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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感谢购买横河的 MT200系列*数字压力计。此用户手册涵盖的信息包括： 仪
表的功能 MT210、MT210F 和 MT220 的操作以及使用注意事项。为了确保
正确地使用仪表，请在操作仪表前仔细阅读本手册。 
通读本手册后，请把它放置在仪表周围的醒目位置以便在操作中遇到问题时

可以随手取阅。 
*MT200系列：MT210（仅测量压力） 
            MT210F（仅测量压力，包括测量模式切换功能） 
             MT220（包括 DMM和 24VCD输出功能） 

 

说明 
·本手册的内容将随仪表在性能和功能方面的改良不断更新。 
·尽力做好本手册的准备工作，确保内容准确。但是，如果用户对本手册有

疑义或发现问题，请联系列于本手册封底的横河代表处。 
·禁止未经许可转载或复制本手册内容。 

商标 

·PC－9800系列是 NEC公司的产品。 
·Adobe和 Adobe Acrobat是 Adobe公司的商标。 
·VCO是美国 SWAGELOK的注册商标。 

版本 

本中文手册是英文手册（IM767301-01E）第二版的摘要。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01 Yokogawa Electric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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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预防 

在操作、维护和修理本仪表时必须注意下列一般安全预防。如果不按照本手

册使用仪表，仪表提供的保护功能可能遭到破坏。横河电机公司对因用户的

操作失误而导致的仪表损坏不负责任。 
 

在本手册和仪表中使用的一般安全防护符号 
 

谨慎操作（为了避免人身伤害、死亡或对仪表损害，需参考用

户手册或服务手册中的说明。） 

交流电 

直流电 

开启（电源） ON （电源） 

关闭（电源） OFF（电源） 

警告

·供电 
打开电源前，必须保证仪器额定电压与供电电压一致。 
·电源线和插座 
为了避免电击和着火，请使用横河提供的电源线。电源插头只

能插在有保护接地端子的插座上。使用不带保护接地端子的延

长线将起不到保护作用。 
·保护接地 
为了避免电击，在开电源前必须保证连接到保护接地。本设备

的电源线是带接地线的 3 芯插头，电源线插入带保护接地端子
的 3芯交流插座。在使用 3芯转 2芯插头适配器时，必须确保
适配器的接地线与保护接地端子相连。 
·保护接地必要性 
务必不要剪断内/外保护接地线或者不连接保护接地端子。 
·保护功能出错 
当保护接地或保险丝损坏时，禁止使用本仪表。在每次开始操

作前，确保保护功能完好。 
·外部连接 
连接测试对象或者控制主机之前，必须安全地与保护接地相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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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丝 
为了避免着火，必须使用指定规格（电流、电压和形状）的保

险丝。在更换保险丝前，必须关闭电源开关和主电源开关，切

断电源。不能用其他的保险丝代替专用保险丝。也不能使熔丝

架短路。 
·预防爆炸 
本仪表不属于防暴产品。如果存在易燃性的液体或气体，请不

要使用本仪表。在这种环境下操作仪表存在安全隐患。 
·请不要拆卸仪表主机 
仪表主机只能由专业人员拆卸，仪表内有高压零件。 
·测量高压气体 
·使用足够承受被测压力的测量管路和压力连接器。 
·检查测量管路、压力连接器和它们的连接处，确保测量时没 
有流体泄漏，连接处没有缝隙。任何流体泄漏和缝隙对周围

的人和设备都是安全隐患。安全提醒： 管路中压力越大，危
险也越大。 
·不能测量易燃、易爆、有毒或者腐蚀的流体。 

·压力限制 
如果使用的压力超过指定允许范围，会导致仪表损坏。另外， 
过大的压力也可能通过输出连接传递给设备，造成二次事故。 

 

注意

·不要测量会腐蚀管路和零件的液体，温度超过 50℃的流体，气 
液混合流体。 

·为了健康和安全，不要测量任何液体食品。 
·即使本仪表的设计充分考虑到它的抗震性，但为了维持测量精 
度请小心使用。 
·不要把仪表置放于温度急速波动的环境中，以免增大测量结果 
的误差。 
·不要过量充电 
·不要在明显有风或者鼓风的地方操作仪表，否则会导致测量精 
度下降。 
·本仪表的过电压类别是 CAT II（EN6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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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册使用的符号 
类型 符号 说明 
注释                贴于主机，表示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仪器损坏， 

必须参照相关手册说明。 
 

  警告   表示为避免人身伤害或死亡必须遵守该注意事

项。 

注意 表示为避免仪表的损坏必须遵守该注意事项。 

说明 提供正确操作仪表的信息。 
 
按键 HOLD 在前面板的按键。 

开箱检查 
如果用户收到了错误的仪表、附件或者附件不全、表面磨损，请联系您购 
买此产品的经销商，并将型号、后缀代码和侧面板铭牌上的仪表编号提供给

经销商。 

型号（MODEL） 
型号 

（序列名） 基本规格 
767351 （MT220）   表压（     10 kPa）  （包括DMM和24 VDC输出功能） 
767353 （MT220）   表压（    130 kPa）  （包括DMM和24 VDC输出功能） 
767355 （MT220）   表压（    700 kPa）  （包括DMM和24 VDC输出功能） 
767356 （MT220）   表压（   3000 kPa）  （包括DMM和24 VDC输出功能） 
767357 （MT220）   绝压（130 kPa abs）  （包括DMM和24 VDC输出功能） 
767361 （MT210）   表压（     10 kPa） 
767363 （MT210）   表压（    130 kPa） 
767365 （MT210）   表压（    700 kPa） 
767366 （MT210）   表压（   3000 kPa） 
767367 （MT210）   绝压（ 130 kPa abs） 
767370 （MT210）   差压（      1 kPa） 
767371 （MT210）   差压（     10 kPa） 
767372 （MT210）   差压（    130 kPa） 
767373 （MT210）   差压（    700 kPa） 
767381 （MT210F）  表压（     10 kPa）  包括测量模式切换功能 
767383 （MT210F）  表压（    130 kPa）  包括测量模式切换功能 
767385 （MT210F）  表压（    700 kPa）  包括测量模式切换功能 
767386 （MT210F）  表压（   3000 kPa）  包括测量模式切换功能 
767387 （MT210F）  绝压（ 130 kPa abs）  包括测量模式切换功能 
 

后缀代码（SUFFIX） 
名称 后缀代码    描述 
压力单位 -U1 仅kPa 

-U2 kPa，可转换成kgf/cm
2
、mmH2O和mmHg 

-U3 kPa，可转换成kgf/cm
2
、mmH2O、mmHg、inH2O、inHg和psi 

通信接口 -C1 GP-IB接口  
 -C2 RS-232接口 

输入连接                -P1 Rc 1/4 
-P2 1/4 NPT内螺纹 
-P3 VCO 1/4

*1
 

电源线
*2 -D      UL标准 

 -F VDE标准 
 -R      AS标准 

-H GB标准 
选件                     /DA D/A输出，比较器输出和外部触发输入                           

*1： VCO是SWAGELOK公司的注册商标。 
*2： 使用200-V供电须更换电源线，请于制造商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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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附件 
仪表提供下列标准附件。请确认附件是否齐全及完好。 

电源线(按照仪表的后缀代码提供以下电源线中的一根) 

UL/CSA 标准 
A1006WD 

VDE 标准
A1009WD

BS 标准
A1054WD

SAA 标准
A1024WD

连接外部DC电源
A1036JC 

D F Q R

电流保险丝(2个)
(1个装于熔丝架中) 
A1341EF (仅MT220) 

电源保险丝(2个)
(1个装于熔丝架中) 
A1113EF 

橡胶垫(2片)
A9088ZM 

粘纸,用于标明测
量物 
B9320NB 

测量线 
(仅MT220) 
B9280TZ 

VC本体 1个(对于-P3)， 
2个(对于 76737□-P3) 
B9320GU 

输出端子的远程连接(当
安装/DA选件) 

用户手册(本手册) 
(1) 

选件 
仪表可购下列选件。在收到选件后,请确认附件是否齐全及完好。 

 
选件名称 型号/部件号   最小购买量 
电池组 
密封,螺丝(M5×40 mm×4个) 269913  1 
Ni-Cd电池组 269914       1(3个Ni-Cd电池一组) 
携带箱    B9320ND  1 
RC连接器组件(φ4×φ6乙烯基管用,-P1接口) B9984BY    1 
RC连接器组件(φ4×φ6乙烯基管用,-P2接口) B9984BW    1 
简易连接器组件(φ4×φ6乙烯基管用)   B9310ZH  1 
转换连接器(JIS,R1/4-Rc1/8) G9612BG  1 
转换连接器(ANSI,R1/4-1/4NPT阴头) G9612BJ  1 
转换连接器(ANSI,R1/4-1/8NPT阴头) G9612BW  1 

Rc连接器组件
B9984BY/BW 

简易连接器组件
B9310ZH

转换连接器(JIS) 
G9612BG 

转换连接器(ANSI) 
G9612BJ 

转换连接器(ANSI) 
G9612BW

如果用户对选件有疑问,或者还想定购选件,请联系购买仪表的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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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部件名称和功能 

系统结构图 
将被测流体压力传送到共振传感器部分。共振传感器部分包括共振传感器（由横 

河开发）和将流体压力转换成频率信号的激振电路。在压力传感器中，以测量模式

相应的速度采集此频率信号，并转换成压力值。通常，生成的压力值经过如求平均

值之类的处理后，进入主CPU并显示。 

 

/DA选件由D/A输出部分、比较器输出及控制外部触发输入的I/O部分组成。D/A输 

出部分，以2ms周期输出与压力运算部分求得的压力值对应的D/A信号。比较器输 

出部分，输出测量压力值与设定的上限值、下限值比较的结果（与D/A输出同步）。

         

增加HOLD功能后，当输入外部触发器的信号下降时，执行一次测量。 

 

MT210F有三种测量模式（正常、中速和高速）。安装/DA选件后具有动态模式。 

动态模式同时提供高精度压力测量和高速D/A输出。 

 

MT220具备DMM功能和24VCD输出功能。 

 

DMM由主CPU控制。输入的电压/电流信号通过A/D转换器转换成数字信号，进入 

主CPU。在主CPU中转化为电压/电流值，并进行平均处理（与压力值的方式相 

同），然后显示结果。24VDC输出由主CPU控制开/关。本仪表有过电流检测功能，

监测信号送主CPU。 

压力测量部分 
硅共振 

传感器部分 
压 力 运 算

部分 主CPU

仅MT220  
DMM 部分 
 

V 
 

COM 
 

A 
 
 
24 VDC 输出部件 

显示和操作键 
 

通信接口 
（GP-IB或RS-232） 

 
/DA 选件 
 
 
D/A 输出部分 

 
I/O输出部分 

D/A 输出 
 
比较器输出 
外部触发输入

24V 
 
COM 

电源供应器

100～120 VAC
200～240 VAC
12 VDC 
备份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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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供应和电源开关 
本仪表可以在三种不同的电源供电方式下工作： 商用电源、直流电源（10～

15VDC）和电池组（选件）。仪表在商用电源供电时，请同时合上后面板的主电源开

关（MAIN POWER）和前面板电源开关。在大部分情况下，始终保持主电源开关合

闸状态，并且只使用电源开关分/合电源。 

      仪表在DC供电时，只使用电源开关分/合电源。不需要使用主电源开关。 

      仪表在电池组供电时，只使用电源开关分/合电源。 

      如果在商用电源供电下并且合上主电源开关，则电池组处于涓流充电状态。在涓流充

电下，电池组将被充电直到补偿自然放电。使电池组完全充电的操作参考第39页 

 “Ni-Cd 电池组充电”。 

 

电源 
主电源开关 

电源开关
保险丝

100～120 VAC 
200～240 VAC 

电池充/放电控
制电路 

DC/DC 
转换器

电池组

电源开关 12 V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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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MT210，MT210F和MT220的公共功能 

·压力测量（气体和液体） 
测量值用5位半数字显示，也可以用4位半数字显示（隐藏最低位数） 

但是，700kPa压力型号（767355、767365、767373和767385）的测量值只以4位

半数字显示（隐藏最小位数时，显示3位半数字）。 

·零位校准 

为保证测量精度，请进行校正以补偿温度和安装环境变化对仪表的影响。 

·通信功能（GP-IB或RS-232） 

通过专有的通信接口（GP-IB或RS-232）可进行远程控制和测量数据采样。 

·数据保持 

停止采样数据并保持显示数据。 

·相对值显示 

显示压力相对值。 

·平均功能 

开/关运算压力平均值。平均运算ON或者OFF的响应时间如下列所示。 

平均ON：  小于等于2.5s（对于767370小于等于5s） 

平均OFF： 小于等于1s 

·三种电源供电方式 

仪表可以在商用电源（100～120VAC，200～240VAC）、DC电源（10～15VDC）

和外部电池组（选件）供电下工作。 

·锁键 

可以锁定ZERO CAL键，或者锁定除了MENU和LIGHT之外的所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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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MT210F 
·三种测量模式 

有三种测量模式： 正常、中速和高速。用户可以进行快速响应的高精度

测量。 

·动态模式（仅/DA选件） 

当动态模式打开，任何测量模式下都能以快速响应得到D/A输出。在正常

模式 

仅MT220 
·DMM功能（DCV，DCA测量） 

可进行电压（1～5V）和电流（4～20mA）测量，以4位半显示测量数据。 

每个电流终端都有保险丝，以防过电流。 

·24VDC电源供电 

浮置输出。最大输出为24V/30mA。 

·输入百分比％显示 

压力： 用％的形式显示与指定全刻度的相对值。 

电流/电压： 以百分比0％～100％的形式显示1～5V或4～20mA。 

·误差显示（％误差） 

被测电流/电压（％）与输入压力之间的差以百分比（％）形式显示。 

·数据保存 

内存中可存储高达2000个数据。 

 

