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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系列 
压力控制 
型号：H400，H402，
H403，H400K，H402K，

J400 ， J402 ， J403 ，

J400K，J402K             安装与维护说明书 

                                                                                                  
安装维护前，请先通读说明书，并参阅 后一页推荐的操作、保修、厂家责任。 
                                                                                                  
 
概述 

在安装前，请确保所选的与传感器和部件相连接的传

感器模式是否与整个工艺流程媒介相互兼容。 

 

 

在开启或关闭一、二或三个预先设制好设定点的开关时，通过

风箱、横隔膜或活塞传感器的测量来感知压力的浮动变化。通

过旋转内部的按钮和指示器（H 型）或是内部的螺钮（J 型）来

调整设定点。 

 

绝对不能让弹性极限压力的范围超过说明书上所列

出来的指标范围。偶尔将单个原件运行至弹性极限压

力是被允许的（比如在开启或测试的情况下）。而在

长时间的运作时是不可以超过规定的限定范围设定的。 

 

*弹性极限压力 感应器也许会偶尔允许达到 大的

压力值，这种偶尔的情况不会导致永久性的破坏（比

如启动、测试的情况）。 

这些产品并不具备可替换部件。 

 

                                                        

 

第一部分-安装 

工具

螺丝起子

扳手

调整扳钳

安装 

 

 

将元部件安装在震动、温度变动幅度 小的地方。合适的安装

位置能有效的防止潮气漫浸外壳里。如果元部件将被安装在恶

劣工况下时，必须以垂直（压力连接口向下方）的方式安装。

绝对不要将其安装在超过规定的温度范围之外的环境中。 

 

400 系列的压力控制器可以被安装在任何的位置，电气接口不

能朝上。其 佳的安装位置是垂直式（压力导管向下）。 

 

两个 1/2”的敲出孔位于边缘部位和外壳的反面。他们可

以用起子轻易敲出，在外壳的左侧边缘有一个 3/4”的

NPT 电气接口。这些敲出孔很容易用起子等敲击出位。 

通过外壳上的 1/4”螺孔来安装元部件。请参阅尺寸图。元部件

也可以通过 NPT 压力连接器来安装。 

 

在安装单元部件的时候，请用扳手扳住压力外壳上

的十六角螺纹。不要直接扳动壳体来紧固，否则会

损坏感应器并且使焊接体松动的。 

 

接线 

不能带电操作。所有的电线必须符合国家和当地的电

子标准。推荐使用的 大电线尺寸是 14AWG。接线

终端的固定转矩推荐使用 7 至 17  IN-LBS 型的。 

 

不能超过说明书中所规定的电子级别的限定范围。开

关（上的电流/电压）的超负荷使用第一次就会损坏开

关。 

 

 

连接导管以及直接作用于开关的电线都必须符合当地及国家的

电子标准。将电线从部件背面处放到接线终端的上方。（参考图

1）如果启用了手动重启开关或是 DPDT 选项，又提供了接线头

的话，色彩标签如下： 

 

 开关 1 开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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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紫色 黄色 

Normally open 蓝色 橙色 

Normally closed 黑色 红色 

 

当在进行调整设定时，为了使开关的移动更方便，请

预留出足够长的电线。并且，在安装时，使电线不要

过于勒紧封盖。 

 

 

注意：中间开关的装配省略掉了双重开关控制器。外部开关的

装配省略掉了单独的开关控制器。型号“J”控制器的内部有螺

母调节器，型号“H”则配有凸轮装置。 

 

 

 

适用于真空范围的特殊说明 

在真空范围，C-NO 线路在 sea 级别的导管里是闭合的。因此，

真空区域的增加会使 C-NC 线路闭合，而减少真空区域则会使

C-NO 线路闭合。请注意此特点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型号 M100 终端区域 

配有终端区域的 M100 型号只拥有单个和双个开关。并不兼容

多有的配件。 

                                                       

