 

 

RS485 是双绞线的差分平衡线，可跨越长达 1200m（4000ft）的相对较大的间距。电线应连接成

点对点配置，或称为串级链。请勿安装成星状或环状网络！干线从主装置出发走向所有装置，

顺着向下移动至各个装置。干线至 Modbus 装置之间的电缆长度需要尽可能的短。接线盒被用

于 T 型接头。 
 

 
 

应使用屏蔽双绞线。应在主装置与从动装置之间进行线路连接，以限制可以外加至从动装置输

入端的共模电压。所需的电缆质量取决于总电缆距离、节点数量以及环境影响。您可通过向当

地承包商寻求帮助选择适合您的应用的正确电缆。 

  



VPFlowScope DP  31 

© 2020 VPInstruments | MAN-VP-SDP-CN |修订:2000 |日期:25-11-2020 

 

终端电阻器 

终端电阻器能够减少电气噪音的敏感性。当电缆间距超过 10m 长时，应将终端电阻器添加至装

置上。各终端电阻器的阻值应与电缆特性阻抗相当（双绞线的阻值通常是 120ohm）。 

 

干线的末端仅能安装一个终端电阻器。VPInstruments 接线盒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一个跨接器，可

用于启动 120Ohm 的电阻器。使用 VPInstrumentsModbus 接线盒时，请确保 120Ohm 的电阻器

仅在串级链中最后一个 Modbus 接线盒中启动。 

 

偏压 

当 RS485 网络上没有数据活动时，通讯线路处于“浮动”状态，因此易受到外部噪音或干扰的影

响。RS485 网络上的接收器滞后嵌入（需要 200mV 差分确保已知状态）。为确保接收器处于不

活跃状态，当不存在数据信号时需要偏压电阻器。偏压电阻器为 ModbusB 线路上的上拉电阻器

，ModbusA 线路上的下拉电阻器。偏压电阻器的阻值取决于装置的数量和电源电压。下表给出

了电阻器的阻值，可用于 1-8 个 VP 插入式压缩空气流量计链的不同电压。 

 

电源电压 上拉偏压 下拉偏压 

12V 5KΩ 1KΩ 

24V 10KΩ 1KΩ 

 

总线供电 

VP 插入式压缩空气流量计可通过同一干线供电。使用 2 根电线分别连接电源正极和电源负极。

使用长的电线连接多个从动装置会造成压降，应将这一情况纳入考虑范围内。最低电源电压为

12V 直流电压，该电压值在串级链中的最后一个 VP 插入式压缩空气流量计处测得。 
 

电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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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服务 

需要定期维护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以确保产品正常运行。推荐在每次评估前后均检查仪器

，尤其是在将本产品用于移动空气系统评估时，以确保产品没有损坏。对于精密测量设备而言

，例如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适当的维护计划是确保测量结果可靠性与延长产品生命周期

的关键。 
 

10.1. 软件与硬件升级 

有关软件与硬件升级的资讯，请访问网站： www.vpinstruments.com，或通过您当地的转销商提

供的咨询了解。可通过 RS485 端口升级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传感器。显示器硬件升级将使

用一种专用显示器升级电缆。该电缆应要求提供。请勿使用标准电缆，因为标准电缆可能会损

坏显示器或计算机。可应要求发放升级程序说明书。升级仅可由经授权的技术人员进行，并自

行承担风险。 
 

10.2. 校准间隔 

正在测量的压缩空气或气体的质量可能对产品的精度产生影响。产品根据规范使用时，VPInstru-

ments 对产品的精度做出担保。在以下情况下，自购买本产品后调试起的前 36 个月内，该精度

仍然有效： 

• 本产品存储于干燥、无霜的室内环境中。 

• 运输和存储过程中应避免振动和重击。 
 

如果自最初购买后的 36 个月内没有对本产品进行过调试，我们强烈推荐您将本产品送往 VPIn-

struments 进行检查和重新校准。 

 

本产品投入使用后，校准间隔取决于气体的质量。如果气体质量未知，VPInstruments 建议您每

年进行一次重新校准。在 VPStudio 中您可以看到最新的校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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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更换过滤器组 

固定安装： 

推荐在首次安装日期后的 1 周、4 周、2 个月、4 个月、8 个月和 12 个月内检查仪器以查看探针

以及内部过滤器的污染率。服务受压缩机内冷凝排水故障、油/水分离故障、启动错误及安装错

误的影响。在得知污染率后，便可决定最佳维护间隔。 
 

移动使用（空气系统评估）： 

应确保评估后探针彻底干燥。评估过后检查滤芯的状况，清除多余的冷凝水。这样将会延长产

品的使用寿命。 

 

说明卡  

每个滤芯替换组均附以下说明。 

 

  
1a.卸下烧结滤芯。不要重复使用！ 1b.卸下滤芯（新款），并妥善处置  

  
2 检查并清洁表面 3 装回新滤芯  

  
4 轻推边缘四周  5.放置新的 O 型圈，组装产品 

 

