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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MC51流量积算仪可接受流量脉冲信号、差压变送器输出的4-

20mA信号、流量变送器输出的4-20mA体积流量信号。可通过压力变送

器的4-20mA变送输出和Pt100热电阻，自动采集压力和温度进行补偿，

也可直接设置补偿温度和压力进行补偿。

MC51流量积算仪具有RS-485串行接口，上位机可通过Modbus_RTU
协议读取仪表数据。

MC51流量积算仪具有停电信息记录保存功能。

MC51流量积算仪具有实时数据定时保存功能，可保存最近840小时

(35天)的温度、流量、压力实时数据，每隔5分钟保存一次。

MC51流量积算仪具有日供汽量保存功能，保存最近42天的日供汽

量。

MC51流量积算仪具有月供汽量保存功能，保存最近42个月(3.5年)的
月供汽量。

MC51流量积算仪具有高精度4-20mA变送输出功能，可选择温度、

压力或流量变送输出。

MC51流量积算仪功能完善，可靠性高，操作使用简便，界面友好。

人机交互采用 LCD液晶显示，6个操作按键。6个按键分别标记为▲、▼、

▶、Set、Exit、Ack。

▲：主要用于当前数值+1和选择操作

▼：主要用于当前数值-1
▶：主要用于当前位选择

Set：主要用于数据项选择等

Exit：返回上一级

Ack：主要用于确认输入

■技术参数

饱和蒸汽补偿：

    按温度：100~300℃
    按压力：0~4.5MPa（表压力）

过热蒸汽温压补偿：

    温度：100~450℃
    压力：0~4.5MPa（表压力）

检测精度：

温度：±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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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频率脉冲：±1个脉冲

     差    压：±0.05%
   线性流量：±0.05%
压力：±0.05%

输入脉冲频率：
    0~10000Hz
输出变送精度：<±10uA
停电记录次数：19次
实时数据存储：

  存储参数：温度、压力、流量

存储间隔：5分钟

最大存储：35天
   流量日累积存储：

     42次（即最近42天）

   流量月累积存储：

     42次（即最近42个月，3.5年）

   显示分辨率：

       瞬时流量：0.01 t/h、1Kg/h、0.1M3/h
       累积流量：0.1 t、1Kg、0.1M3
       温    度：0.1℃
       压    力：0.001MPa

       频    率：0.01Hz

       密    度：0.0001 Kg/M3（蒸汽或气体）

0.01 Kg/M3（水或液体）

   对外供电：24Vdc,100mA
   仪表供电：90~245VAC，45~55Hz， <10W
   使用环境：

温度：0~45 ℃
         湿度：≦95%，无冷凝

         海拔：≦2500m

   外形尺寸：164x80x
   开孔尺寸：158x75
   重    量：

仪表接线：见仪表后部端子接线图

■仪表通电后进入实时监测运行工作状态。显示如图一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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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三个实时界面（图一、图二、图三）用于显示不同内容。

图一

流量  0038.32   t/h
温度   129.5    ℃

压力   0.514  MPa
A1  000000005.8  t

图一显示信息分别是瞬时流量，介质温度和压力及累积流量。

左下角的字母数字表示介质种类和补偿方式：

  A1：饱和蒸汽，温度补偿；

  A2：饱和蒸汽，压力补偿；

  B3：过热蒸汽，温压补偿；

  C： 一般液体，无补偿；

  D3：水，温度压力补偿；

  E： 一般气体，无补偿；

  E1：一般气体，温度补偿；

  E2：一般气体，压力补偿；

  E3：一般气体，温压补偿

当有报警事件发生时，将同时显示报警信息，如：

图一a表明温度高报警

图一b表明温度高报警,压力低报警

图一a

流量    0019.38 t/h
温度 H  130.6   ℃

压力   0.318  MPa
A1  000000001.2  t

图一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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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0019.38 t/h
温度 H  130.6   ℃