/DA 选件 
·D/A输出 

D/A输出允许以±2V或±5V输出被测压力数据。 

·比较器输出 

被测压力（D/A输出值）和参考值的比较结果以TTL电平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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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板 
MT210，MT210F和MT220的前面板如下图所示。MT210和MT210F的
按键布图相同，MT210F在图片放是MT210F（非MT210）。 

MT210差压型号 MT210/MT210F绝压/表压型号 

18 
1

3 18  3

DIGITAL  MANOMETER DIGITAL  MANOMETER

LIGHT LIGHT 

COMP DIGITS 
HI     IN    LO 

PARAMETER  SET

MENU

ENTER/ 
LOCAL

4 5
COMP DIGITS 

HI     IN    LO 

 
PARAMETER  SET

MENU

 
ENTER/ 
LOCAL

4 5

PRESSURE DISPLAY INPUT PRESSURE DISPLAY INPUT

7
ZERO  CAL RELATIVE      UNIT          HOLD     RANGE： 7

ZERO  CAL RELATIVE     UNIT          HOLD     RANGE：

POWER L STATIC  PRESSURE H

14 12
POWER

8 500kPa  8 500kPa  

9 13 9

MT220绝压/表压型号
18  1     2 

DIGITAL  MANOMETER

LIGHT    % Error AUTO 0%   AUTO 

COMP
HI     IN   

DIGITS MENU 3 
4 

PARAMETER  
SET ENTER/ 

LOCAL 5 
6 

STORE    RECALL   DELETE      

16 
PRESSURE DISPLAY INPUT        A                     COM INPUT

7 ZERO  CAL RELATIVE    HOLD        
FUSE 
250V 

T  
100 A 24mA 6V

RANGE：

10
 

8
POWER 

DMM 24V  DC

DC5V/20mA   ON/OFF ON/OFF 24V 
OUTPUT

MAX MAX 
COM  

 
30mA 

MAX 
ALL  TERMINALS  42V  PEAK  
MAX BETWEEN  TERMINALS  AND
GND

500kPa  

12 
 
 
15 

11 9 17

前面板说明 

1.   LIGHT键 
背光灯ON/OFF 

2.   ％显示设置键 
％ERROR：  在％显示和％误差显示间切换 
Auto 0％：   自动设定与压力0％对应的值 
Auto 100%： 自动设定与压力100％对应的值 

 3.   DIGITS键 
切换5位半或4位半数字显示。（对于型号767355、767365、
767373和767385在4位半或3位半数字之间切换。） 

4.   MENU键 
进行各种设置。在设置屏幕下按此键，返回正常测量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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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PARAMETER SET键 
∧：       选择设置参数，增大激活（闪烁）数字。 
∨：       选择设置参数，减小激活（闪烁）数字。 
＞：       移动激活数字。 
ENTER/：  确认选定值。 
LOCAL：   清除远程模式。 

6.   MEMORY 存储器键 
STORE：   在内存中保存数据。 
RECALL：  在内存中读取数据。 
DELETE：  在内存中删除数据。 
No.       指定内存数据存储区或读取区的编号。 

7.   ZERO CAL（零位校准）键 
进行零位压力校准。 

8.   POWER开关 
在日常操作中电源开或关。 

9.   DISPLAY显示键 
RELATIVE：   显示压力相对值。 
UNIT：        切换压力测量的单位。 
HOLD：       停止采样数据，保持显示数据。 
TRIG：        保持数据时，触发激活。 

10.  DMM键 
DC5V/20mA： 选择要测量的电压或电流。 
ON/OFF：     选择是否使用DMM功能。 

11.  24V DV输出键 
24V的输出ON或OFF。 

12.  压力输入端口 
后面板也提供了一个压力输入端口，但是两个端口不能同时使用。 

13.  压力输入端口（低） 
后面板也提供了一个压力输入端口，但是两个端口不能同时使用。 

14.  压力输入端口（高） 
后面板也提供了一个压力输入端口，但是两个端口不能同时使用。 

15.  电压输入端子 
使用DMM功能测量电压。 

16.  电流输入端子 
使用DMM功能测量电流。 

17.  24VDC输出接口 
提供24VDC。 

18.  比较监视器LED（仅/DA选件） 
显示比较器功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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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 
MT210、MT210F和MT220的后面板如下图所示。MT210F/MT220差
压型号不在下列示图中。

绝压和表压型号（MT210/MT210F/MT220） 
2 4            5 7  

警告 DC 电源

 
在阅读本手册的 
安全措施前，不要进行操作 

输出
GPIB

（IEEE48

10-15V   
DC

1

主电源 
 
ON OFF 

保险丝
250V T3.15A

D/A 
输出 

8 

100-120/200-240V  AC
45/65VA  MAX  
50/60Hz 

 
INPUT  

RANGE：10kPa
500kPa  MAX 

6.25V
MAX

3 6

差压型号（MT210） 

警告 
 
在阅读本手册的 
安全措施前，请不要进行操作

DC电源 输出
GPIB

（IEEE48

10-15V   
DC

主电源 
 
ON OFF 

保险丝
250V  T3.15A 

D/A 
输出 

10 

H

100-120/200-240V  AC
45/65VA  MAX  
50/60Hz 

 
INPUT  

RANGE：10kPa
500kPa  MAX 

L
6.25V
MAX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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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说明 

1.  MAIN POWER开关 
商用电源开或者关。此开关OFF将断开供电电路一次回路。开关 
ON时电池组开始充电。 

2.  电源插座 
带接地保护端子的3芯插座，连接随机的电源线。为了避免触电， 
请始终使用接地保护。只能使用规定电压和频率的供电电源。 

3.   FUSE 
延时型熔断丝，额定为250V、3A。 

4.  DC电源接口 
以DC电源（10～15VDC）供电时候使用。 

5.  输出端子（仅供安装了/DA选件） 
比较器输出，外部触发输入（全部TTL电平）或者D/A输出使用此
接口。 

6.  D/A输出端子（仅供安装了/DA选件） 
D/A输出使用此接口。 

7.  通信接口 
用通信电缆连接GP-IB、RS-232接口和控制器（PC）。 

8.  压力输入端口 
前面板也提供了一个压力输入端口，但是两个端口不能同时使用。

9.  压力输入端口（低） 
前面板也提供了一个压力输入端口，但是两个端口不能同时使用。

10. 压力输入端口（高） 
前面板也提供了一个压力输入端口，但是两个端口不能同时使用。

 

侧面图 
铭牌

MODEL 
MODEL

SUFFIX

NO. 

Made  in  Japan

SUFFIX 

NO. 

Mad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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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前的准备 

使用上的注意 
安全预防 

·如果第一次使用本仪表，请通读第二页的安全预防。 

·不要拆卸仪表主机。 

仪表的某些部分带高压电，非常危险。如果仪表需要内部检查或调

整，请联系在本手册封底的横河代表处。 

·如果发现仪表冒烟或者发出异常气味，请立即断开电源开关和主电源

开关并且切断电源线。同时断开与仪表输入部份相连接的被测物的电

源。然后立即联系在本手册封底的横河代表处。 

·如果电源线使用3芯转2芯适配器与2芯电源插座相连，请确保适配器

的接地线安全接地。详细请参考第18页。 

·不要在电源线上放置任何东西，保持电源线远离热源。拔出电源时，

不要拉拔电源线本身，请先握住插头再拔出。如果电源线损坏，请与

经销商联系。购买请参考第5页部件编号。 

 

一般处理措施 

·移动仪表时，断开电源线和连接电缆。移动仪表请始终握住机箱侧 

面的手柄。 

·输出和输入端子不要靠近带电体，避免损坏内部电路。 

·机箱和操作面板远离挥发性化学品，如橡胶或乙烯基。避免受到 

污染。 

·请不要使发热的物体如烙铁接触操作面板。 

·如果长时间不用仪表，请拔出电源线。 

·为了谨慎操作，请在处理电池组时参考第39页“电池组（选件）”。

·为机箱或操作面板除灰时，请先拔出电源线，然后使用干净并且干 

燥的布轻轻擦拭仪表的外表面。不要使用任何溶剂如苯或涂料稀释 

液，以免产生变色或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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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环境条件 
只有在以下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此仪表。 

环境温度和湿度 
·环境温度：  5～40℃（对于767370为10～35℃）。 

为确保高精度测量，环境温度必须在23±3℃。 
·环境湿度：  20％～80％RH，无结露。 

说明   
·温度快速变化或者把仪表搬到环境温度和湿度较高的新场所可能发生

内部结露。仪表搬动后，关机1小时以上才能使仪表适应新的环境。

·不要在阳光直射的地方使用仪表，否则仪表温度比环境温度高。 

不要在下列地方使用仪表 
·热源附近 
·存在大烟、大雾、多灰或腐蚀性气体 
·强磁场附近 
·高压设备或输电线附近 
·强机械震动地方 
·不稳的表面上 
·海拔超过2000米的地方 

工作姿态 
把仪表水平放置或垂直放置，或者支撑架支撑一端倾斜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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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电源供电 
连接电源线 

连接电源前请按照以下步骤做好准备工作。一旦操作不慎将导致触 
电或损坏仪表。 
 

警告

·连接电源前必须确认供电电压和仪表额定电压是否相符。 
·连接电源前必须确认MAIN POWER开关（后面板）和POWER
开关（前面板）开关处于OFF。 

·为了避免触电，请始终使用接地保护。电源线与带接地端子的 
3芯电源插座相连。使用3芯转2芯适配器，仪表与2芯插座相

连，请确保适配器的接地线（绿色）与电源插座接地端相连。 
·使用带保护接地的延长电源线，否则保护措施将无效。 
 

电源额定值 
额定供电电压范围 ： 100～120 VAC/220～240 VAC 
允许供电电压范围    ： 90～132 VAC/180～264 VAC 
额定供电电压频率    ： 50/60 Hz 
允许供电电压频率范围    ： 47～63 Hz 
功耗（仅压力测量）            ： 25 VA MAX（100 VAC） 

： 40 VA MAX（200 VAC） 
功耗（压力测量+ DMM + 24V输出+充电） 

： 45 VA MAX（100 VAC） 
： 65 VA MAX（200 V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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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流电源供电 
连接电源线 

直流电源接口的管脚分布如下图。请使用与之相配的电源线。 
 

1 3 
（ - ）            （ + ） 
 

2 

（ - ） 

说明   
管脚1和2内部短路 

额定电源 
额定供电电压范围    ：  10～15 VDC 
允许供电电压范围    ：  9～16.5 VDC 
最大功耗            ：  10 VA MAX 

警告  

·为了避免触电，使用的电源不得超过60VDC。 

注意

·不要使端子短路。 
·如果超过允许供电电压范围的直流电压输入仪表，则会损坏仪

表。 
·外部直流电源供电的1、2管脚与仪表机箱电位相同。请勿连接
浮置电源。 

·直流电源供电时不要使用交流电源供电，以免损坏仪表。 
 

电源开关ON/OFF 
打开电源前的检查 

·参考17页“工作姿态”，检查仪表是否正确放置。 
·检查使用的电源规格是否与电源代码相符，请参考第4页 
“SUFFIX（后缀代码）” 
·功率是否合适?           参考第18页的“额定功率” 

参考第39页的“电池组” 

电源开关的位置 
有两个电源开关。一个是后面板的主电源开关，另一个是前面板左下脚 
的电源开关。这两个开关的不同请参考第9页“电源供应器和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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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ON/OFF 
后面板MAIN POWER开关 
拨此开关至ON。如果直流电源或者电池组供电使用仪表，无须 
操作此开关。 
前面板的POWER开关 
此开关属于按钮，只需按此按钮就能ON和OFF。 

说明  
·直流电源或者电池组模式下使用仪表，屏幕上方显示一个图标 
·使用DC电源或者电池组供电时，GP-IB和D/A输出功能关闭。 
·如果在电源开关为ON的时候切断电源，可能导致开机异常。如果遇到此类问题，请把电源

开关先调到OFF再调到ON。 
·满足所有规格要求的预热时间是大约五分钟。 

 

关机时的响应 
关闭电源前的设置会备份。因此，下次开机时，将使用这些保存的设

置。但是，部分设置无法备份。详细请参考第22页“默认设置（出厂

设置）” 

说明    
使用锂电池进行备份设置。如果环境温度为23℃，电池可使用约5年。 
如果电池耗尽，电源关闭后保存在内存中的设置将会丢失，因此必须及 
时替换耗尽的电池。用户不能自行换电池，需要换电池时请联系在本手 
册封底于用户所在地最近的横河代表处。 

 

开机时的响应和显示 
POWER开关合上后，仪表自动运行自检程序。自检程序检测各存储 
器。如果检测结果合格，开机信息如下页显示，仪表准备测量。 
如果自测结束后显示错误代码，仪表不能正常运行。在此情况下，请立 
即关闭POWER开关和MAIN POWER开关，联系在本手册封底于用户 
所在地最近的横河代表处。报告型号名称，侧面板铭牌上的序列号和显

示的错误代码。 

 

说明   
如果显示错误代码，请参考第54页“错误代码和纠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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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机信息 
电源开关ON 

所有字段亮 

型号代码

后缀代码（压力单位，通信功能） 
 

型号代码 

版本

GP-IB 接口，地址 GP-IB接口，只说模式 

带GP-IB，使用电池组或者直流电源开机 

RS-232 接口，正常模式 RS-232 接口，只说模式 

带/DA（选件） 
（使用交流电源开机） 使用直流电源或者电池组开机 

准备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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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设置（出厂设置） 
 