说明： 

 

1. 检查滤芯状况 

• 滤芯呈白色并且干燥：可以使用；继续使用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 

• 滤芯呈棕色并且潮湿/油腻：不可使用；需要更换。 

 

2. 替换程序（参见图片） 

1. （a）将两个旧式滤芯从探针取下进行处置。切勿重复使用旧滤芯。或者（b）将新式滤芯从

变送器取下。  

2. 检查并清洁表面。如不干净：用丙酮清除所有残余物。 

3. 装回滤芯（2X） 

4. 用镊子轻推两个滤芯的边缘，以确保适当黏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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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 O 型环放回其孔洞。确保 O 型环在探针中正确定位。切勿使用任何油脂！将装置组装在

一起，然后进行压力测试，以确保所有密封紧闭。 
 

移动使用（空气系统评估）：应确保评估后探针彻底干燥。评估过后检查滤芯的状况，清除多

余的冷凝水。这样将会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 

 
 

 

切勿将任何油脂敷 至 O 型环，因其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堵塞滤芯。 

 
 

10.4. 服务订购 

VPInstruments 提供多项服务订购项目。加入“服务订购”项目可帮助您最有效地利用测量设备。

我们负责使您的设备保持极好且最可靠的状态，因为我们每年会对校准设备进行再次校准。发

布的最新版本软件以及专家技术支持可帮您节约时间与金钱。  我们提供以下项目： 

• 标准服务协议；清洁服务。在保养后的 12 个月后续间隔内提供重新校准、维修*、硬件升级

与保修延期项目。 

• 更换服务协议；每年更换流量计。无服务时间限制！彻底校准流量计，提供 365 天全天候服

务！ 

*在使用条款范围内提供维修服务，参见一般条款和条件。 

 

VPInstruments 的服务订购项目有助于您专注于对您的公司最为重要的方面。 

 

好处 

• 每年得以校准和清洁仪器 

• 保修延期 

• 软件与硬件升级 

• 支持技师通过个人（电话）与电子邮件提供服务 

 

有关您的企业 VPInstruments 服务协议的相关事宜，请咨询您的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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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格 

 

请随时检查产品标签与规格是否相符。 

由于我们在不断改进产品，因此规格会有所变更。若要获得最新版本的规格表，请

与我们联系。 

 

流量测量 

（显示最低侦测极限与最大流量） 

流量范围 20 ..200 mn/sec 65 ..650 sfps 

精度 在校准条件下读数的 2% 

推荐管径：50mm（2in.）及以上 

基准条件 0℃、1013.25mbar - DIN1343 32℉、14.65psi 

气体温度 -40 ..150 °C -40 ..302℉，应避免出现结

冰状况 

气体 干、湿压缩空气、氮气和惰性气体。 

*注:VP 差压式流量计是用于压缩空气的流量计 

量，而不能用于水的计量。空气中有水滴是允许的，但不适宜过

多的油水场合。 

 

压力传感器 

范围 0 ..16 bar gauge 0 ..250 psi gauge 

精度 +/- 1.5% FSS (0 ..60 °C) +/- 1.5% FSS (32 ..140 °F) 

 

温度传感器 

范围 -40 ..150 °C -40 ..302 °F  

精度 ±1℃ ±1.8℉ 

 

显示器  

技术 液晶 

背光 蓝色，自动节电 

内存 200 万点内存 

 

机械 

探针长度 400mm 15.7 英寸 

探针直径 12.7mm 0.5 英寸 

工艺连接 压力接头、0.5 英寸、NPT 螺纹 

防护等级 IP52（与显示器模块搭配时） 

IP63（与连接器盖搭配时） 

防潮材质 铝、SS316 

环境温度 0 ..60 °C 32 ..140 °F 

环境湿度 10 - 95 %.应始终避免冷凝  

 
 

输入输出 

模拟 4 ..20mA 或脉冲，通过软件可任意选择 

串行 IO Modbus RTU 

电源 12 ..24V 直流电±10%，2 级（UL） 

功耗 24V 直流时为 15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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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订购信息与配件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仅在 1 个长度单位（400mm）内有效。您可以选择一些选项: 

型号 流量范围 选项 长度 选项 显示器  

VPS.R200 20-200mn/sec P4DP 400mm 长 D0 无显示器，无连接器盖 

    D10 显示器  

    D11 显示器+2 百万点数据

记录器 

    D2 连接器盖 

    套件 成套评估启动套件 

 
 

基本功能  显示功能 连接器类型 

压差测量原理 

输出:质量流量、压力、 

温度，累积流量 

4 . .20ma /脉冲输出(可切换) 

RS485 Modbus RTU 通讯 

校准报告 

 3 线显示 

配置小键盘 

多会话数据记录器 

M12，5 针标准应用 

 