压 力 L  0.318  
MPa
A1  000000001.3  t图二a

频率 00000.00  Hz
密度 02.5153 Kg/m3
今天  000773.2   t
本月  000077.2   t

图二b

差压 099.050  Kpa
密度 02.4897 Kg/m3
今天  000745.2   t
本月  000745.2   t

图二a是当选择脉冲流量时（涡街、涡轮等）的显示画面。显示信

息分别是输入频率，介质密度，当日(即今天)从零时起积算的总流量和

本月1日零时起至当前积算的总流量。

图二b是当选择差压式流量传感器（如孔板、V锥等）的显示画面。

显示信息分别是差压值，介质密度，当日(即今天)从零时起积算的总流

量和本月1日零时起至当前积算的总流量。

图二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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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v= 04968.7  m3/h
密度 02.5153 Kg/m3
今天  000745.2   t
本月  000745.2   t

图二c是当选择流量变送器的显示画面。显示信息分别是体积流量，

介质密度，当日(即今天)从零时起积算的总流量和本月1日零时起至当前

积算的总流量。

图三

2014-03-21
14:39:39

图三显示当前日期时间。实时界面由▲、▼键选择切换。

■为仪表设置工作参数

仪表投入运行前首先要正确设置相关参数，下面具体说明。

在实时界面按Set键，仪表显示密码输入界面(图四)提示用户输入

密码。    
图四

请输入 1#密码：
000000

只有密码核对正确才能为仪表设置参数，否则仪表返回实时界面。由

▲、▼、▶键输入。输入时，▶键移动光标位（即闪烁的当前位，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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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标位），▲、▼用于光标位的加一和减一操作，Ack键用于密码确认。

如果输入密码正确(出厂密码为100000，用户可修改)，Ack键显示图五

所示界面，否则仪表返回实时界面。

（注：在设置界面若60秒以上无按键，仪表将自动返回实时界面）

图五

介质： 饱和蒸汽

补偿方式： 温度

流量信号： 差压

流量单位：  t/h
在图五界面中，有五类介质选择：饱和蒸汽、过热蒸汽、一般液体、

水、一般气体；第二行补偿方式分为温度补偿、压力补偿、温度压力补

偿和无补偿；流量信号选择流量传感器类型，分为频率、差压和线性三

种；流量单位有三种选择：t/h， Kg/h， M3/h。用户根据自己的流量测

量要求和硬件设施设置图五界面。如果你的介质是饱和蒸汽，除非你选

择的补偿方式是压力补偿，否则一律按温度补偿。对于过热蒸汽，仪表

忽略补偿方式的选择，径直按温度、压力进行补偿。对于蒸汽，仪表将

流量单位M3/h视为t/h。
按Ack键，仪表显示图六界面。

图六

温度选择： 检测

压力选择： 检测

设定 T：   150℃
设定 P： 1.000MPa

图六中，温度（压力）选择分为检测和设定两种。

选择“检测”时，仪表根据安装在管路上的温度传感器Pt100检测的

温度作为补偿温度，和安装在管路上的压力4-20mA变送器的输出检测实

时压力作为补偿压力。

选择“设定”时，仪表忽略对温度压力的实时检测，而是将图六的

设定T和设定P作为补偿温度和补偿压力。用户应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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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Ack键，仪表显示图七界面。

图七、图八、图九界面分别用于设置温度、压力、流量的上下限报

警功能。

在图九界面设置好流量报警功能后，Ack键仪表显示图十界面。

图十界面用于组织报警继电器输出。

仪表提供一路报警输出继电器常开触点，可由图十设置报警输出。

报警继电器输出是对各报警信号按照逻辑“或”处理的。

图七

报警温度设置

下限  -020.0℃
上限   640.0℃
回差   000.0℃ 

图八

报警压力设置

下限  -020.0 MPa
上限   4.500 MPa
回差   0.000 MPa

图九

报警流量设置

下限：0000.00 t/h
上限：9999.99 t/h
回差：0000.00 t/h

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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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输出：