项目 默认（出厂设置） 备份*1 
 

MT210， MT210F，和MT220的共通功能 
压力零校准值 0*2 是 
压力单位 kPa 是 
显示数字的位数   5位半

*3 是 
相对值显示 OFF 是 
保持数据   OFF 否 
平均压力 ON*5 是 
背光灯   OFF 否 
锁键模式 OFF 是 
锋鸣声ON/OFF    ON 是 
输出数据的头 包括

*4 是 
状态字中断设置 31*4 是 

仅MT120  
测量模式 正常 是 
（正常， 中速， 高速） 
动态模式（/DA选件）   OFF 是 

仅MT220  
0% 压力值 0 是 
100%压力值   测量量程 是  
DMM功能ON/OFF   ON 是 
DMM测量对象     DC电压（5 V量程） 是 
DMM平均   ON 是 
24 V输出   OFF 否 
存储模式 手动存储模式 是 
存储率（自动存储模式）   每更新一个数据项 是 
数据存储号（自动存储模式）   20 是 
存储号   1*6 是 
读取存储号 1*6 是 

带GP-IB 
GP-IB模式 地址设定模式

*4 是 
地址 1*4 是 
定界符 0（CR + LF + EOI）*4 是 
GP-IB ON/OFF OFF*7 否 

（使用DC或电池组电源供电） 
带RS-232 

RS-232模式 正常模式*4 是 
握手模式 0*4 是 
格式 0*4 是 
比特率 9600*4 是 
定界符 0（CR + LF）*4 是 

/DA电路板 
D/A 输出量程（2V/5V） 2V 是 
比较器输出ON/OFF OFF 是 
比较器下限 0 是 
比较器上限 测量量程 是  
D/A电路板ON/OFF OFF*7 否 

（使用DC或电池组电源供电） 
 

 
*1 是：备份  否：不备份 
*2 绝压型号没有初始化（767357、767367和767387） 
*3 700kPa型号是4位半数字（767355、767365、767373和767385） 
*4 因为这个设置与通信接口规格相关，“RC”命令不成为初始化对象。 
*5 对767370是Off，初始压力采样率为4s。 
*6 因为与测量数据存储器功能有关的设定值，不成为设定信息的初始化对象。 
*7 因为有关电池、直流供电时的电源控制的设定值，不成为设定信息的初始化对象。 

初始化设置 
可以使用两种方法重置它们的默认值（比如：重设出厂设置） 
·按住ENTER/LOCAL键开机，直到显示型名和版本号。 
·从控制器中传送RC通信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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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测量 

零位校准 
为了进行高精度的测量，零位校准对温度和安置环境变化造成的影响进行

补偿修正。测量前，确保已进行零位校准（ZERO CAL）。更重要的是，
如果工作环境改变，请重复进行零位校准。 
使用表压型号 
1. 对大气打开压力输入端口。 
2. 按下ZERO CAL键。 
3. 在蜂鸣响约1秒后，完成零位校准。 
使用绝压型号（767357、767367或767387） 
为了避免错误操作，绝压型号的零位校准与表压型号的零位校准不同。 
1. 将能够产生1Pa（7.5×10－3托）或更高的真空泵连接到输入端口，创造

一个真空环境，然后进行零位校准。切记真空泵与仪表间的管子尽量短

以增加真空度。 
2. 参考压力值稳定后，按住ZERO CAL键保持5秒钟。 
3. 蜂鸣响约1秒后，完成零位校准。但是，如果参考压力值与初始值（出
厂设置值）有超过1kPa以上差异，则不执行零位校准并且显示错误代
码17。请参考第54页的错误代码信息。 

 

说明   
·即使选择新的压力单位，零位校准依然有效。 
·只有在仪表预热后才能进行零位校准。 
·进行液压测量时，确保在零校准前使管子和仪表（测量段）充满液体。

·如果必须与具有明确位置（高度）压力的测量仪的参考压力比较，如活

塞压力计，请在零位校准前与下图的受压部基准点的参考高度对准。 

约
73

m
m

*1 

（
约

63
m

m
*2 ）

 

约
13

5m
m

*1 

（
约

14
7m

m
*2 ）

 

受压部基准点 
约223 mm*1（约210 mm*2） 

*1： 767351、55、61、65、70、71、72、73、81 
*2： 767353、56、57、63、66、67、83、85、86、87

·使用表压型号工作时，一旦改变工作位置请进行零位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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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绝压型号时，零位校准非常复杂，如果工作位置与零校准位置

不同，使用相对值功能修正误差。 
·绝压型号情况下，使用RC通信命令或按着ENTER/LOCAL键开机
进行初始设置不能改变零位校准值。 
·绝压型号情况下，如果出现错误代码60（启动信息备份错误），
零位校准值不进行初始化。但是，如果是备份电池的电压降低，数

据不能恢复时，零位校准值为初始值（工厂出货的时候）。这个时

候，显示错误代码63。 
输入功能 

注意

·绝对不能在输入端口施加超过允许范围的压力，否则将导致

仪表的损坏。允许输入的压力范围如下所示。 

型号 允许输入压力范围 显示

767351  2.7 kPa abs～500 kPa  量程 –12.0000～12.0000 kPa 
767353 2.7 kPa abs～500 kPa  量程 可达156.000 kPa 
767355 2.7 kPa abs～3000 kPa  量程 可达840.00 kPa 
767356 2.7 kPa abs～4500 kPa  量程 可达3600.00 kPa 
767357 1 Pa abs～500 kPa   量程(表压） 可达156.000 kPa abs 
767361 2.7 kPa abs～500 kPa   量程 –12.0000～12.0000 kPa 
767363 2.7 kPa abs～500 kPa   量程 小于156.000 kPa 
767365 2.7 kPa abs～3000 kPa  量程 小于840.00 kPa 
767366 2.7 kPa abs～4500 kPa  量程 小于3600.00 kPa 
767367 1 Pa abs～500 kPa   量程 小于156.000 kPa abs 
767370 1 Pa abs～50 kPa*1   量程(绝压） –1.20000～1.20000 kPa 
767371 2.7 kPa abs～500 kPa   量程 –12.0000～12.0000 kPa 
767372 2.7 kPa abs～500 kPa   量程 –156.000～156.000 kPa 
767373 2.7 kPa abs～1000 kPa  量程 –156.00～840.00 kPa 
767381 2.7 kPa abs～50 kPa    量程 –12.0000～12.0000 kPa 
767383 2.7 kPa abs～500 kPa   量程 小于156.000 kPa 
767385 2.7 kPa abs～3000 kPa  量程 小于840.00 kPa 
767386 2.7 kPa abs～4500 kPa  量程 小于3600.00 kPa 
767387 1 Pa abs～500 kPa   量程(绝压） 小于156.000 kPa abs 
 

*1： L和H之间的差值小于等于50kPa。 

• 使用767370或者767381时确保输入压力不超过范围。一旦超过
范围将损坏传感器部分。 
767370：  High和Lo的压力差小于50 kPa 
767381：  对大气压力差小于50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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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输入端口连接。对于-P1和-P2后缀型号，为了防止泄漏请用密封胶带紧紧

缠绕接头。对于-P3后缀型号，请使用仪表附带的VCO。在连接前清除接口

和O型环的灰尘。 
为了防止泄漏，接头必须和输入端口紧紧相连。不能只拧紧接头，这样会损

坏仪表内部管路。因此在连接时使用二把板手，一把放在输入端口的缺口

上，另一把放在接头上，然后拧紧接头和输入端口。 
前/后面板各有一个输入端口。但是，两个输入端口不可以同时施压。请务必

把当前不使用的输入端口用塞子堵上。 

 

螺母 

管子 

连接器

套筒 

输入端口

说明   
·只能测量非易燃易爆，无毒和无腐蚀的气体和液体。 
·请在输入接口边上粘贴表示测量流体的粘纸（附属品）。 
·正确连接管路，以防发生液体或气体泄漏。 
·气体转换成液体或者液体转换成气体会产生测量误差。建议限制仪表只用 
于测量气体或者液体。更换被测流体时，打开塞子彻底释放残留在仪表管 
路里的流体，然后充满被测流体进行测量。 

·如果需要进行仪表内部清洁，请联系在本手册封底于用户所在地最近的横 
河代表处。 

 

使用1kPa型号（767370），或者10kPa型号（7673□1） 
在1kPa和10kPa型号中，切换正压和负压测量模式时会发生零位磁滞

现象。 
为了避免磁滞现象，在满量程输入压力之后，对大气打开输入端口，

然后在测量前进行零位校准。在正压或者负压测量时，建议进行同样

的操作以改善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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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单位 
选择压力测量单位   使用UNIT键。 
-U1 型号           按UNIT键不改变单位 
-U2 型号           按UNIT键，依kPa、kgf/cm2、mmH2O、mmHg、 

kPa的顺序转换。 
-U3 型号           按UNIT键，依kPa，kgf/cm2、mmH2O、mmHg、inH2O、

inHg、psi、kPa的顺序转换 
 

说明    
·出厂默认单位是kPa。 
·在％显示和％ERROR显示模式中单位不切换。 

在正常测量中，单位如下左栏显示。但是，在％显示模式中单位如下右栏显示， 
只有转化为％显示时当前的输入压力单位才能显示。对于DMM功能的电流和 
电压也是如此。 

kPa                                   kPa 
kgf/cm2   
mmH20 
mmHg 
%                                           %  

在正常测量中： -u2型号                       ％显示模式 
·压力运算系数 

1.0 kPa 
9.806650E+1 kgf/cm2 

9.806650E-3 mmH20 
1.333224E-1 mmHg 

2.490889E-1 inH20 
3.386388 inHg 
6.894757 psi 

选择显示的位数 
被测压力值的最低位可以不显示。此方法对于最低位跳动等不易辨认时非

常有用。 
按DIGITS键将遮掩最低位，显示4位半。再按DIGITS键恢复最低位，显示

5位半。 
700 kPa型号（767355、767365、767373和767385）的被测值以4位半

显示，或者3位半显示。 
 

 
说明   

如果处于％显示或％ERROR显示状态，此方法也适用于DMM的％显示。 

相对值显示 
按RELATIVE键则显示参考压力与被测压力间的差值。 
1. 为输入参考压力。 
2. 按RELATIVE键。 
3. 如下页显示RELATIVE状态。 
4. 为消除相对值显示，按RELATIVE键，RELATIVE便会在屏幕上消失。 

 
说明     

如果处于％显示或％ERROR显示状态，即使按RELATIVE键，相关显示也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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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光灯ON/OFF 
可以打开屏幕的背光灯。这样在光线比较暗的地方也能清楚地读屏。但是打开

背光灯操作仪表会缩短电池续航时间。 
1. 按LIGHT键。 
2. 再按LIGHT键，关闭背光灯。 

 

显示数据保持时点亮 相对值显示模式时点亮 

HOLD RELATIVE
InH2O 
InHg 
psi 
kPa 
kgf/cm2 
mmH2O 
mmHg 

移动标记选

择单位 

数据保持功能ON/OFF 
停止数据采样，保持显示数据。当数据保持ON时，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 零位校准  • 改变显示位数 
• 改变单位  • 设置自动0%和自动100% 
• 相对值显示ON/OFF • 以%显示被测值 
• 数据存储/读取  • 以%显示ERROR  
1. 按HOLD键，HOLD显示如上图所示。 
2. 再按HOLD键，取消数据保持。HOLD从屏幕上消失。 

 

触发 
数据保持ON时，可以使用触发功能。触发激活后进行一次压力测量。下列
三种方式可以激活触发。 
·通过按前面板的TRIG键 
·通过使用通信命令（E命令或者GET接口信息） 
·通过输入外部（下降）触发信号（当使用D/A选件时） 
触发激活后，LED灯点亮表示正在采样数据。 
如果触发出现在数据采样操作中间，从那点起再次采样数据。如果使用连

续触发进行测量，请以比下表中最小间隔更长的间隔激活触发器。如果在

最小间隔之内连续触发，则不更新被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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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360除外  
                触发输入最小间隔 
间隔                     MT220 
MT210/MT210F                    DMM ON  

平均 
OFF
 1.6 s
500 ms

  ON 
  2.5 s 
  2.5 s 

DMM OFF 

测量模式 平均压力 

        
ON 
OFF 

   1.6 s 
    500 ms 

       1.6 s
       260 ms
       110 ms
       80 ms

正常 
中速 
高速 

•  767370 
测量模式 采样率 平均 触发输入最小间隔 

 
正常 4000 ms – 4.1 s 

250 ms ON 2.6 s 
OFF 260 ms 

D/A输出（D/A选件） 
把压力测量结果从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并输出。当使用直流电源或者电池组

启动仪表时，D/A输出功能为OFF。在使用前，选择ON。 
·输出量程： 2V或者5V 
·D/A转换时间： 2ms 
·压力测量值和输出电压的关系（在130kPa量程内） 

 
输出电压 

5-V量程 

5.000

2-V量程 
2.000

–80.000 0

130.000 测量压力（kPa）
–1.231

–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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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更新和输出电压的关系 

实际压力变化 
动态模式里的 D/A 输出

响应时间

压力 D/A输出电压改变 

显示更新 

动态模式（仅 MT210F） 

时间 

显示更新率 

1. 按MENU键。 
2. 使用∧和∨选择     ，然后按ENTER/LOCAL键。当使用AC电源供电

时运行步骤4，当使用电池或者直流电源供电时运行步骤3。 
3. 使用∧和∨选择D/A输出功能（        ），再按ENTER/LOCAL键。 

          ：  打开功能 
        ：  关闭功能 

4. 使用∧和∨选择D/A输出量程（dA），再按ENTER/LOCAL键。  
        ：  选择2V量程 

        ：  选择5V量程 
5. 对于MT210F，使用∧和∨选择动态模式（         ），  

再按ENTER/LOCAL键。 
        ：  打开动态模式 
        ：  关闭动态模式 

6.  按MENU键，返回正常测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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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器功能（/DA 选件） 
判定被测压力数据高于还是低于 2 个参考值（Hi 和 Lo）并且在前面板 
LED 中显示结果。同样，判定结果也由后面板接口以 TTL 电平输出。每

