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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 特长 
• 显示测试设备的压力状态 

• 流量检测、泄漏检测等的测试压 

• 压力下降式泄漏检测 

• 用压力偏差进行孔径测量和尺寸测量 

• 配管内、容器内的压力监视 

• 节流孔、皮托管等的差压测定 

• 带有用于压力校对的标准器的校对证明书 

 

■ 应用举例 
• 具备丰富的压力量程，可对应多种检测 

• 与旧型号 DP-320、DP-330 相同的面板开口尺寸，便于替换 

• 可选择传感器内置或分体，可根据客户要求使用 

• 对应 CE(传感器分体式规格不对应 CE)  
• 电源为 DC24V，可用附带的适配器连接 AC100～240V 

■ 功能一览 
项目 内容 

数字输出 可进行 RS-232C、并列 BCD 的数字输出，将数据传送到外部设备。 
上下限设定功能 通过上限设定(HH,HI)、下限设定(LO,LL)的 4 点报警设定功能，可对应细分的判断基准。 
数字显示位数 可以选择 3.5 位或 4.5 位。 
模拟输出※1 备有与显示成正比的模拟电压输出 

自动清零功能 测试点清零，显示此后的压力变化。 
零点调整 一键式零点调整 

各种显示保持 可以从显示保持、峰值保持、谷值保持之中选择任意 1 个。 
键盘锁定 可将键盘锁定，用于防止误操作。 

※1 不反映自动清零/保持时的模拟输出。 

DP-340BA 面板 DP-340BA 背面 

DP-330BA 与 DP-340BA 的 I/O 接头线不变，但
接头插入的方向正好相反。 

可对应从微差压(500Pa)到高压(50MPa)的压力量程，

内置装有耐压特性出色的高精度传感器。 

Digital Pressure Gauge 
DP Gauge 

 

DP-340BA 
压力表 



 

 

■ 型号 
DP-340BA- A - B - C 

 
 

压力量程请参照下面的压力量程表。 
 
 
 

■ 压力量程表    ※2 不反映自动清零/保持时的模拟输出。 
量程记号 差压／ 

相对压 检测范围 F.S.时显示位 量程记号 差压／ 
相对压 检测范围 F.S.时显示位 

5PD 差压 0～500Pa 500 5MG 相对压 0～5MPa 5.00 

1KD 差压 0～1kPa 1.000 10MG 相对压 0～10MPa 10.00 

2KD 差压 0～2kPa 1.999 20MG 相对压 0～20MPa 19.99 

5KD 差压 0～5kPa 5.00 50MG 相对压 0～50MPa 50.0 

10KD 差压 0～10kPa 10.00 V5PD 负压差压 -500Pa～0 -500 

20KD 差压 0～20kPa 19.99 V1KD 负压差压 -1kPa～0 -1.000 

50KD 差压 0～50kPa 50.0 V2KD 负压差压 -2kPa～0 -1.999 

100KD 差压 0～100kPa 100.0 V5KD 负压差压 -5kPa～0 -5.00 

50KG 相对压 0～50kPa 50.0 V10KD 负压差压 -10kPa～0 -10.00 

100KG 相对压 0～100kPa 100.0 V20KD 负压差压 -20kPa～0 -19.99 

200KG 相对压 0～200kPa 199.9 V50KD 负压差压 -50kPa～0 -50.0 

500KG 相对压 0～500kPa 500 V50KG 负压相对压 -50kPa～0 -50.0 

1MG 相对压 0～1MPa 1.000 V100KD 负压差压 -100kPa～0 -100.0 

2MG 相对压 0～2MPa 1.999 V100KG 负压相对压 -100kPa～0 -100.0 

也可制作连成压。(500PD,1KD, 2KD, 5KD, 10KD, 20KD, 50KD, 100KD, 50KG, 100KG, 200KG, 500KG) 

■ 规格 
 差压 相对压 

测试流体 空气、非腐蚀性气体 空气、非腐蚀性气体・液体 
受压部的材质 铍青銅 SUS630 
检测方法 电感方式 电容方式 
精度 ±0.3% of F.S. ±1digit ±0.25% of F.S. ±1digit 

温度特性 (零点) ±0.03% of F.S./℃ 
温度特性 (感度) ±0.03% of F.S./℃ 

容许耐压 50kPa 以下的量程：F.S.的 10 倍 
100kPa 量程：F.S.的 5 倍 

5MPa 以下的量程：F.S.的 2 倍 
其他的量程：F.S.的 1.5 倍 

最大管压 容许耐压的 2 倍 － 

响应能力 300 ms 以下（99%响应） 30 ms 以下（99%响应） 
数字显示位数 3.5 位 000 ～ ±1999 
取样时间 250ms、50ms 切换 
模拟输出※3 0.5、1、2VDC 显示对应电压输出 
BCD 输出 标准配备 

电源 DC24V 0.3A （附带 AC100～240V 电源适配器） 
使用温度范围 5 ～ 40℃ 
压力连接口径 Rc1/8 
外观尺寸 140(W)×66 (H)×172(D) mm 

面板开口尺寸 133(W)×61(H) mm 
※3 不反映自动清零/保持时的模拟输出。 
本仪器没有 DP-330BA 的设定模式切换功能 (chs)。  本公司产品负压侧的最低校正点为-90 kPa，保修范围也到-90 kPa 为止。 
本产品介绍内容编写于 2020 年 7 月，如有变更恕不通知。 

 
 

 分类 记号 内容 
A 压力量程  请参照压力量程一览 

B 

传感器类型 
N 内置压力传感器本体（标准） 
S1 压力传感器外置 
S2 外置防滴构造（只限相对压型） 

指定传感器连接线长度 L1 3m(标准) 
LX 1m～10m(m 单位) 

模拟输出
※2 

F1 模拟输出 F.S.5V 
F2 模拟输出 F.S.10V 
A 模拟电流输出 4-20mA 

通讯接口 Q1 输入 5V 对应 (标准 24V) 

C 
附带电源适配器（标准） 

VG AC100V 附带电源线 3m 
VH AC240V 附带电源线 2m 

无电源适配器 VJ 不附带电源适配器。要准备 DC24V 外部电源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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