温度低 Y 温度高 Y
压力低 Y 压力高 Y
流量低 Y 流量高 Y

图十一

报警输出：

温度低 N 温度高 Y
压力低 Y 压力高 N
流量低 Y 流量高 N

图十表示，只要有一个报警发生时，报警继电器都接通。

图十一表示，温度高或压力低或流量低报警出现时接通报警继电器

图十二a

仪表系数：
  00050.000  n/M3

如果你选择的流量信号是“频率”，就要在图十二a界面设置仪表系

数，即每流过一立方米的介质时流量传感器发出的脉冲数。

图十二b

流量设置：

下限  00000  M3/h
上限  00000  M3/h
K=1.000  b=+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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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选择的流量信号是“线性”，就要在这个界面设置流量量程及调

整系数K和b。
图十二c

系数：u=0100.000
下限 000.000  KPa
上限 200.000  KPa
K=1.000  b=+0.000

如果你选择的流量信号是“差压”，就要在这个界面设置差压系数u，
差压量程及调整系数K和b。

图十三

*压力设置*
下限  0.000   MPa
上限  4.500   MPa
K=1.000  b=+0.000

图十三界面要求设置压变量程和调整系数K和b。
图十四

计脉冲时间：  04
滤波设置：

温度：00 压力：00
频率：00 模入：00

图十四中，“计脉冲时间”是指对流量脉冲信号的计数周期，单

位是秒，取值范围1~20秒。

后面四项分别为检测信号（温度、压力、流量脉冲频率和差压（或

线性流量4-20mA信号）设置滤波系数，取值范围均为0~20，可根据

实际运行现场情况设置

图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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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压力：
101.325 KPa

介质密度：
10.0000 Kg/M3

在图十五界面设置当地大气压力，介质密度。

*这里设置的介质密度，只对一般气体和一般液体有意义。

当你的介质是一般液体时，这里的介质密度是4位整数2位小数，

仪表在计算介质质量流量时直接引用这里设置的密度值。

当你的介质是一般气体时，这里的介质密度是2位整数4位小数，

如果你选择的是无补偿方式，仪表在计算介质质量流量时直接引用

这里设置的密度值。如果你指定了补偿方式（温度、压力或温压）

这里的介质密度是指介质气体的标况（20℃,101、325KPa）密度。

仪表据此密度及工况温度压力参数进行补偿，计算工况密度和工况质

量流量。

图十六

切除信号： 000
压缩系数： 1.000

在图十六界面设置流量的小信号切除，一般气体的压缩系数。

压缩系数只对一般气体有意义。

图十七

变送输出：温度

K=1.000  b=+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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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七界面设置4-20mA变送输出选择，用户可选择温度、压力和流

量4-20mA变送输出。温度和压力的变送输出量程固定，分别为0~500.0
℃和0~4.500MPa℃，如果选择流量变送输出，则流量的报警上下限作

为流量变送输出的上下限。

K、b是为输出设置线性系数。

图十八

2014-03-22
09:13:02

14 年  01 月  01 日

00 时  00 分  00 秒

这个界面用于修正仪表内部的日期和时间。

日期和时间的更改由▲、▼、▶Set键完成

图十九

*通讯参数设置*
本站地址： 001
9600   8 数据位

无校验  1 停止位
在这个界面设置仪表的Modbus-RTU通信参数。通信参数设置好后，

按Ack键，仪表出现2#密码提示，此时可输入2#密码（出厂为200000，
用户可修改）进入累积倍率设置界面，设置累积量的倍率(0.3~2.5)如
图二十

图二十

在这个界面设置累积量的倍率(0.50~2.50)。Exit 键返回或Ack键进入密

累计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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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修改 (图二十一)
图二十一

密码重置：

1#密码：  100000
2#密码：  200000
3#密码：  300000

■累积量的清除和信息查询、清除

在实时界面按键▶，显示图二十二或图二十三界面。

图二十二

无停电记录！

图二十三

如果仪表没有停电记录或是停电记录被清除，显示图二十二界面，否则

显示图二十三界面。图二十三界面显示说明，总停电5分钟，总停电2次（本

仪表共可存储19条停电记录），第1次停电时间是6月10日09时34分51秒，

来电时间是06月10日09时37分19秒，本次停电2分钟（注：本仪表停电

时长不计秒），由▲、▼键转换停电界面的显示。按Ack键即进入实时记

录信息查询界面（图二十四）

图二十四

停 00000:02 01/02
S:06-10  09:34:51
P:06-10  09:37:19
总停电  00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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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考时点：