个 D/A 转换周期输出判定结果（2ms）。 

根据 
 
判定 

X>Hi
 

HI

Hi≥X≥Lo
 

IN
Lo>X 
LO

设置蜂鸣声 
用户可以调节蜂鸣声，打开或关闭点击提示音 
1.  MENU 键。 
2.  使用∧和∨键选择         ，然后按 ENTER/LOCAL 键。 
3.  使用∧和∨键选择蜂鸣声和点击提示音（        ）。 

： 激活蜂鸣声和点击提示音。 
： 关闭蜂鸣声和点击提示音。 

4.  按 MENU 键返回正常测量屏幕。 
 
锁键功能 

可以锁定 ZERO CAL 键或者除 MENU 和 LIGHT 键以外的所有键。 
1. 按 MENU 键。 
2. 使用∧和∨键选择        ，然后按 ENTER/LOCAL 键。 
3. 使用∧和∨键选择锁键类型（        ）。 

： 释放锁键 
： 只锁定 ZERO CAL 键 
： 锁定除了 MENU 和 LIGHT 键以外的所有键 

4. 按 ENTER/LOCAL 键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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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被测值， Hi： 设置上限， Lo： 设置下限 
 
1. 按 MENU 键。 
2. 使用∧和∨键选择        ，然后按 ENTER/LOCAL 键。 
3. 使用∧和∨键选择比较器输出功能（        ）并且按 ENTER/LOCAL

键。   
： 开启 
： 关闭 

如果用户把比较器功能设为 on，则需要设置上限和下限。 
4. 使用∧、∨和＞键选择下限压力值（      ），然后按 ENTER/LOCAL

键。 
5. 使用∧、∨和＞键选择上限压力值（       ），然后按 ENTER/LOCAL

键。 

6. 按 MENU 键返回正常测量屏幕。 

说明   
设置参考值，Hi>Lo。 

 



设置测量模式 
· 对于 MT210 

1.  按 MENU 键。 
2.  使用∧和∨键选择        ，然后按 ENTER/LOCAL 键。 
3.  使用∧和∨键选择压力采样率（        ）并且按 ENTER/LOCAL 键 

（仅 767370）。 
250 ：    250ms 
4000：   4000ms 

4.  使用∧和∨键选择压力移动平均（      ）并且按 ENTER/LOCAL 键。

：  使用压力移动平均 
：  不使用压力移动平均 

5.  按 MENU 键返回正常测量屏幕。 
 

                     说明   
对于 767370，如果把压力采样率设为 4000ms，则压力移动平均固定为 OFF。 

· 对于 MT210F 
用户可以选择正常、中速和高速三种模式。 
1.  按 MENU 键。 
2.  使用∧和∨键选择        ，然后按 ENTER/LOCAL 键。 
3.  使用∧和∨键选择测量模式（       ）， 然后按 ENTER/LOCAL 键。 

： 正常测量模式 
： 中速测量模式 
： 高速测量模式 

如果指定正常测量模式，运行第 4 步。如果指定中速或高速测量模 
式，运行第 5 步。 

4.  使用∧和∨键选择压力移动平均（       ）并且按 ENTER/LOCAL 键。

：  使用压力移动平均 
：  不使用压力移动平均 

5. 按 MENU 键返回正常测量屏幕。 
 

· 对于 MT220 
1. 按 MENU 键。 
2. 使用∧和∨键选择        ，然后按 ENTER/LOCAL 键。 
3. 使用∧和∨键选择压力移动平均（       ）， 然后 

按 ENTER/LOCAL 键。 
：  使用压力移动平均 
：  不使用压力移动平均 

4. 使用∧和∨键选择 DMM 移动平均（d.AVE）， 
然后按 ENTER/LOCAL 键。 

    ： 使用 DMM 移动平均 
： 不使用 DMM 移动平均 

5. 按 MENU 键返回正常测量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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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连接器（/DA 选件） 
•   引线分配 

7 1

14 8

•  输入/输出电路
 

+5 V +5 V

10 kΩ 
 

EXT TRIG 
100 Ω TTL 电平 

L ： 0～0.4 V 
H ： 2.4～5 V

100 
Hi， In， Lo，
Busy 

 
TTL电平 

L ： 0～0.4 V 
H ： 2.4～5 V 

•  信号分配 
管脚号      信号名*        输入/输出 规格 
1      EXT TRG  输入        触发（上升沿， 脉宽 大于2 ms） 
 
2      BUSY  输入        比较器信号变化时输出（ “H” 有效） 
3            NC 
 
4             HI 输出 比较器输出（有效“H”） 
 
5             IN 输出 比较器输出（有效“H”） 
 
6             LO 输出 比较器输出（有效“H”） 
 
7 GND 
8 D/A OUT（+）输出 D/A输出（2 V或者5 V） 
 
9 D/A GND D/A接地（内部接地） 
 
10-13 NC 
 
14 GND 接地 
 
* TTL是电平信号 
* NC表示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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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MT220调整，校准差压变送器 
把差压变送器连接到 MT220 

测量差压变送器电流端子的输出电流，把变送器与仪表相连并且校准

变送器。 

MT220

差 压 变

送器 COM
 
COM 
 
A

24V 输出

端子  
电流输
入端子

警告     

包括内部电位，所有输入/输出和接地端子允许的最大电位

差为42Vpeak。确保每个端子的电位差不超过下列值。如

果超过该值，可能造成仪表损坏和人员受伤。 
DMM测量端子： 对地18Vpeak。 

 

注意

·  勿将外部电压施加于 24VDC 输出连接器。否则会造成仪表

的损坏。 
·  如果 24VDC 输出端子短路或者负载电流超过限值（约 

40mA），会显示-OL-，输出关闭。 
·  如果在 NI-Cd 电池供电下仪表的 24VDC 输出，以超过

20mA 
的负载电流连续工作，电池电量将骤减。 

·  勿将超过允许的电压施加于电压输入端子，否则会造成仪表

的损坏。 
最大允许输入电压：30VDC 

·  勿将超过允许的输入电流施加于电流输入端子。确保保险丝

符合指定规格。只使用指定规格的保险丝，详细请参考 58 
页。 
最大允许输入电流：100mADC 

 

24 VDC输出 
1. 按 24VDC ON/OFF 键。 
2. 24V 会显示在屏幕的右下角。 
3. 如要停止 24VDC 输出，再按 24VDC ON/OFF 键，24V 从屏幕消失。 
说明   

如果 24VDC 输出过载-OL-将显示在屏幕的右下角，24VDC 输出将自动关闭。 
再按 24VDC ON/OFF 键，消除屏幕右下角的-OL-，去除过载原因，然后重启 24VDC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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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M 功能 
1. 如果屏幕下部无显示，按 DMM 组下的 ON/OFF 键，打开 DMM 功能。 
2. 按 DC5V/20mA 键标记 V 或者 mA。 
3. 取消 DMM 测量，再按 DMM 组下的 ON/OFF 键，关闭 DMM 功能。 
说明   

被测值的量程显示如下 
电压：  -6.000V~+6.000V 
电流：  -24.000mA~+24.000mA 

％显示 
如果设置了 0％和 100％的压力值，被测值将据此以相对值（%）的形式

显示。0％和 100％值可以通过直接输入一个期望数值或者施加实际压力

进行设置。 
使用 DMM 功能进行电流/电压测量时，如果％显示模式处于有效，将以百

分比形式显示被测值：1～5V 或者 4～20mA 等于 0～100％。压力和电压

/电流的测量范围如下所示。 
压力： ±999.99％。如果值超过额定的显示位数，则屏幕上部显示 

。 
电流/电压： 0～24mA/0～6V（-25~125%）.如果输入值超过此范围，则

屏幕下部显示              。 
例 
把 20kPa 设置为 0％， 把 100kPa 设置为 100％ 
如果输入压力为 40kPa，则屏幕上部显示 25％。如果差压变送器的输出

电流正确，则屏幕下部也会显示 25％（8mA）。 

 

100% 100%

25 
37.5

25

0 
20    40 100 kPa

0
4 8 10 20 mA 

通过输入期望值设置 0％～100％（手动设置） 
1.  按 MENU 键。 

使用∧和∨选择        ，然后按 ENTER/LOCAL 
键激活 0%压力设置屏幕。 

2. 使用∧、∨和＞输入 0％对应值，然后按 ENTER/LOCAL 键。 
3. 为了设置 100％的对应值，先使用∧、∨和＞，然后再按 ENTER/LOCAL 键。

4.  按 MENU 键返回正常测量屏幕。 
5.  按％ERROR 键激活％显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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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施加实际压力设置 0％和 100％（自动设置） 
1. 施加一个对应 0％的压力。 
2. 按 AUTO 0％键。 
3. 施加一个对应 100％的压力。 
4. 按 AUTO 100％键。 
5. 按％ERROR 键激活％显示模式。 

说明   
·  只要在显示量程范围内并且满足条件：0％值<100%值，可以设置任何 0％和 100％

的压力值。 
·  如果施加的压力超过显示量程， 按 AUTO 0％键或 AUTO 100％键也可以设置 0％

或 100％的值 
·  如果 0％值大于 100％值， 按％ERROR 键显示               。 

在此情况下，请输入正确的 0％和 100％值。 
·  只有在正常的测量显示模式下才能进行自动设置。 

（使用 AUTO 0%和 AUTO 100%键） 
·  如果仪表在相对显示模式下，即使按%ERROR 键也不能激活％显示。 
 

误差显示 
对照差压变送器的输入压力，检测输出电压（电流）。％ERROR 值表

示电流/电压的百分比显示值减去输入压力的百分比显示值。 
压力值以％显示，DMM 值以％ERROR 显示。 

例            把 20kPa 设置为 0％，100kPa 设置为 100％： 
如果施加一个 40kPa 的压力，当电流为 8mA 时％ERROR 显示 0％（25－25）： 
当电流为 10mA 时％ERROR 显示 12.5％（37.5－25）。 
1. 需要设置％显示（参考上一页的图片）。 
2. 按％ERROR 键激活％ERROR 显示模式。 

 
说明    

· 如果按％ERROR 键激活％显示模式，DMM 功能的被测值也以百分比显 
示。但是，如果关闭 DMM 功能，则不能以％ERROR 显示。 

· 每按一次％ERROR 键，如下显示 
DMM 功能 ON：  正常测量显示→％显示→％ERROR→正常测量显示 
DMM 功能 OFF： 正常测量显示→％显示→正常测量显示 

kPa 

%ERROR时闪烁 
 
AUTO时闪烁 

Error 
 

100% 
V
mA
%

% 
 

 
24V -OL - 

超符合时闪烁
 

24 V 输出时闪烁 
单位选择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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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和读取数据（仅MT220） 

存储数据 
 
 
 
 
 
 
 
 
 
 
 
 
 
 
 
 
 
 
自动存储 

为采样数据分配一个指定内存号，然后存入内存。 
1～9999 中的数字可以设置为数据号（内存号）。如果没有设置指定的目标内

存号，数据将连续地存储在内存号中（默认起始号为 1）。一旦指定了内存

号，就以此号为起始号存储数据。 
有两种存储方法，自动存储和手动存储。 
数据采样间隔 
（每个存储数据的采样次数）：           1、4、16、64、512 
设置存储数量：                        1～2000 
目标内存号：                          1～9999 
可能的数据存储量：                    2000 

 
数据按指定的数量和间隔自动存储。如果没有指定目标内存数量，则数据从

上次存储数据项的后一个内存号开始存储。 
自动存储设置 
1. 按 MENU 键。 
2. 持续按∧或∨键，使          在屏幕上显示。然后按 ENTER/LOCAL

键进入存储模式设置屏幕。 
3. 按∧或∨键，显示        ，然后按 ENTER/LOCAL 键选择模式。 
4. 在存储速度设置屏幕中（        ），使用∧或∨键选择期望的采样间

隔，然后按 ENTER/LOCAL 键。 
5. 在屏幕上设置数据数量（         ），使用∧、∨和＞键设置存储数据

量，然后按 ENTER/LOCAL 键。 
6. 按 MENU 键返回正常测量屏幕。 

开始存储时，设置内存号。 
7. 按 Press 键显示内存号设置屏幕（    ）。 
8. 使用∧和∨键设置期望的内存号，然后按 ENTER/LOCAL 键 

 存储数据。 
9.  按 STORE 键开始自动逐个存储数据。存储数据的当前内存号在屏幕上部

显示约 0.5 秒。当数据存储号到达指定的最大号时则自动终止数据存储。

然后屏幕上部和下部分别显示          和         约 0.5 秒。 
停止自动存储 
10.  再按 STORE 键，  自动存储停止。然后屏幕上部和下部分别显示

和           约 0.5 秒。 

 
 
说明   

在自动存储时不能改变存储模式、存储率和允许的存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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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存储 

按 STORE 键存储数据。如果没有指定目标内存号，则数据从上次存储数据
号的后一个内存号开始存储。 
手动存储设置 
1. 按 MENU键。 
2. 按住∧或∨键直到屏幕显示          。然后按 ENTER/LOCAL 键进入
存储模式设置屏幕。 

3. 按∧或∨键显示         ，然后按 ENTER/LOCAL键选择此模式。 
4. 按 MENU键返回正常测量屏幕。 
5. 按 No. 键显示内存号设置屏幕（      ）。 
6. 使用∧、∨和＞键设置期望的内存号，然后按 ENTER/LOCAL键。 
存储数据 
7. 按 STORE键存储数据，屏幕上部显示          ， 
而屏幕下部显示当前存储数据的内存号约 0.5秒。 

