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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 MFC 单路显示仪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一．使用须知 

尊敬的用户，感谢您使用我公司生产的 MFC 单路气体质量流量显示仪。 

1.1 本仪表已经过严格测试，如无严重损坏，一般不须做任何调整。请您根据实际要求正确组态。 

1.2 本仪表安装地点周围不应有较强的电磁辐射干扰。如果周围有强电磁辐射的设施，应对整个仪表屏蔽。

此外，信号线也建议采取屏蔽措施。 

1.3 本仪表须正确安装在仪表柜上，固定良好。保证仪表周围有良好的散热条件。 

1.4 本仪表供电如果存在较强污染，建议在仪表电源前端加一个功率为 10 瓦以上的电源低通滤波设备。 

1.5 本仪表采用微动开关，请用户用手指轻轻拔动，不要使用螺丝刀等硬物戳压键盘。 

1.6 本仪表使用的是面膜 LED 屏，请勿碰撞。 

二．用途和特点 

气体质量流量显示仪气体质量流量控制器（MFC）或气体质量流量计（MFM）提供工作电源，，以

及提供流量设定和操作控制等功能。原则上可以与各种品牌及型号的气体质量流量控制器或气体质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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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计配合使用。 

 气体质量流量显示仪采用小型铝金属机壳，体积较小，便于安装。流量输入输出信号，除了具有标

准的 0—+5V信号外，还有 4—20mA的电流信号可选。具有流量设定和阀控功能 

三．主要技术指标 

 3.1:  输出电源：  +15V±5% 600mA    -15V±5% 600mA 

 3.2： 基准源：   +5.00V±0.1％ 5mA 

 3.3： 供电电源：  85VAC-265VAC，50Hz±5% 

3.4： 输入输出信号： 电压信号 0-5V，电流信号 4-20mA 

3.5： 外形尺寸：  96 x 96 x 120 mm 

3.6： 安装尺寸：        90.5 x 90.5 mm 

3.7： 最大功耗：  18w 

3.8： 控制通道：        单路控制显示 

3.9： 基本误差：        ±0.2%FS 

3.10：环境温度：        0-50℃ 

3.11：环境湿度：        0-85%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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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原理 

4.1 ±15V 电源，采用开关电源，具有工作电源电压范围宽和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性能稳定，可靠
性高。 

4.2 基准源和流量设定 

输出一个 0-5V 的电压或 4-20mA 的电流来控制 MFC 的流量。对应与气体流量控制器的量程可在

仪表组态内选择设定。 

4.3 阀控设定 

可以通过面板设置阀控状态，正常工作时置于“阀控”位，需要通气吹洗管路时，置于“清洗”

位，不用时应置于“关闭”位。 

4.4 流量单位 

在本仪表内有“SCCM”，“SLM”，“%”三种单位可供选择，用户可根据现场实际需要进行选择。 

五．安装方法与接线 

 5.1 外形及开孔尺寸 

安装十分方便，只要将仪表推入仪表盘开孔，拧紧两侧的安装卡条即可。 
外形 96（宽）×96（高）×120（深）mm    开孔尺寸（宽×高）90.5 x 9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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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安装场所 

请安装在如下场所： 

 安装方式：盘装式 
 安装地点： 
 室内，避开风雨和阳光直射； 
 由于仪表工作时会产生温升，请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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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选择远离机械振动的地方安装； 
 请不要左倾或右倾安装，应尽量水平（允许最大后倾 15°）； 

请不要安装在如下地方： 

 阳光直射到的地方和加热器具的附近 
应尽可能选择温度变化小、接近常温（23℃）的地方安装； 

 油烟、蒸汽、湿气、灰尘、腐蚀性气体等多的地方 
 油烟、蒸汽、湿气、灰尘、腐蚀性气体等会对仪表造成不良影响； 

 电磁源的附近 
请不要将有磁性的器具和磁铁靠近本仪表。如果将本仪表放在强电磁源的附近，磁场会造成显

示误差； 

 不便于观看画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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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背面端子图 

 
气体质量显示仪背面端子图 

MFC接口 

220V插头 

系统设定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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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接线方法 

