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精度提供多达14款表压、绝压
和差压机型

数字压力计系列

高精度：±0.01%，允许最大输入500kPa(130kPa量程型号)

较大的压力量程：以1kPa的微差压到3000kPa表压的丰富产品链

三种测量模式：常速、中速和高速(MT210F系列)

D/A转换输出，比较输出，外部触发输入(附加规格)

GP-IB接口和RS-232接口

12V直流电源供电

电池操作(附加规格)

适用于压力校准、生产线压力测量、
快速变化压力的测量等应用

Bulletin 7673-00C

 

横河测试测量专属网站：
http://tmi.yokogawa.com/cn(中文)
http://tmi.yokogawa.com(英文)



 

 



追踪系统表

横河甲府工厂控制严格的标准室

美国国家标准 日本国家标准

校对标准

校准用标准器

重力加速度

工作仪表(数字压力计)

产品:MT210/MT210F

国家计量研究实验室 地理测量所

重锤型压力计 参考分铜

NIST*

确保用户压力测量的高可靠性横河的可追踪系统

在压力测量领域，横河公司建立起日本和美国国家标准的跟踪系统，控制并保持甲府工厂标准室内安装的标准

的准确性。

4

允许观测和测量快速压力变化，如瞬间压力响应。

源于稳定技术的功能和性能

�测量模式选择功能：MT210F(高速测量的新版本)

　—三个速度：常速、中速和高速

　—响应时间：最大50ms(高速模式，130kPa量程型号)

�动态模式：MT210F(带有/DA附加规格的型号)

　—D/A输出的动态模式打开后，同时支持高精度

　　(0.01%)和快速D/A转换输出响应

　—与示波器和记录仪同时使用时，MT210/210F

　　系列支持快速-瞬间平稳波形。

输出波形停止(动态模式下)

停止

当动态模式激活时

高速

中速

正常

50msec5msec

200msec

测量模式不同而产生的差别，移动平均选项关闭时产生常速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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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型号适用于各种应用场合

帮助用户在广泛的压力测量应用中提高测量精度和速度。

构成部分及其功能(差分压力型号)

横河数字压力计的主要应用领域(仅供参考)

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国家标准机构;与核能源相关的机构;国家和社会研究机构;发电厂;汽车制造厂及其下属关联

公司;家用电器制造厂;精密仪器制造厂;半导体及电子元器件制造厂;制药厂;重型机械制造厂;炼油厂;化工/石

化厂；发动机制造厂等。

流速校准与检测；气动制动器工作压力的测量；阀门生产/检测线的压力测量；标准室大气压力的控制；固定负

载压力计的压力监控；引擎吸气和排气压力测量；引擎冷却风扇静压力的测量；风洞试验的压力测量；冰箱散

热器的压力测量；通风扇气流量的测量；冷却扇气流量和静压力的测量；加热炉风压测量；电风扇风压测量；

真空清洁器吸气能量测量；燃烧过程中煤气装置吸气压力的测量；热水供应装置气阀性能测试；以及房屋通风

性能的测量。

其它应用包括：

前面板

背光灯键

比较输出LED指示灯

压力指示灯(带有背光)

菜单键

零校准键

电源开关

数据保持键

触发键

高压输入接口

低压输入接口

比较键
(当前读数切换为偏差)

压力单位切换键
选择7个单位的最大数，

出厂值为kPa

读数位数选择键
(压力值在5.5位和4.5位
之间转换)

参数设定键
(设定测量条件、通信接口等)

后面板

AC电源供电输入端子

AC电源供电保险管

DC电源供电输入端

电源线开关
D/A转换输出端(可选)

输出端子

通讯接口(可选GP-IB/RS-232）

高压输入接口
(不允许与前面板的低压输入接口同时输入)

低压输入接口
(不允许与前面板的低压输入接口同时输入)