 
说明  

·不能覆盖数据。如果选择已存有数据的目标内存，将显示出错代码 38，表明不
能覆盖数据。在自动存储模式中，当达到已存有数据的内存号时，停止自动存储

并且显示出错代码 38。如果想在有数据的内存号中存储数据，请先删除原有数
据，再存入新数据。 

·电源关闭时，所有存储在内存中的数据将会备份。 

读取数据 
 
 
 
 
 
 
 
 
 
 
 
 
 
读取模式 

可以读取存储在内存中的数据。指定期望读取的数据号。 
执行读取时，将恢复最后存储时的设置信息。 
·相对值显示 ON/OFF 
·DMM功能 ON/OFF，选择测量项（电流或电压） 
·在％显示的情况下指定 0％和 100％压力值 
读取模式退出时，将恢复读取模式前的设置。 
 
 
 
在读取模式下显示 RECALL 
1.  按 RECALL键。 
屏幕上 RECALL灯点亮，表明当前读取模式激活 
并且读取最后保存的数据。 

连续读取数据 
2.  在读取模式中按∧或∨键，读取的数据号变大或减小 
并且读取相应的数据。 

                3.  RECALL键取消读取模式。RECALL从屏幕上消失。 

37IM 767361-01C



 通过指定相应的内存号读取数据 
2.  读取模式激活时按 No.键。 
3.  使用∧、∨和＞键选择期望的内存号。 
4.  按 ENTER/LOCAL键读取数据。 
5.  再按 RECALL键，取消读取模式。RECALL从屏幕上消失。 

说明    
·  如果在没有数据的内存号里进行读取， 屏幕将显示----，并且显示出错代码 32。 
·  如果期望数据是相对显示值，只有在％显示或％ERROR显示激活的情况下才可以 
读取。在此情况下，显示将自动切换到正常显示屏幕。 

 

删除数据 
可以删除存储在内存中的数据。提供两种操作方法：即通过指定对应内存号

删除数据，和一次性删除所有数据。 
1. 按 DELETE键。 
2. 使用∧或∨键选择          （局部删除）或者       （全部删除），然
后按 ENTER/LOCAL键。 

3. 如果选择了          ，请指定要删除起始和结束的内存号 
如果选择了       ，请执行第四步 
删除起始内存号设置屏幕：  
删除结束内存号设置屏幕：     
使用∧、∨和＞键选择起始和结束内存号，然后按 ENTER/LOCAL键。

4. 在执行删除设置屏幕中，删除数据选择 YES，否则选择 no，然后按
ENTER/LOCAL键。按 DELETE键返回正常测量屏幕。 

 

显示可存储的数据量 
可显示可存储数据数量 
1. 按 MENU键。 
2. 按住∧或∨键直到屏幕显示        。然后按 ENTER/LOCAL键。 
3. 可存储数据的数量将被显示约 1秒。 
4. 按 MENU键返回正常测量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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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组（选件） 

连接主机和电池组 

 警告    

·连接电池组和仪表之前，必须确保关闭 POWER开关（前面 
板）和 MAIN POWER开关（后面板）并且拔掉 AC插口的电
源线。 
·在连接电池组和仪表时，只能使用电池组附带的螺丝（产品

号：Y9540LB）。如果使用其他螺丝，可能会使电池组和仪表 
连接不当或螺丝损坏内部电路并可能造成危险。 

移去仪表顶部的封盖，把电池组的接头插入仪表，然后使用螺丝刀拧紧 4
个电池组的螺丝（M5×40mm）。 
 

盖子

说明   
附属的贴纸，贴于电池塑料袋表面，请有效利用。 

 

Ni-Cd 电池组充电 
1. 打开 MAIN POWER开关。 

2. 按 CHARGE START键开始充电。在充电期间电池组的绿色 LED开始闪
烁。 

3. 充电需要约 12小时，约 12小时后充电自动停止。这种方法称为完全充 
电。LED停止闪烁并且保持点亮状态。直到关闭 LINE开关，LED才会 
熄灭。 

BATTERY  CHECK

E           M F 充电开始键

说明   
· 在对电池组充电前，确保电池组中每块Ni-Cd电池完全放电。如果电池组中充电的某
块电池没有完全放电或者充电中途中断充电，都会降低电池组的寿命。 

· 当准备使用新的电池组时，确保电池组完全充电。 
· 只能使用AC电源对电池组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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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电池组的剩余电量 
当仪表用电池组工作时，可以检查电池组的剩余电量。 
按 BATTERY CHECK，红 LED灯点亮，电池组电量如下所示。 
两个 LED灯点亮：       约 6～10小时（MT210+电池组） 
一个 LED灯点亮：       约 3～6小时（MT210+电池组）  
LED全灭：             3小时之内。用尽电池的电量（完全放电）

 

 

电池检查 
E           M F 充电开始键 

说明   
·电池组中含有三块Ni-Cd电池。如下所示，充电剩余表示电池组中三块电池剩电 
量的总和。当全部红LED灯熄灭，         在屏幕的上方显示 。  

完
全
放
电

完
全
放
电

完
全
放
电

完
全
放
电

完
全
放
电

1       2 3 1     2 3 1      2 3
完全充电 
 
完全放电 

完
全
放
电

部分充电 
 
完全放电 

E       M F E       M F E M F
On On On Off Off Off

 
* 充电开始键 

充电剩余

电亮 
（LED）

•           当在屏幕上显示，直到切换成DC电源，停止闪烁。 

提醒

·充电的时候，确保仪表水平，垂直或打开支撑脚倾斜放置。为了避免过 
热，请别向左右方向倾斜仪表充电。另外，为了仪表散热，请别在周围放

东西。 
·如果在电池组连接仪表后打开MAIN POWER开关，电池组处于涓流充电 
状态。涓流充电直到补偿完电池组自然放电后才停止充电。如果打算长期

不使用仪表，必须确保同时关闭POWER和MAIN POWER开关。 
·绝对不能对电池过量充电，否则会降低电池的寿命。因为超时充电可能使

电池中的气体或者电解液泄漏，充电后如果不使用仪表， 
请关闭MAIN POWER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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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d电池使用时间 
电池组内的Ni-Cd电池可以连续使用约10小时。但是，操作条件决定电池 
的续航时间。 
如果连续使用24VDC输出超过20mA的负载电流，电池电量将骤减。 
参考以下表格。 
 
DMM 24 VDC输出 背光灯 续航时间 （连续使用时） 
ON       ON       ON               约6小时 
ON       OFF       OFF               约9小时 
OFF       OFF       ON               约11小时 
OFF       ON       OFF               约12小时 
OFF       OFF       OFF               约14小时 

更换 Ni-Cd电池组 
即使完全充电，反复使用会减少 Ni-Cd 电池续航时间。电池更换周期因操作
环境的不同而改变，大约 2 年更换一次。电池更换必须按照下页描述的操作
进行。 

 

 警告   

·在更换电池前，确保关闭 POWER开关（前面板）和MAIN POWER 
开关（后面板）并且拔出 AC插口的电源线，以免在充电电路中 
出现短路。 
·只能使用横河公司生产的的 Ni-Cd电池（型号： 269914） 

1. 关闭 POWER开关，然后关闭 MAIN POWER开关。 
2. 拔出从 AC插口的电源线。 
3. 拧松下图中的 4个螺丝（M3×5mm）并且打开机盖。 
4. 拔出连接器（见下图）。不要拉连接器的电线。三个 Ni-Cd 电池必须同时
更换。 

5. 插入连接器，按上盖子，然后拧紧 4 个螺丝。按连接器盖子时，小心操
作避免拉到连接器的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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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丝

机盖

连接器 

螺丝

Ni-Cd电池（×3） 

说明  
·推荐循环使用 Ni-Cd 电池，因此用户应该收集用过的电池并且反还给横河公司。在更
换电池后，请把旧电池退还给列于本手册封底与用户所在地最近的横河代表处。 

·不要混淆新旧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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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IB 接口概述 

GP-IB 接口功能 
听者 

使用前面板按键完成的设置，通过 GP-IB 接口也可以进行相同的操

作。 
可以接收测量或运算数据、面板设置信息和出错代码。 

说者 
输出测量或运算数据 
输出面板设置信息和状态字 
输出发生的出错代码 

GP-IB 接口规格 
电气和机械规格               ： 符合 IEEE488－1978 标准 
功能规格                     ： 见下表 
代码                         ： ISO（ASCII）代码 
地址设置                     ： 听者和说者地址为 0～30 

或者选择只说模式 
取消远程模式                 ： 按前面板的 ENTER/LOCAL 键即可取

消远程模式。但是如果控制器设置了

本地键锁，则无法取消远程模式。 

功能规格 
功能 子集名 描述 
源挂钩 SH1 全功能源挂钩 
受者挂钩 AH1 全功能受者挂钩 
说者                  T5              基本说者功能， 串行点名， 不能说本地 

听者（MLA），只说功能 
听者                  L4              基本听者功能， 不能听本地说者  

（MTA）， 无只听功能 
服务请求       SR1       完全服务请求功能 
远程/本地 RL1 完全远程/本地功能 
并行点名 PP0 无并行点名功能 
器件清除 DC1 全功能器件清除 
器件触发 DT1 全功能器件触发 
控者 C0 无控者功能 

GP-IB 开/关 
当使用 DC 电源或电池组启动仪表，GP-IB 关闭。 
使用前，请开启 GP-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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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连接到 GP-IB 接口的每个设备分配一个专用地址，以便每个设备间
可以相互识别。因此当仪表和 PC 相连时，必须为仪表分配一个地
址。 
如果仪表和只听设备连接使用，仪表必须设置为只说模式。 
 

设置地址 

只说模式 
此模式不需要控制器 
在显示更新期间输出测量和运算数据。此模式在仪表与一个听设备如

打印机连接时非常有用。 

可寻址模式 
在此模式中，由控制器发出指令控制仪表。接收 OD 指令（测量
或运算数据输出请求指令）后，仪表输出测量或运算数据。 
 

设置模式 

设置模式和地址 
通过仪表提供的 GP-IB接口可以进入下列操作模式。 

 

远程和本地模式间切换 
当仪表处于远程模式，则屏幕上显示 REMOTE。除了 
ENTER/LOCAL键，前面板的其余键都不能使用。按 
ENTER/LOCAL键 REMOTE从屏幕上消失，取消远程模式，仪表
处于本地模式。但如果设置了本地键锁，此切换无效。 

仪表支持的接口信息 
·IFC（接口清除） 
释放说者和听者功能。 

·REN（启用远程模式） 
从本地控制转到远程控制。 

·GTL（转到本地） 
从远程控制转到本地控制。 

·SDC（选择设备清除），DCL（设备清除） 
出错后 GP-IB输入/输出缓存器清除和重置。不影响设置 
信息和测量状态。DCL应用于所有的总线设备， 
而 DSC只应用于指定设备。 

·GET（组执行触发） 
采样保持期间更新显示数据。 

·LLO（本地键锁） 
使前面板的 ENTER/LOCAL键无效， 
以免远程控制切换为本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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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设置范围 
0–30 
出厂设置为 1。 

只说功能 
此功能只允许仪表把测量或运算数据发送到其他设备。即使仪表不分配为只

说设备，仪表仍然能发送数据。在只说模式，仪表不受控制器的控制。 
 

设置 GP-IB接口 
1. 按 MENU键。 

按住∧或∨键直到         在屏幕下部显示，然后按 ENTER/LOCAL 
键如果使用电池组或 DC电源供电，进入第 2步; 
如果使用 AC电源供电，进入第 3步。 

2.  使用∧或∨键设置 GP-IB功能（         ）并且按 ENTER/LOCAL键
： 激活功能 
： 关闭功能 

3. 使用∧或∨键选择        （可寻址模式）或           （只说模式），
然后按 ENTER/LOCAL键确认选项。 

4. 如果选择可寻址模式，连续按＞键直到期望位开始闪烁，通过按∧或∨ 
键设置期望的地址值（         ），然后按 ENTER/LOCAL键。 

5. 按 MENU键返回正常测量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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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232接口概述 

RS-232接口功能 
接收功能 

使用前面板按键完成的设置，可以通过 RS-232 接口进行相同的操
作。 
可以接收测量或运算数据，面板设置信息和出错代码。 

发送功能 可以输出测量或运算数据。 
可以输出面板设置信息和状态位。 
可以输出发生的出错代码。 

RS-232接口规格 
·电气特性          ： 符合 EIA232（RS-232）标准 
·连接方式          ： 点对点 
·通信方式          ： 全双工 
·同步方式          ： 开始－停止制式 
·波特率            ： 1200、2400、4800、9600 
·开始位            ： 1位 
·数据长度（字长）  ： 7或 8位 
·校验              ： 偶数（EVEN），奇数（ODD） 

或无校验（OFF） 
·停止位            ： 1或 2位 
·硬件握手          ： 可以选择 CA或 CB信号总是为真， 

通常用作控制。 
·软件握手          ： 可以选择只进行控制发送或使用 

X-on和 X-off信号进行发送和接收。 
                                          X-on（ASCII 1H） 
                                          X-off（ASCII 13H） 

·接收缓存器大小    ： 256B 

连接 RS-232接口电缆 
把仪表和一台计算机连接，请确认与计算机匹配的仪表握手方式、数 
据传输率和数据格式。 
更详细信息，请参考下页。也请确认使用正确的接口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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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器和信号名称 
引脚 14－25未使用 