    03月 22日 11时

由于实时数据存储量大（最多存储10080组实时数据），为方便查找与某

一时点有关的实时数据，本仪表设计了图二十四界面做为查找实时数据

的索引。输入参考时点后，按Set键，仪表将显示上述时点的第一个实时

数据记录（图二十五），▲、▼键用于查询翻页（如图二十五a）。Set键
显示图二十四，可重新输入另一个时点查询。按Ack键进入图二十六或

图二十七界面。

图二十五

03 月 22 日 11 时 35 分

温度    115.6
压力    2.252
流量    0309.37

图二十五a

03 月 22 日 11 时 40 分

温度    115.5
压力    2.140
流量    0308.53

图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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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月 31 日供汽：
     000005.3

若仪表没有流量日累积存储或已被清除，界面显示图二十七，否则显示

图二十六界面，图二十六显示的是1月31日零时至2月1号零时，累积的

流量是5.3吨。本仪表可存储42个日流量累积，由▲、▼键选择查询。按Ack
键进入图二十七或图二十八界面。

图二十七

对不起，

暂无记录！

图二十八

14 年 01 月供汽：
000005.9

若仪表没有流量月累积存储或已被清除，界面显示图二十七，否则显示

图二十八界面，图二十八显示的是1月1日零时至1月31号零时，累积的

流量是5.9吨。本仪表可存储42个月流量累积，由▲、▼键查询。

如果需要清除所存储的信息，在出现 3#密码提示界面时输入 3#密码

（出厂为 300000）Ack 确认后仪表显示相关记录清除的选择界面（下列

各图示）需要清除时，选择 Y 并按 Ack 键，选择 N 表示不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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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日报记录？N 清除月报记录？N

第二部分 通讯协议

■通  讯

接口标准：RS--485
协    议：Modbus RTU：

设备地址：01~247
波 特 率：2400、4800、9600、19200、38400、115200
数 据 位：8
停 止 位：1、2
校    验：无

温    度：30001            整型  1 小数位 ℃      

压    力：30002            整型  3 小数位 MPa     

停电次数：30003      无符号整型  0 小数位         

停电小时：30004      无符号整型  0 小数位 hour   

停电分钟：30005      无符号整型  0 小数位 min    

瞬时流量：30006    无符号长整型  3 小数位 t/h     

                         （显示时 2位小数）  

累积流量：30008    无符号长整型  1 小数位 t      

频    率：30010    无符号长整型  2 小数位 Hz     

清除累积流量？N 清除累积流量？Y

清除停电记录？N 清除实时记录？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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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度：30012    无符号长整型  4 小数位（气体） Kg/M3  
                                 2 小数位（液体） Kg/M3   
累积倍率：40014      无符号整型  2 小数位(0.30~2.50)
系数倍率：40015      无符号整型  2 小数位(0.30~2.50)

第三部分 与传感器的接线说明
积算仪尾部端子如下图：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L N 地 NO NO I- I+ V2+ V2- V1+ B A

Pt+ Pt- GND P COM F GND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一、电源：

1 L、2 N：接 220VAC
二、温度传感器：

13  Pt+：接棕色

14  Pt-：接蓝色

15  GND：接黄色

三、压力变送器：

10  V1+：接棕色线

18   P：接蓝色线

四、涡街传感器

                8   V2+：棕色线

                9   V2-：黄色或黑色线

                20   F：蓝色线

五、差压变送器

                10  V1+：接棕色线

                20   F：蓝色线

因测量介质和测量状态的不同，所需的传感器类型也不尽相同，若为其

他类型传感器具体接线方式请咨询我公司相关技术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