水箱

测量水箱的压力损耗

全压管

测量吹风机的风速

空气调节器灰尘

清洁房间

测量清洁房间的差分压力

压力源

产品

校准和检测产品线中的压力传感器、压力表或血压计

抽风机空调

测量空调气流体积

压力源

被校准设备

MT210作为压力标准

孔
空
气
过
滤
器

测量空气过滤器的气流量

压力源

被校准设备

校准和检测飞行器仪表(高度计和速度计)

真空泵

低压环境中对电子器件进行行能测试时，监测压力



技术指标

■压力测量规格
表压力和绝对压力型号

 767361  767381

 MT210  MT210F

 767363  767383

 MT210  MT210F

 767365  767385

 MT210  MT210F

 767366  767386

 MT210  MT210F

 767367  767387

 MT210  MT210F

 正压：0～10kPa
负压：-10～0kPa

 正压：0～130kPa
负压：-80～0kPa

 正压：0～700kPa
负压：-80～0kPa

 正压：0～3000kPa
负压：-80～0kPa

0～130kPa abs

校准后6个月精度

（环境温度23℃±3℃，

零点校正后）

常速测量模式

中速测量模式 *1

（将各个值增加到常速测
量模式下的精度上）

高速测量模式 *1

（将各个值增加到中速测
量模式下的精度上）

正压：
±(0.01%读数+0.015%满刻度值)

负压：
±(0.2%读数+0.1%满刻度值)

零点：±0.001%满刻度值/℃
量程：±0.001%满刻度值/℃

正压：
 ±(0.01%读数+0.005%满刻度值)
负压：
 ±(0.2%读数+0.1%满刻度值)

正压：
 ±(0.01%读数+0.005%满刻度值)
负压：
 ±(0.2%读数+0.1%满刻度值)

 ±(0.01%读数+0.005%满刻度值)

正压：
 ±(0.01%读数+3位)20～130kpa
 0～20kpa±5位
负压：
 ±(0.2%读数+0.1%满刻度值)

校准后1年测量精度
（在校准后6个月精度上添加每个值）
（环境温度23±3℃，零点校正后）

读数刷新间隔 *2

响应时间 *2

分辨率

可输入范围

内部容积

温度影响

影响方式 �90°歪斜，前或后
 �30°歪斜，左或右

漏泄率

重量（主单元）

适用介质

液体温度

液体粘稠度

压力传感器

压力传感元件

读数单位

压力输入接口

测量部分材料

常速测量模式

中速测量模式

高速测量模式

常速测量模式

中速测量模式

高速测量模式

表压力 绝对压力

型号

系列

压力类型

测量量程（保证精度）

读数范围 -12.0000～12.0000kPa 达到156.000kPa

满刻度的±0.02%

达到840.00kPa 达到3600.00kPa 达到156.000kPa abs

满刻度的±0.04% 满刻度的±0.03%

满刻度的±0.005%

250ms

100ms

100ms

最大2.5s

最大250ms

±(0.01%满刻度值)

最大200ms 最大50ms 最大70ms 最大100ms 最多50毫秒

0.0001kPa 0.001kPa 0.01kPa 0.01kPa 0.001kPa

2.7kPa abs～500kPa 表压
MT210:50kPa

2.7kPa abs～500kPa 表压 2.7kPa abs～3000kPa 表压

约10cm3

10-5cm3/s

2.7kPa abs～4500kPa 表压 1Pa abs～500kPa abs

零点：±0.0015%满刻度值/℃
量程：±0.001%满刻度值/℃

零点：±0.1%满刻度值
量程：±2.5%满刻度值

零点：±0.01%满刻度值
量程：±0.2%满刻度值

零点：±0.01%满刻度值
量程：±0.05%满刻度值

零点：±0.01%满刻度值
量程：±0.01%满刻度值

零点：±0.01%满刻度值
量程：±0.2%满刻度值

约8.5kg 约6.5kg 约6.5kg 约6.5kgMT210约8.0kg,MT210F约6.5kg

气体和液体（非易燃、非易爆炸，且无毒、无腐蚀性的液体）

5～50℃

最大 5×10 -6cm2/s

硅谐振传感器

隔膜

仅kPa,或在订货时选择kPa、kgf/cm3、mmH2O组合或kPa、psi、inHg、inH2O、kgf/cm3、mmHg、mmH2O组合*3

Rc1/4或NPT1/4内螺丝或VCO1/4（订货时指定)，位于前后面板；禁止在两边的接口同时输入

隔膜:镍基合金C276;测量室凸缘:不锈钢（JIS SUS316);内部管路:不锈钢（JIS SUS316);O-ing:氟橡 胶;输入接口:不锈钢(JIS SUS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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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压力型号