71     2       3     4      5   引脚6
未使用

引脚 8－13未使用 

RS-232 连接器： 相当于 DBSP-JB25S 
上图所示的 RS-232 连接器引脚号 
1.  AA （GND： 保护接地）   ：仪表机箱接地。 
2.  BA （TXD： 发送数据）       ：数据发送至个人电脑。 
                                 信号方向……输出 
3.  BB （RXD： 接收数据）     ：从个人电脑接收数据。 
                                   信号方向……输入 
4.  CA （RTS： 请求发送）     ：从个人电脑接收数据时用于。 

握手的信号。 
信号方向…..输出 

5.  CB （CTS： 取消发送）          ：发送数据至个人电脑时用于握手
的信号。 
信号方向……输入 

6. AB （GND： 信号接地）     ：信号地 
 

说明   
引脚6和引脚8－25未使用。 

 

信号方向 
下图表示了使用RS-232接口的信号方向。 

4

5

2

CA(RTS)
[发送请求……接收OK] 
CB(CTS) 
[发送认可……准备OK]  
BA(TXD) [发送数据] 

MT200系列 
RS-232接口 

PC

3 BB(RXD)[接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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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232标准信号，JIS和CCITT缩写表 
信号表 
引脚号 缩写 名称 
（25-针连接器） RS-232 CCITT JIS 
 

1
 
* AA（GND） 101 FG 保护接地 

7* AB（GND） 102 SG 信号地 
2* BA（TXD） 103 SD 发送数据 
3* BB（RXD） 104 RD 接收数据 
 
4 * CA（RTS） 105 RS 请求发送 
5 * CB（CTS） 106 CS 允许发送 
6
 
 CC（CSR） 107 DR 通讯设备准备好 

2 0 CD（DTR） 108/2 ER 数据终端准备好 
22 CE（RI） 125 CI 响铃指示器 
 
8                  CF（DCD）  109 CD 载波检测 
2 1 CG（-） 110 SRS 信号品质检测 
2
 
3 CH/CI（-） 111 SRS 数据率选择 

24/15 DA/DB(TXC)  113/114 ST1/ST2 发送器定时 
1
 
7 DD（RXC） 115 RT 接收器定时 

1 4 SBA（-） 118 BSD 第二发送数据 

16 SBB（-） 119 BRD 第二接收数据 
19 SCA（-） 120 BRS 第二发送请求 
 
1
 
3 SCB（-） 121 BCS 第二允许发送 

1 2 SCF（-） 122 BCD 第二接收信号检测 
*   MT200系列RS-232接口使用的引脚 

握手 
使用 RS-232接口在仪表和 PC间传输数据，有必要使用某种相互确认
的程序以保证正确传输，这些程序的执行称为握手。对应仪表和 PC的
连接有许多不同的握手方法，因此对于仪表和 PC要选择相同的握手方
式。 
仪表允许用户在下列 8种模式中选择握手模式。 
 

握手方式表（  =已有功能） 

数据接收控制（从 PC 接收数据
时的控制方法） 

数据发送控制（发送数据至

PC时的控制方法） 

硬件握手 硬件握手
 

软件握手
 

软件握手 

当CB
（CTS）为
False时，停
止发送，当

CB为True
时，恢复发

当收到 X-off
时，停止发

送，当收到

X-on 时，恢
复发送。 

模式选项 当接收数据

缓存器达到

3/4 时发送
X-off，当接
收数据缓存

器为 1/4 时
发送 X-on。

当接收数据缓
存器达到 3/4
时 CB
（RTS）设为
False，当接
收数据缓存器
为 1/4 时设为
True。 

号 
（握手方式） 

无握手 无握手 

0（OFF-OFF）  
1（ XON-XON）  
2（ XON-RTS）  
3（ CTS-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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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握手方法的说明 
OFF-OFF 
· 数据发送控制 
在仪表和 PC之间不执行握手。来自 PC的 X-on和 X-off信号作为数 
据处理，并且忽略 CB（CTS）。 

· 数据接收控制 
在仪表和 PC之间不执行握手。在仪表的接收缓存器为 FULL后，丢 
弃额外的数据。因此，为了避免仪表和 PC的接收缓存器都为 FULL，用
户应该在 PC上增加程序。CA（RTS）固定设为真。 

 

XON-XON 
· 数据发送控制 
在仪表和 PC之间执行软件握手。如果仪表传输数据时接收到来自于
PC的 X-off代码，则在接收到 X-on代码前停止传输。忽略来自于 
PC的 CB（CTS）信息。 

· 数据接收控制 
在仪表和 PC之间执行软件握手。当仪表缓存空间为 64B时，向 PC
发送 X-off代码，而如果缓存空间达 192B则向 PC发送 X-on代码。
CA（RTS） 固定设为真。 

XON-RTS 
· 数据发送控制 
仪表和 PC之间执行软件握手。如果仪表发送数据时接收到来自于
PC 的 X-off 代码，则停止发送直到收到 X-on 代码。忽略来自于
PC的 CB（CTS）信息。 

· 数据接收控制 
仪表和 PC之间执行硬件握手。当仪表接收缓存空间为 64B时， 
CA（RTS）设为假；当缓存器达 192B时，CA（RTS）设为真。

 

CTS-RTS 
· 数据发送控制 
仪表和 PC 之间执行硬件握手。仪表发送数据时 CB（CTS）为
假，则停止发送直到 CB（CTS）为真。来自 PC 的 X-on 和 X-off
信息作为数据处理。 

· 数据接收控制 
仪表和 PC之间执行硬件握手。当仪表接收缓存器为 64B时， 
CA（RTS）设为假，当缓存器达 192B时，CA（RTS）设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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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接收控制的注意事项 
当使用握手控制数据接收时，即使缓存器剩余空间下降到 64B以下，计
算机可能还在发送数据。在此情况下，一旦接收缓存器无剩余空间时， 
无论握手是否有效都将丢弃额外的数据。只有当缓存器有剩余空间时数 
据才能再次保存。 

当使用握手时，从缓存器传

输至内部程序的数据不能跟

上，因此当缓存器剩余空间

为 64B时，停止接收数据。

256 Bytes

已使用       剩余空间64 B 

此时，仪表开始等待，直到缓

存器剩余空间达到 192B 恢复
接收数据。 

已使用 剩余空间192 B

无论是否握手，如果接收缓存

器无剩余空间，将丢失额外数

据。
已使用

使用握手的数据接收控制 

设置数据格式 
仪表的RS-232接口使用启/停同步方式进行通信。在启/停同步中每次发
送字符串。每个字符串都包含起始位，数据，奇偶位和停止位。（参考 
下图） 

在下一个数据项（实

线）的起始位前电平

转为空闲状态（虚

线）。 
1个字符

 
数据位 
（7-8 bits） 
 
 
 

奇偶位 
EVEN， 
ODD， 或
者 NONE 

线路空闲

状态 
 
 

1 
 

0 

停止位 
 
1 

 
1或2

2 
起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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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232通信设置 
下列设置值可以通过操作仪表设置，设置信息或值可以输出至 PC。 
· 选择握手方法 
在下表中选择一个数据发送/接收控制 

设置 握手方法
 
0 OFF-OFF 
1 XON-XON 
2 XON-RTS 
3 CTS-RTS

•  设置数据格式 
从下表中选择数据长度/奇偶/停止位等组合 

设置 数据长度 奇偶位 停止位  
0 8 none 1 
1 7 ODD 1 
2 7 EVEN 1 
3 7 none 2

· 设置波特率 
从下列数据中选择 
1200 
2400 
4800 
9600 

选择正常或只说模式 
此仪表的 RS-232C接口有两种控制模式：正常模式和只说模式。正常模式 
相当于 GP-IB接口的寻址模式，可以接收命令、传输数据。收到“OD”命 
令后输出测量和运算数据。只说模式相当于 GP-IB接口的只说模式。只允 
许传输测量和运算数据，不接收任何命令。 
1. 按 MENU键。 
持续按∧和∨键直到屏幕上显示           ， 
然后按 ENTER/LOCAL键。 

2. 按∧和∨键选择           （正常模式）或          （只说模式），
然后按 ENTER/LOCAL键。 

3. 按 MENU 键返回正常测量屏幕。如果想设置握手模式、数据格式或波特
率，请参阅下页的“设置握手模式，数据格式和波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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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握手模式，数据格式和波特率 
4. 当显示握手模式设置屏幕（       ）时，按∧和∨键设置期望模式的
对应值，然后按 ENTER/LOCAL键。设置的描述，请参考前页列表。

5. 当显示数据格式设置屏幕（        ）时， 按∧和∨键设置期望数据
格式的对应值，然后按 ENTER/LOCAL键。 
设置的描述，请参考前页列表。 

6. 当显示波特率设置屏幕（          ）时，按∧和∨键设置期望数据格
式的对应值，然后按 ENTER/LOCAL键。 

 

 

RS-232专用命令 
 

下列命令模仿 GP-IB接口的接口信息功能。 

<ESC>S <Terminator>
相当于 GP-IB的串行接口功能。收到命令后输出状态字。 

 

<ESC>R <Terminator>
相当于 GP-IB 接口的远程/本地控制功能。收到命令后仪表处于远程控
制状态并且前面板键无效。按 ENTER/LOCAL键退出远程控制状态。

<ESC>L <Terminator>
相当于 GP-IB 接口的远程/本地控制功能。当仪表处于远程控制状态时，
收到此命令后转本地状态。 

<ESC>C <Terminator>
相当于 GP-IB的设备清除功能。 
收到此命令后初始化仪表的通信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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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编制前的准备 

基本程序格式 
以下表示程序数据结构 
命令＋参数＋终止符 
使用 ASCII代码 
例 DF 2 CRLF  

命令 参数 终止符 

命令 
预定义1－3个大写字母串 
参数 
数值或字符串（ASCII代码） 
终止符 

GP-IB接口 
指定 CR+LF、LF或 EOI为接收终止符。 
“DL”命令用来设置传输终止符。默认设置为 CR+LF+EOI。详细
信息，请参考 App-5。 
RS-232通信设置 
指定 CR+LF或 EOI为接收终止符。 
“DL”命令用来设置传输终止符。默认设置为 CR+LF。详细信息，
请参考 App-5。 

编程时的注意事项 
一行可以包含多个命令。此种情况下，确认在命令陈述（命令＋参数）

用分号（；）分开。 
 

说明  
可以省略命令和参数间的空格和跳格。 

附录的使用 
查询命令 

在命令的结尾添加问号（ ？）可以简单地定义查询命令。查询命令对
应的数据读取如下例所示。 
查询 读取数据 
HD？→  HD1 

程序举例 
在附录中展示命令的样例程序。详细信息请参考 Ap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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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障修理, 维护和检查 

出现异常时的检查项目 
如果在采取下表所示的措施后仪表仍然操作不正常、或需要维修服 
务、或有其他问题，请联系在本手册封底的横河代表处。 
 

现象 检查对象 页码 
合上电源时无显示。 • “线路”开关是否打开?                  19 

•  电流断路器是否打开?                   58 
•  是否切断了电源?  19 

数据不正确。 •  环境温度和湿度是否在适当的范围内?     17, 64 

•  是否封住不用的输入端口?               12～15 

按键无效。 •  是否关闭了左下脚REMOTE的LED指示灯? 44 

•  是否打开锁键开关?                     30 

不能通过GP-IB接口控制仪表。 •  在程序中指定的GP-IB地址是否和         44, 45 
仪表设置的地址相匹配   

•  接口是否符合IEEE488-1978 
标准电气机械要求                      43 

•  是否打开GP-IB通信?                    22, 45 
不能通过RS-232接口控制仪表。 •  仪表的通信规格是否和控制器相符         46 

 

出错代码和纠正措施 
操作和测量时的出错代码 
代码    出错类型                 原因                     纠正措施                页码 
11 通信命令出错 接收到仪表不使用的命令 检查发送命令是否出错 App-1 

  
12 参数出错 指定的参数值超过允许范围   检查参数值 App-2～App-11 
 
14     执行时出          企图在自动存储或读取模式      确认仪表不是自动 36, 37 

中执行不允许的命令                 存储或读取模式 App-2～App-11 
 
15     执行时出错  企图在现有模式中             检查命令或按键操作 

执行不允许的命令                   是否出错             App-2～App-11
16     执行时出错  企图在DMM功能关闭时             检查DMM功能是否关闭   34 

执行不允许的命令                                  App-2～App-11 
 
17     零位校准出错 企图用无效的参考压力               检查是否正确输入        23,     

值进行零位校准                     参考值（0 KPa）     App-9 
• 测量压力值超过量程 
• 当使用绝压型号 

(767357/767367/767387) 时,  
压力值与出厂默认值相差超过1KPa 

18     选件出错          在没有安装/DA选件时             安装/DA选件             App-1 
企图执行与D/A输出 
和比较器输出相关的命令 
 

21     DMM校准出错 DMM校准程序出错             在三个校准点中          56 ~ 58 
输入正确的值 App-3~App-4 

 
22     DMM校准出错     在DMM校准期间溢出 检查连接和程序          56~ 58 

然后再次校准            App-3 ~App-4 
 
23     DMM校准出错  在DMM校准中出现重写出错     需要服务                — 

(DMM中EEPROM失败) 
32     读取出错          在读取的数据号中没有数据.                             36～38 

54 IM 767361-01C



代码    出错类型 原因 纠正措施 页码

33 存储出错 内存满   删除不需要的测量数据 36～38
38 存储出错 企图在已有数据的         删除已有数据或   36～38

 内存号中存储测量数据      使用空的内存号 
50 压力测量值出错 压力测量值更新出错       如果持续显示，需要服务 – 

 屏幕上方显示“--------” 
 
51 压力测量值出错 压力测量值超出量程 输入压力在测量量程120％以内     24 

 屏幕上方显示“--oL--” 
 