配件 
VPA.5000.005 一侧为 5m（16.4ft）M12 5 针连接器连接的电缆

，另一侧为明线 

VPA.5000.010 一侧为 10m（32.9ft）M12 5 针连接器连接的电

缆，另一侧为明线 

VPA.0000.200 电源（12V、5 针） 

VPA.0030.100 IP65 外壳中的电源模块（230-110V 交流至 24V

直流） 

VPA.5003.000 RS485 至 USB 转换器 

VPA.5001.205 JB5 接口套件，配备 5m（16.4ft）电缆+24V 直

流电源+RS485 连接至 USB 转换器 

VPA.5100.004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组，包括 10 个烧结过

滤器与 10 个 O 型密封圈 
VPA.5100.003 VP 差压式压缩空气流量计组，包括 24 个烧结过

滤器与 24 个 O 型密封圈 

VPA.0003.006 VP 差压式气体流量计压力接头，400mmdP 探针

，配有可调节一体式安全系统 

VPA.5001.900 VP 差压式气体流量计连接器盖，配有 5 针 M12 

VPS.D100.000 VP 差压式气体流量计显示器，无数据记录器 

VPS.D110.000 VP 差压式气体流量计显示器，带数据记录器 

VPA.5030.020 Modbus 接线盒（I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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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附录 A-UL 

VP 插入式气体流量计 符合 CE 声明中规定的 CE 要求。只有遵循接

地和屏蔽方向并且使用正确的电缆和连接器组件，才可实现 CE 合

规性。 

 
电气连接指南-UL 508 美国和加拿大清单 （检查标签，查看产品是否已经过 UL 标示） 

 

 VP 插入式气体流量计 计划根据 UL1310 或 UL1585 与 2 类电源或 2 类变压器共同使用。作为替

代，可以使用具备以下属性的低压限流（LVLC）的电源: 

 

• 该装置应与合适的隔离电源共同使用，从而使产品的最大开路电势不超过 24V（直流），作业

1 分钟后的电流限值为不超过 8A； 
 

• 符合 UL248 系列且最大额定电流为 4A 的保险丝，应安装在该装置的 24V 直流电源中以限制有

效电流。 

 

电气连接指南： 一般性注解 

 

请确保满足以下条件： 

 

• 对于便携的非关键应用程序，可以使用开关模式 12 V（直流）、1A 电源适配器。开关模式电

源质量差，可能影响精度。 
 
 
 
 

The VPFlowScope complies with the CE requirements as stated in the 
CE declaration. CE compliance can only be achieved when grounding 
and shielding directions are followed and proper cables and connector 
assemblies are used. 

 
Electrical connection guidelines- UL 508 Listing for USA & Canada (Check label to see if product is UL 
marked) 
 
The VPFlowScope is intended to be used with a Class 2 power source or Class 2 transformer in accord-
ance with UL1310 or UL1585. As an alternative a LVLC (Low Voltage Limited Current) power source, 
with the following properties can be used: 
 
• The device shall be used with a suitable isolating source such that the maximum open circuit voltage 

potential available? to the product is not more than 24 V DC and the current is limited to a value not 
exceeding 8 amperes measured after 1 minute of operation; 

 
• A fu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L248 series and rated max 4A, shall be installed in the 24V DC power 

supply to the device? In order to limit the available current. 
 
Electrical connection guidelines: general remarks 
 
Make sure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For portable, non-critical applications, a switched mode 12 V DC, 1A power adapter may be used. 

Switched mode power supplies that are of poor quality, might affect the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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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VPFlowscope est conforme aux exigences CE, comme indiqué dans la décla-
ration CE.  La conformité CE ne peut être atteinte que lorsque les directives de 
mise à la terre et d’isolation sont suivies et que les les câbles et raccords appro-
priés sont utilisés. 

 

Lignes directrices pour branchements électriques – UL508 pour le Canada et les États-Unis (voir sur l’étiquettesi 
le produit est marqué UL) 
 
Le VPFlowscope est prévu pour être utilisé avec une source d’alimentation Classe 2 ou avec un transformateur de 
Classe 2 en accord avec UL1310 ou UL1585. Comme alternative, une source d’alimentation BTCL (Basse Tension 
Courant Limité) avec les propriétés suivante peut être utilisée : 
 
• Le dispositif doit être utilisé avec une source d’isolation appropriée afin que le voltage maximal en circuit ou-

vert disponible pour le produit ne dépasse pas 24VDC, et que le courant soit limité à une valeur de 8 ampères 
après 1 minute de fonctionnement. 

 
• Un fusible de 4A maximum, et conforme à la série UL248 doit être installé dans la source d’alimentation de 

l’appareil afin de limiter le courant disponible. 
 
Directives pour le raccordement électrique : remarques générales 
 
Assurez-vous que les conditions suivantes sont remplies : 
 
• Pour les applications mobiles, un adapteur de type alimentation à découpage 12VDC, 1A peut-être utilisée.  Ce-

pendant, un adapteur de mauvaise qualité pourra affecter la pré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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