系列

压力类型

测量量程（保证精度）

读数范围

读数刷新间隔 *2

响应时间 *3

分辨率

可输入范围

内部容积

温度影响

漏泄率

重量（主单元）

适用介质

液体温度

液体粘稠度

压力传感器

压力传感元件

读数单位

压力输入接口

测量部分材料

767370 767371 767372 767373

校准后6个月精度

（环境温度23℃±3℃，零点校正后）

MT210

差分压力（高端压力>低端压力）

校准后1年测量精度
（在校准后6个月精度上添加每个值）
（环境温度23±3℃，零点校正后）

型号

影响方式 �90°歪斜，前或后
 �30°歪斜，左或右

0～1 kPa

-1.20000～1.20000kPa

±(0.015%读数+0.03%满刻度值)

±(0.01%满刻度值)

250ms

最大约5s

0.00001kPa

零点：±0.005%满刻度值/℃

量程：±0.001%满刻度值/℃

±0.5%满刻度值/℃

±3%满刻度值/℃

±0.1%满刻度值/℃

±2.5%满刻度值/℃

±0.01%满刻度值/℃

±0.2%满刻度值/℃

±0.01%满刻度值/℃

±0.05%满刻度值/℃

零点：±0.0015%满刻度值/℃

量程：±0.001%满刻度值/℃

零点：±0.001%满刻度值/℃

量程：±0.001%满刻度值/℃

1Pa abs～50kPa 表压 2.7kPa abs～500kPa 表压 2.7kPa abs～500kPa 表压 2.7kPa abs～1000kPa 表压

0.0001kPa 0.001kPa 0.01kPa

最大2.5s

±(0.005%满刻度值)

±(0.01%读数+0.025%满刻度值) ±(0.01%读数+0.015%满刻度值)

20～130kPa:
±(0.01%读数+0.01%满刻度值+3位数字) 
0～20kPa:±(0.01%满刻度值+5位数字)

-12.0000～12.0000kPa -156.000～156.000kPa -156.00～840.00kPa

0～10kPa 0～130 kPa 0～700 kPa

高压侧和低压侧均约10 cm 3

10-5cm3/s   

约8.2kg   

气体和液体（非易燃、非易爆炸，且无毒、无腐蚀性的液体）   

5～50℃

最大5×10-6cm2/s  

硅谐振传感器   

隔膜   

仅kPa,或在订货时选择kPa、kgf/cm3、mmH2O组合或kPa、psi、inHg、inH2O、kgf/cm3、mmHg、mmH2O组合*3   

Rc1/4或NPT1/4内螺丝或VCO1/4*4(订货时指定），位于前后面板；禁止在两边的接口同时输入   

隔膜:镍基合金C276;测量室凸缘:不锈钢（JIS SUS316);内部管路:不锈钢（JIS SUS316);O-ing:氟橡胶;输入接口:不锈钢（JIS SUS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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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输入电平

操作

TTL

保持功能使能时，外部高电平输入信号的下降沿作为测量开始的触发。
触发时，前面板的LED灯点亮。

外部触发

■通信接口规格(选择一种)
 GP-IB接口

 符合IEEE488-1978标准

 SH1,AH1,T5,L4,SR1,RL1,PP0,DC1,DT1,C0

 开始位-停止位同步

 1200，2400，4800，9600位/秒

 电气和机械规格

 功能规格

 RS-232接口

 传输方法

 传输率

比较器输出

HIGH, IN, LOW, BUSY

TTL

HIGH=1，若测量值＞上限值
IN=1，上限值≥测量值≥下限值
LOW=1，测量值<下限值
BUSY=1，输出端有个转换
显示前面板上LED灯亮对应HIGH/LOW/IN.