52      压力测量值出错 压力测量值溢出  如果显示[SPn.Err]，             34, 35

在屏幕上方显示“--oF--”  重输入正确的0％和100％压力值 
（在％模式中显示[SPn.Err]） 
 

53 DMM测量出错              DMM A/D转换超时 需要服务 – 
54   DMM测量出错             DMM测量更新出错     如果持续显示则需要服务          –  

屏幕下方会显示“--------” （如果用OE通信命令读出出错 
             信息（显示此信息），需要服务） 

 
 
55   DMM测量出错           DMM测量超量程          在显示范围内输入压力值 34, 35

屏幕下方显示“--oL--”  
 
56   DMM测量出错      ％ERROR运算溢出        检查压力百分比，                34, 35

屏幕下方显示“--oF--” 电压和电流值是否正确显示 

 

合上电源时自检出错 
代码    出错类型                   原因                     纠正措施 页码 
60 设置信息备份出错            通信设置以外的           初始化设置        22 

（不包括通信设置）     面板设置损坏 
 
 
 
61    通信设置信息备份出错       文件损坏 初始化设置   22 
 

62 测量数据备份出错 保存至内存的测量数据损坏 初始化设置        – 
 
63      零位校准备份值失败         零位校准值损坏           初始化零位校准值    23 

（仅绝压型） (767357/767367/767387) 
 
 
83      EEPROM出错 EEPROM值损坏 需要DMM校准 56～58 

（DMM校准） 
84 EEPROM出错 EEPROM值出错 需要服务 – 

(D/A 输出校准值) 
90 硬件出错 压力测量部分中硬件失败 需要服务 – 
 
91      压力测量部分校准值出错     压力传感器的             需要服务      – 

（传感器部分）              校准数据损坏 
 
92      压力测量部分校准出错       来自运算部分的压力 需要服务  – 

（运算部分）            数据损坏 
 
93      压力测量部分设置值出错 压力传感器的设置         需要服务 –  

（传感器部分）              数据损坏                                                         
 
94      压力测量部分设置值出错   压力运算部分设置值失败   需要服务    – 

（运算部分）   
 
• 如果合上电源后 60－63、83或 84出错，只要按下任意键则显示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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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准压力测量功能 
本节中校准指仪表显示值和标准仪表显示值之间建立联系。 
由于这是一款高精度测量仪表，建议六个月校准一次。在校准时，关注使用

的压力标准和测量环境。用于校准本仪表的压力标准必须溯源国家标准并且

精度高于±0.01％。如果以活塞压力表作为标准，以正确的压力校准本仪
器。请考虑以下因素：测量点的重力、活塞的重量、空气浮力的修正、温度

系数和测量温度。 
精度的校准和调整可以由日本横河公司进行。 
精度的校准和调整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因此请联系在本手册封底的横河代

表处。 

 

校准 DMM功能（仅 MT220） 
本节中校准指基于仪表显示值和标准仪表显示值之间关系调整精度。 
请注意由用户决定是否进行 DMM功能校准，横河公司不需提供此 
校准服务。 

校准用压力标准 
数字万用表：         DC电压测量精度±6ppm 
标准电阻（100Ω）：    精度±0.02％（推荐使用横河公司2974型号） 
直流电压/电流发生器： 稳定度±0.02％（推荐使用横河公司7651型号） 

 

环境 

环境温度：       23±1℃ 
相对湿度：       45～75％ 
供电电压：       100～200/200～240VAC， 

用户必须使用横河公司提供的电源线和3芯转2芯插座，
请与带接地保护端子的插座相连。 

频率：           50±1或60±1Hz 
震动：           忽略对仪表影响的程度 
电/磁场：     远离影响测量值的电/磁场 
周围环境：       腐蚀性气体,蒸气,盐分,尘埃等对测量值不产生影响 

的程度。 
预热：           校准前，必须先预热仪表30分钟以上，每台标准仪表的 

预热时间不得低于规格说明的预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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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方法 
每台仪表的连接如下所示 
电压校准                         电流校准 
MT220  
 

V Hi

MT220
 

ADC 电压
电流 
发生器

DC 电压 
电流 
发生器 

Hi 
2794  

COM  COMLo Lo 

Hi
 
Lo

Lo 
 
Hi  

数字 
万用表

数字 
万用表

*不要在MT220的电流端子上进行
任何连接 

*不要在MT220的电压端子上进行
任何连接 

校准方法 
连接压力标准校准如下图所示xi点，由于先于校准，仪表上显示yi值。校准
期间计算修正因数使xi=yi。 
 

显示 
(x1, y1)

(x0, y0)

0 输入

(x2, y2) 
 
 
 
 
操作步骤（使用前面板按键） 

1. 按MENU键。
2. 按住ZERO CAL键2秒钟，直到屏幕上显示        。如果操作失
败，将显示         。如果出现此类情况，请重复以上操作。 

3. 在屏幕         中，按∧或∨键显示     ，然后按ENTER/LOCAL
键进入校准模式。选择End返回正常测量屏幕。 

4. 按∧或∨键选择校准项（电流或电压），然后按ENTER/LOCAL键。
在此操作间，自动改变DMM测量项。 

5. 按∧或∨键选择校准点，然后按ENTER/LOCAL键。按照0、FS、 
-FS顺序选择校准点。 

6. 各校准点设置成标准仪表上输出值。在数字万用表上读出标准设备的
输出值，然后按∧或∨键输入这些值作为校准点，再按

ENTER/LOCAL键。也就是说，对于0校准点，必须将0值输入仪表。
（如果标准仪表不能输出0，则在电压校准时短路电压输入端子，而
在电流校准时断开电流输入端子。） 

7. 校准前的测量值将显示1秒钟。如果设置校准点的值和测量值相差很
大，可能是连接出错，因此需要再次进入相同校准点。 

 

DC 发生器 
社为 5V

选择 
+FS 
读取
DMM
的值 

(xi, yi) i=0, 1, 2 校准点
校准后 
校准前

校准前

的测量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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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返回第5步屏幕。选择下一个校准点然后按ENTER/LOCAL键。一旦 
三个校准点完成后，选择        ，然后按ENTER/LOCAL键。 

9. 三个校准点都需计算修正因数并且写入EEPROM。当成功地完成校准
后，显示         并返回第4步屏幕。选择       ，然后按 
ENTER/LOCAL键返回正常测量屏幕。 

 

校准结束 
 
 
 
 
正确执行校准 

操作步骤（使用通信命令） 
请参考APP-17~APP-18的样例程序。

说明   
为电流校准点设置的电流值是由数字万用表读出的电压值转换而来。 

 

推荐的更换部件 
对仪表主机提供一年保修（从发货日起），但是不包括其他零件或消耗

品（磨损产品）。我们推荐定期更换部件以便长期使用 
MT210/MT210F/MT220。 
更换部件请联系横河代表处。 

部件名称 部件号 更换周期
 

EL 面板 (背光灯用) B9320TN 可连续使用约5000小时 
锂电池 A1096EB 约5年 

更换保险丝 

 警告    

·为了避免着火，只能使用指定规格的保险丝。不能使用其它

规格的保险丝，不能短路保险丝座。 
·如果怀疑保险丝缺陷或有问题，决不能操作仪表。 
·在更换保险丝前，必须确认关闭POWER和MAIN POWER开
关，去除各输入/输出端子的连接，并且拔出AC插座的电源
线。 

保险丝的规格 
如果用户需订购保险丝，请从下列部件号中指定。

额定 部件号 使用定位 更换步骤 
 

250 V，100 mA时滞型   A1341EF       电流输入端子        见下页 
250 V，3.15 A时滞型 A1113EF 后面板         见下页 
250 V，2 A时滞型       A1429EF       电源板         需要服务* 
*：需要专业服务，请联系在本手册封底最近的横河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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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丝的位置和更换方法 

左旋熔丝架，拉出熔丝架，然后放入新保险丝。 
 

左旋熔丝架，拉出熔丝架，然后放入新

保险丝。

每个电流输入端子都有一个内置保险丝。熔丝架中的保险丝如下所

示。为了更换保险丝，请逆时针方向转动并取出熔丝架，然后用新的

保险丝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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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压力测量部分（767351/767361/767381/767353/767363/767383/767355/767365/767385） 
 

型号 767351/767361/767381 767353/767363/767383 767355/767365/767385 
 

压力类型 表压 表压 表压  
测量范围 正表压：0～10kPa 正表压：0～130kPa     正表压：0～700kPa  

（保证精度）           负表压：–10～0kPa     负表压：–80～0kPa       负表压：-80～0kPa 
最大显示 –12.0000～12.0000 kPa  可达156.000 kPa     可达 840.00kPa 
精度

*1 正表压： 正表压20~130kPa： 正表压： 
（Zero CAL） （读数的0.01％            （读数的0.01% +3字） （读数的0.01％ 
校准后六个月，       +满量程的0.15％） 0～20kPa：5字 +满量程的0.005％） 
正常测量模式         负表压： 负表压： 负表压： 
（平均打开） ：(读数的0.2％ （读数的0.2％ （读数的0.2％               

+满量程的0.1％）        +满量程的0.1％） +满量程的0.1％） 
 
中速

*2                满量程的0.02％     满量程的0.02％             满量程的0.02％ 
测量模式 
（在正常测量模上增加） 
 
高速

*2
模式            满量程的0.04％         满量程的0.03％             满量程的0.03％ 

（在中速测量模模式上增加） 
 
校准后1年             满量程的0.01％ 满量程的0.005％ 满量程的0.005％ 

（在校准6个月精度上增加） 
 
 

显示更新间隔
*3 

正常测量模式  250 ms 250 ms 250ms  
 
中速测量模式

*2  100 ms 100 ms 100ms  
 
高速测量模式

*2  100 ms 100 ms 100ms  
响应时间 
正常测量模式  小于等于2.5 s 小于等于2.5 s 小于等于2.5s  
 
中速测量模式

*2  小于等于200 ms 小于等于200 ms 小于等于200ms  
 

高速测量模式
*2  小于等于200 ms 小于等于50 ms            小于等于70 ms  

分辨率  0.0001kPa 0.001kPa  0.01kPa 

内容积  约10 cm
3  约10 cm

3  约10 cm
3
 

允许输入  2.7kPa绝压～500kPa表压  2.7kPa绝压～500kPa表压 2.7kPa绝压～3000kPa表压 
  （767381型号可达50kPa表压） 

温度系数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0015%/℃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001%/℃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001% /℃
                灵敏度±满量程的0.001%/℃    灵敏度±满量程的0.001%/℃    灵敏度±满量程的0.001%/℃ 

倾斜影响     向前或向后倾斜90°　       向前或向后倾斜90°　  向前或向后倾斜90°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1％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01％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01％ 
  向左或向右倾斜30°　 向左或向右倾斜30°　 向左或向右倾斜30°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2.5％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2％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05 
 
重量(主机)            767351：约8kg  767353：约7kg 767385：约6.5 kg 

767361/767381：约8kg      767363/767383：约6.5kg    767355：约8.5kg 
/767365：约8 kg  

 

*1. 工作条件：温度23±3℃,湿度20～80℃％RH,供电电压额定的±5％，水平放置。 
*2. 仅对于 76738□型号可在正常、中速和高速三种测量模式中切换。 
*3. 由通信输出数据速率与显示更新率相同。 
*4. 响应时间的测定条件 

·从开始改变到收敛于设置值±1％以内的时间。 
·从满刻度值释放到大气压力。（输入部分没有负载条件。对于绝压型从 0 到大气压力） 
·使用 D/A 输出测量。 



 压力测量部分（767356/767366/767386/767357/767367/767387） 
 
型号 767356/767366/767386 767357/767367/767387 
 

压力类型 表压 绝压 
测量范围 正表压：0～3000 kPa 0～130 kPa绝压 
（保证精度） 负表压：–80～0 kPa 
最大显示 可达3600.00 kPa 可达156.000 kPa绝压 
精度

*1               正表压：                              读数的0.01％+满量程的0.005％ 
(零位校准)       ±（读数的0.01％+满量程的0.005％） 
校准后六个月， 
正常测量模式 负表压 

（平均打开） ±（读数的0.2％ +满量程的0.1％） 
 
中速

*2 满量程的±0.02％ 满量程的±0.02％ 
测量模式 
（在正常测量 
模式上增加） 

高速
*2
模式 满量程的±0.03％ 满量程的±0.03％  

（在中速测量 
模式上增加） 

 
校准后1年             满量程的±0.005％                  满量程的±0.005％ 
（在校准6个月 
精度上增加） 

 
 
显示更新间隔

*3 
正常测量模式         250 ms                              250 ms  
 
中速测量模式

*2        100 ms                              100 ms  
 
高速测量模式

*2 100 ms 100 ms  

响应时间
*4 

正常测量模式 小于等于2.5 s 小于等于2.5 s  
 
中速测量模式

*2 小于等于200 ms 小于等于200 ms  
 
高速测量模式

*2 小于等于100 ms 小于等于50 ms   
分辨率 0.01 kPa 0.001 kPa 
 
允许输入 2.7 kPa绝压～4500 kPa表压 1 Pa绝压～500 kPa 表压 
内容积 约 10 cm

3 约10 cm
3
 

温度系数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001％/℃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001％/℃　 
灵敏度±满量程的0.001％/℃               灵敏度±满量程的0.001％/℃　 

倾斜的影响 向前或向后倾斜90°　 向前或向后倾斜90°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01％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01％  
向左或向右倾斜30° 向左或向右倾斜30°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01％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2％ 

重量（主机）          767356：约7 kg                       767357：约7 kg 
767366/767386：约 6.5 kg 767367/767387：约6.5 kg 