①  电源：220V/50HZ电源输入。 
②  +15V、GND、-15V：气体质量流量显示仪输出给 MFC 用的±15V/0.6A 的直流电源。 

④ 输入 0-5V信号      [MFC DB9第 2脚] 
输入 4-20MA信号     [MFC DB9第 2脚] 
输入是指MFC或MFM的流量输出信号端。 

⑤ 输出 0-5V信号       [MFC DB9第 6脚]  
输出 4-20MA信号    [MFC DB9第 6脚] 
输出是指MFC的流量设定信号。 

⑥ 阀控信号           [MFC DB9第 1脚] 
 

另外MFC显示仪也可以转换为其它MFC接口定义，提供方便的连接方式与MFC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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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脚序号 功能 
1 阀控 

设定(0-5V) - 2 
[-15V 关闭]   [+15V清洗] 

3 +15V 
4 GND(电流地) 
5 -15V 
6 流量检测(0-5V) 
7 GND(信号地) 
8 GND(信号地) 
9 测试引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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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设置仪表系统参数 

6.1 系统参数介绍   

 四位 LED显示    (0000 --  9990)量程,个位=0不能设其它数 

 修改小数点  (3位,2位,1位,0位) 

 修改单位  (SCCM 毫升)   (SLM 升) 

 

操作要注意: 

 

 1 修改单位,或修改小数点时,按后面的小按钮,不能大于 6 秒以上,否则是认为确定量程值,自动退

出! 

 在非 0显示数的最后退出值为量程值! 
 

 2 如果不进行任何设置退出,请把调节器窗口调到 0,按设定键进行退出 
 

 3 查看当前量程设定值  开机会出现 SET…xxxx 就是系统当前的设定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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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进入系统设置状态  [闪烁状态] 

(断电后, 按定仪表后面一个小按键,不要松手,仪表通电,直到进入闪烁状态,松手) 

注: 如果不成功,则重新断电按以上步骤再来,才能以下功能操作 

 

 

6.3 修改小数点  

前面版调节器转动调节显示窗口 =  321x  功能码 

按后面的按键近 2-3秒,前面版的小数点会自动转换 

 

6.4 修改单位  

前面版调节器转动调节显示窗口 =  312x  功能码 

按后面的按键近 2-3秒,前面版的单位会自动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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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确定量程值并自动退出  

注: 此值匹配你当前选购的流量计量程型号   

    如: 50sccm  就要设为 50sccm 或 50.0sccm 或 50.00sccm 

 

注意: 功能码:  312x   321X 这几个值不能当成是量程值 

如果你的流量计量程是  (500) 那么在进入闪烁状态后,用前面版的调节器调到 500 

确认为,按定后面的上按钮>6S后自动保存并退出! 

 

并会进入显示设定提示: 

SET   500  

FUL   显示当前流量值……. 
仪表提示灯闪烁并进行工作中…. 

6.6 不进行任何操作并退出 

当误操作进入了系统设定功能后,不想改变任何参数,用调节器调节显示=0,按背面按钮进行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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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系统功能版本说明 

有些功能以上操作码对以上无效,属于定制型号,如需要更改参数,要寄回本公司进行定制! 
 
 
 

 
七．注意事项： 

1． 仪表盒内部电器元件在出厂前均以调整好，用户不得随意自行调整。 
2． 仪器的电源保险器在仪表盒内，如遇该显示仪通电后没有显示，可检查是否保险丝断。这时需松开
仪表盒下面的螺钉，取下外壳，更换保险盒内的熔断丝管。 

3． 气体质量显示仪的外壳（电源地）与质量流量控制器的外壳，原则上应一点接地，共一个同等的地
电位。如果二者相距较远，机壳与各自机柜地相连，则应考虑将电源盒与质量流量控制器连接电缆

中的地线断开，否则可能出现地线干扰，甚至出现地线烧毁事故。 

4． 如果用本气体单路显示仪与其他品牌及型号的质量流量控制器连接使用时，要注意电源的容量是否
匹配，要注意正确配线和连接。特别要注意的是本机的阀控功能与其它型号产品可能不同，需要进

行改线或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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