输出信号

操作

信号电平

■通用规格
显示

预热时间

操作温湿度范围

操作海拔高度

储存温度范围

电源供电

AC电源额定值

供电电压范围

供电电压频率范围

DC电源额定值

电池包（可选）

功耗

绝缘阻抗

耐压

外形尺寸

重量

附件

LCD(背光)；读数位：5.5或4.5位用于压力测试，4.5位用于DCV/DCA测试功能 

约5分钟 

5～40℃/20～80% RH(无冷凝） 

最高2000m. 

-20℃～60℃ 

3种供电方式（AC，DC或可选Ni-Cd电池） 

100～120/200～240V AC50/60Hz时 

90～132V/180～264V DC 

47～63Hz 

10～15V DC 

Ni-Cd电池：完全充电时可连续工作10小时(打开背光灯)。

电池充电器：置于MT210/210F主单元中。

充电时间：约12小时

 

压力测量模式下：最大25VA，100V电源线；最大40VA，200V电

源线。充电模式下：最大45VA，100V电源线；最大65VA，200V

电源线。DC电源操作：最大10VA。 

20MΩ，500VDC，AC电源与机箱之间 

1500VAC(50/60Hz)，1min，AC电源与机箱之间 

主单元：约132mm×213mm×350mm，不包括突出部分。

电池包(可选)：约332mm×182mm×260mm，不包括突出部分。 

主单元：参见压力测量部分的技术规格。

电池包(可选)：约2.7kg。 

DC电源接口(1)，后脚橡胶垫(2)，测量对象标签，

电源线(1)，指导手册(1)  

*1 仅限MT210F；测量模式从以下选择：常速、中速、高速。
*2 通信输出数据间隔与读数更新间隔相同。  
*3 响应时间测量条件
　�响应时间定义为读数从变化时刻开始直到稳定到最终值±1%范围内的时间。
　�测试压力计满刻度值时处于大气压力下，输入部分无负载。对于绝对压力型号，
　 测试压力计处于大气压力下时为0刻度。
　�测量时使用D/A转换输出。

■外部尺寸

单位:mm

35013 27

183 260

33
.5

10
.3

(安装RS-232接口) (安装GP-IB接口)

后视图 

主单元（MT210系列差分压力型号）

电池组

除非特殊制定，公差为±3%；小于10mm的尺寸，公差为±3mm。

21313

13
2

21

■可选“/DA”规格

D/A 转换输出

输出电压

输出分辨率

输出精度

(环境温度23℃±3℃，

零点校正后,使用D/A

转换输出端子）

温度影响

输出刷新间隔

响应时间

输出阻抗

负载阻抗

可在0-±2V和0-±5V之间切换以反映压力测量读数

130-kPa表压力型号设定在0-±2V量程，相对应的输出电压如下：

 0 kPa =  0 V

 65 kPa =  1 V

 130 kPa =   2 V

 156 kPa =   2.4 V

 -80 kPa =  -1.230 V

16bit,满刻度约是量程的±125% 

�动态模式为on时（仅MT210F） 满刻度的±0.05%

�动态模式为off时,比压力测量规格部分说明的满刻度增加±0.05%

 

±(0.005%满刻度)/℃ 

约2ms

�动态模式为on时(仅MT210F) 同高速测量模式中规定的响应时间

�动态模式为off时，同高速测量模式中规定的响应时间 

最大0.1Ω. 

最小1k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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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568号D栋4楼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89号金宝大厦9层

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环市东路362-366号好世界广场3505室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新世界商务中心6009号2810室

电话：021-62396363    传真：021-68804987

电话：010-85221699    传真：010-85221677

电话：020-28849908    传真：020-28849937

电话：0755-83734456  传真：0755-83734457

上海横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