*1. 作条件：度23±3℃湿度20～80% RH，供电电压额定的±5％，水平放置 
*2. 仅对于 76738□型号可在正常、中速和高速三种测量模式中切换。 
*3. 由通信输出数据速率与显示更新率相同。 
*4. 响应时间的测定条件 
·从开始改变到收敛于设置值±1％以内的时间。 
·从满刻度值释放到大气压力。（输入部分没有负载条件，对于绝压型从 0 到大气压力） 
·使用 D/A 输出测量。 

IM 767361-01C 61



 压力测量部分（767370/767371）
 
型号 767370 767371 
压力类型 差压(H输入≥L输入) 差压(H输入≥L输入) 
 
测量量程 0～1 kPa 0～10 kPa 
(保证精度) 
最大显示 –1.20000～1.20000 kPa –12.0000～12.0000 kPa 
精度*1 ±（读数的0.015％+满量程的0.03％） ±（读数的0.01％+满量程的0.025％） 
 (零位校准) 
校准后六个月 

校准后一年 满量程的±0.01％  　满量程的±0.01％ 
(在校准六个月 
精度上增加）  

 
 
显示更新间隔          250 ms 250 ms 
响应时间 小于等于5 s 小于等于2.5 s 
分辨率 0.00001 kPa 0.0001 kPa 
允许输入 1 Pa绝压～50 kPa表压 2.7 kPa绝压～500 kPa表压 
内容积 L和H， 约10cm

3 L和H， 约10cm
3
 

稳定系数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005％/℃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0015％/℃ 
灵敏度+满量程的0.001％/℃             灵敏度+满量程的0.001％/℃ 

倾斜的影响 向前或向后倾斜90°　 向前或向后倾斜90°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5％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1％ 
向左或向右倾斜5°　 向左或向右倾斜30°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3％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2.5％ 

重量(主机) 约 8.2 kg、约289 oz           约8.2 kg、约289 oz   
*1. 工作条件：温度23±3℃，湿度20～80％RH，供电电压额定的±5％，水平放置， 
           767370关闭平均，767371打开平均。参考横河公司压力标准。 
*2. L 与 H 之间差值少于 50kPa。 

压力测量部分（767372/767373）
 
型号 767372 767373 
压力类型 差压（H输入≥L输入） 差压（H输入≥L输入） 
测量量程 0～130 kPa 0～700 kPa 
(保证精度)  
最大显示 –156.000～156.000 kPa –156.00～840.00 kPa 
精度*1                 20～130 kPa： ±（读数的0.01％ + ±（读数的0.01％+满量程的0.015％）

(零位校准)                      满量程的0.01％＋3字） 
校准后六个月 
(平均打开) 0～20 kPa：   ±（满量程的0.01％＋5字） 

校准后1年 满量程的0.005％ 满量程的0.005％  
（在校准6个月 
精度上增加） 

 
 
显示更新间隔 250 ms 250 ms 
 
响应时间 小于等于2.5 s 小于等于2.5 s 
 
分辨率 0.001 kPa 0.01 kPa  
允许输入 2.7 kPa绝压～500 kPa表压 2.7 kPa绝压～1000 kPa表压 
内容积 L和H， 约10cm

3 L和H， 约10cm
3
 

温度系数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001％/℃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001％/℃ 
灵敏度±满量程的0.001％/℃              灵敏度±满量程的0.001％/℃ 

倾斜的影响
*1 向前或向后倾斜90° 向前或向后倾斜90°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01％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01％ 
向左或向右倾斜30° 向左或向右倾斜30°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2％ 零点偏移±满量程的0.05％ 

 
重量(主机) 约8.2 kg、约289 oz 约8.2 kg、约289 oz 
*1. 工作条件：温度23±3℃，湿度20～80% RH，供电电压额定的±5％，水平放置。 
   参考横河公司压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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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测量部分（所有型号共通部分）
泄漏 小于 10

–5
cm

3
/sec 

允许流体 非易燃、非易爆、无毒、无腐蚀性气体和液体 
流体温度 5～50℃ 
流体粘性 小于5×10

–6
m

2
/s 

 
压力传感器 硅共振传感器 
压力感应元件 振动膜 
显示单位 仅 kPa， kPa(kgf/cm

2
， mmHg， mmH2O)， 或 kPa (psi、inHg、inH2O、kgf/cm

2
、mmHg、mmH2O)*

1
 

输入连接 Rc1/4， NPT1/4（母）， 在前/后面板的VCO*21/4（选件） 
不允许同时使用两个接口 

材料                  振动膜：      镍基合金C276 
测量腔法兰：  SUS316 
内部管路：    SUS316 
O型环：       氟橡胶 
输入端口：    SUS316 

*1： 购买时选择，出厂设置为kPa。 
*2： VCO是美国SWAGELOK公司的注册商标。 

DCV和DCA测量部分，仅MT220
测量量程 0～±5 V、 0～±20mA 
精度保证量程 0～±5.25 V、 0～±21mA 
精度

*1 校准后30天 　±（读数的0.01％＋2字） 
校准后90天 　±（读数的0.03％＋2字） 
校准后6个月 　±（读数的0.05％＋3字） 
校准后1年 　±（读数的0.07％＋3字） 

显示量程 DCV 0～±6.0000 V  
DCA 0～±24.000 mA 

最大允许输入电压          30 VDC 
最大允许输入电流         100 mA 
显示单位 V、 mA 
输入抗阻 DCV 约10 MΩ 

DCmA 约20Ω 
CMRR (仅DCV) 120 dB min.（50/60 Hz， RS=1 kΩ） 
 
NMRR (仅DCV) 60 dB min. （50/60 Hz） 
温度系数 ±（读数的0.01％＋2字）/10℃ 
*1 工作条件： 温度23±3℃，湿度20～80％ RH，供电电压额定的±5％。 

24 V供电部分，仅MT220 
输出电压

*1             24±1 VDC（固定） 
输出电流                    最大30 mA max.（限位约40 mA） 
*1 工作条件： 温度23±3℃，湿度20～80％RH，供电电压额定的±5％。 

数据存储功能，仅MT220 
容量                        2000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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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功能（两者安装其一） 
•  GP-IB 接口 
电气和机械规格        符合IEEE St’d 488-1978 

功能规格         SH1、AH1、T5、L4、SR1、RL1、PP0、DC1, DT1和C0 

•  RS-232 接口 
 
同步   开始-停止位同步 
波特率 1200、2400、4800或9600 bits/s 

选件 /DA 
• D/A 输出规格 
输出电压 0～±2 V或 0～±5 V（可切换） 

输出距离： 130 kPa表压型 
输出量程：  ±2 V时 

0 kPa：  0 V 
65 kPa： 1 V 

130 kPa： 2 V 
156 kPa： 2.4 V 
–80 kPa： –1.231 V 

输出分辨率           16 bits（满刻度约为量程的±125％） 
输出精度 (23±3℃)     动态模式时（仅MT210F） 
(在零位校准后)    为满量程的±0.5％*1 
(在D/A输出端)        非动态模式时 

在压力测量精度上加满量程的±0.05％ 
温度影响 ±（满量程的0.005％）/℃ 
输出更新率 约2 ms 
响应时间 动态模式时 (仅MT210F) 

与高速测量模式的规格相同 
非动态模式时 
与所选测量模式的规格相同 

输出电阻       小于等于0.1Ω 
负载电阻 大于等于1 kΩ 
*1： 对于767381型号为满量程的±0.7％。 
 

• 比较器输出规格 
输出信号 HIGH、IN、LOW和BUSY 
动作              当D/A >上限： HIGH = 1 

当上限≥D/A≥下限： IN = 1 
当D/A <下限： LOW = 1 
信号转换时： BUSY = 1 
LED（显示器中）对应于 HIGH、IN和LOW点亮 

信号电平 TTL 电平 

•  外部触发规格 
 
输入电平 TTL电平 
动作 如果在测量HOLD时外部施加高平信号, 

则下降沿激活测量触发。 
当触发发生时，前面板的LED灯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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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规格 
显示                     LCD（带背光）， 压力测量部分： 5位半/4位半*1  

DCV，DCA测量部分： 4位半 
预热时间             约5分钟 
工作温度/湿度范围     5～40℃2

， 20～80％ RH（无冷凝） 
 
工作海拔高度                小于2000米 
储存温度范围             –20～60℃ 
 
过电压类型             CAT II （EN61010-1） 
电源 AC、DC或Ni-Cd电池组（单独出售） 
额定AC电压 100～120 VAC/200～240 VAC 
额定AC频率 50/60 Hz 
允许AC电压范围          90～132VAC/180～264 VAC 
允许AC频率范围            47～63 Hz 
额定DC电压 10～15 VDC 
允许DC电压范围 9～16.5 VDC 
电池组                    外部Ni-Cd电池：用于 MT210/MT210F 
(可选配件) 如果在完全充电的情况下， 

仪表可以连续使用约10个小时（打开背光灯） 
用于MT220 
如果在完全充电的情况下， 
仪表可以连续使用约6个小时 
（背光灯、DMM和24VCD输出打开） 

但随使用条件而异。 
充电器： MT210/MT210F/MT220内部附带 
充电时间： 约12小时 

最大功率消耗              压力测量： 25 VA max.（100 VAC）、40 VA max.（200 VAC） 
充电：     45 VA max.（100 VAC）、65 VA max.（200 VAC） 
使用DC电源工作时：10 VA max. 

绝缘电阻大于             20 MΩ/500VDC（AC电源线和机箱之间） 
耐压                     50/60 Hz为1500 VAC/1min（AC电源线与机箱之间） 

50/60 Hz为350VAC/1min 
（每个DMM输入端子和24 VDC输出端子与机箱之间） 

外部尺寸             主机约132x213x350 mm（不包括突出部份） 
电池组（选件）约33x182x260 mm（不包括突出部份） 

重量                     参考压力测量部分的 “（主机）重量” 
电池组（选件）约 2.7 kg 

附件                     外部DC电源接口（1）、橡皮脚（2）、指明测量物的粘纸、电源线（1）、用户手册 
（本手册）、输出端子的远程接口（安装了/DA选项）（1）、保险丝（2）（仪表预装 
1根）、VCO本体（1）（用于-P3）或（2）（用于76737 □-P3）、电流输入端子的 
保险丝（2，预装一根，仅MT220），一根测量导线（仅MT220）。 

 
*1 型号767355、767365、767373和767385以4位半和3位半显示数值。 
*2 工作温度10～35℃（仅型号76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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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形图 
单位： mm

后面板 

（带RS-232接口） （带GP-IB接口） 

MT210/MT210F 绝压/表压 

13 213 13 350 27

MT210差压 MT220 绝压/表压 
DIGITAL  MANOMETER

LIGHT   % Error  AUTO 0%   AUTO 

COMP
HI     IN   

DIGITS       

PARAMETER  SET
ENTER/ 
LOCAL 

MEMORY 
STORE      RECALL    DELETE       

PRESSURE DISPLAY INPUT        A                    COM INPUT 
ZERO  CAL                RELATIVE      UNIT           HOLD 
TRIG 

DMM 24V DC

FUSE
250V 

T  100mA 24mA                
6V MAX            
MAX

RANGE:10kPa 

POWER

DC5V/20mA   ON/OFF O N / O F F           24VOUTPUT

30mA
MAX

COM

500kPa  MAX
ALL TERMINALS  42V  PEAK  MAXBETWEEN  TERMINALS  AND  GND

电池组（269913） 
183 260

其他规格: 公差为±3％, 如果外部尺寸低于10 
mm则公差为±0.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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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命令列表 
本附录提供每条命令的详细描述

命令 描述 说明 
MT210、MT210F和MT220公共功能 
PZ                压力零位校准 
PUm              设置单位 
PDm              设置压力显示的位数（4位半或5位半） 
RELm             设置相对值显示ON/OFF 
HDm             不设置数据保持ON/OFF 
E/<GET>   激活触发 
AGm              设置平均功能ON/OFF 
SIm               设置压力采样率

*1 
BLm       背光ON/OFF 
BPm       蜂鸣声ON/OFF 
DRm       设置D/A输出量程         /DA 
CMPm       设置比较器输出ON/OFF           /DA 
CMDm,n   设置比较器上限和下限             /DA 
OD        测量数据输出请求 
OS          设置信息输出请求 
OE         出错代码输出请求 
Hm           输出头设置ON/OFF 
DLm           设置输出数据回车符 
IMm           设置状态字中断判据 
RC         初始化设置 
仅MT210F 
MSm         设置测量模式 
DYm              D/A输出动态模式ON/OFF                        /DA 
MT220 only 
DISm          选择显示模式 
AL             自动设置0%压力 
AH             自动设置100%压力 
MLm, n         手动设置0%压力 
MHm, n   手动设置100%压力  
DMMn  DMM功能ON/OFF 
DFm       选择电流或电压测量 
VOm  24 VDC输出ON/OFF 
ST   选择手动存储测量数据 
SOm   测量数据自动存储ON/OFF 
SMm   选择存储模式（手动/自动） 
SRm   设置自动存储速率 
SNDm   在自动存储模式中设置存储的数据数量 
SNOm  设置存储数据的内存号 
OM   请求输出存储数据的内存号 
ROm   测量数据读取模式ON/OFF 
RNOm   选择读取数据的内存号 
ORDm,n   请求输出读取数据 
DBm,n   部份删除存储的测量数据 
DA   全部删除存储的测量数据 
Sym  切换DMM校准模式和正常测量模式 
CALm   选择DMM校准项 
CVPm  设置DMM校准点（DC5 V量程） 
CVDm   设置DMM校准值（DC5 V量程） 
CAPm  设置DMM校准点（DC20 mA量程） 
CADm   设置DMM校准值（DC20 mA量程） 
 

*1：仅767370（MT210 1kPa差压型号） 
 
 
 
（注意：关于通信命令解释、程序举例等，请见相关英文手册App-2～Ap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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