第二部分-调整 

工具

螺丝起子

注意：若要对设定点进行调整和重新校正的话，请将控制器联

接到一个压力校正表上。 

型号 J400 & J400K 

将封盖卸掉。在开关外壳的里面有螺母调节器。将

压力表值上升直至开关开始传输。顺时针旋转螺钮

来上升压力设定值，逆时针转动则可降低压力设定

值。当在进行调整时，不要超过说明书上规定的弹性极限压力。

 

*切换到单性极限压力的模式也许会导致设定点的一点点偏差。

 

型号 J402，J403 & J402K 

将封盖卸掉，接下来与上述操作步骤一致处理。开关可以被一

起也可以被分别来进行设定，可以设定至 100%的范围（在表格

1 里规定了型号 520-535 以及 570-572 的 大间隔）。对于双重

开关来说，任何一个开关的值都能被设定得高。对其中一个开

关的设定改变通常会影响到另一个开关，但是重新校正会使得

压力设定更为精确。 

 

表格 1 

型号 & 范围              开关间隔（范围跨度为%） 

520，530（-300 to 0 VAC）        30% 

521，530（-10 to 10“WC）       50% 

522，532（-50 to 50“WC）       50% 

523，533（0.5 to 5“WC）        50% 

524，534（2.5 to 50“WC）       50% 

525，535（10 to 250“WC）       30% 

570-572（0 up to 100psi）          30% 

 

重新校正调整 

 

 
关于型号 520-535 的特殊说明（见图 3） 

当在对型号 520-535 进行设定点调整或校准的时候，开关#2 必

须被第一个进行设置，并被设置成 高值。开关#1 的设置值必

须比开关#2 的略低或相等。 

 

使用螺丝起子来转动调整螺钮槽（见图 3）便可对开关#2 进行

调整，顺时针（使压力设定值上升），逆时针转动（使压力设定

值下降）。一旦完成设置开关#2 的设定点后，开关#1 的设定点

可以被设定得比开关#2 低或是相等。以下所显示的就是开关#2

的设定步骤。开关#1 和开关#2 的 大间隔定义范围参见表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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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H400，H402，H403，H400K & H402K 

 

将封盖卸掉，在开关外壳的内部有旋钮和调整指示器的装置。为

了得到刻度盘中间值上的 高精度，控制器是由厂家来校准的。

开关可以被一起或者是分开设定以期达到 100%的刻度范围。在

拥有双重开关的情况下，其中任何一个开关的值都可以被设定成

高。 

 

一个三只开关的型号，当开关是分别来进行设置的时候，第三个

（中间）开关就不会是超过行程的装置并且其压力值必须被设置

到 高。对其中一个开关的设定改变通常会影响到另一个开关，

但是重新校正会使得设定更为精确。 

 

要想对其进行重新校准，旋转指示器，将设定点的值调整到适当

位置并同时增加压力量规直至开关开始传输运作。如果压力量规

与压力设定值不匹配的话，将 0 调整钮顺时针旋转来使压力设定

上升或者逆时针旋转来使之降低。（见图 2） 

 

手动重启型号（型号 1530） 

在启动时，这些型号会与一个快速干触点开关相结合，保留差值

直到压力降低以及重启按钮被手动按下到重启的位置上。 

 

配有 M120 的 J400K & J402K 型号（见图 4） 

（仅适用于 147，157，S147B，S157B 指示器型号） 

请根据以下 1-4 个步骤，来对任意设定点的 大精确度进行调整：

1） 将正面的窗口和垫圈卸掉（便于接下来的调节），留出足够

的调整空间。 

2） 将控制器与压力校准器相连接，并根据要求来设置差压。 

3） 利用一个螺丝起子，小心的旋转调整部件。（见图 4）调整

到适当的指示上。 

4） 将正面垫圈及窗口重新安装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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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美国联合电器控制公司推荐在选择和安装UE压力和温度控制的过程中注意下列的事项。在安装前，必须详细阅读和理

解安装和维护说明。 

1．为了避免损害器件，耐压和 高温度不能超过说明书内允许的范围，即使是短暂的过程中。操作中可以允许在启动

和测试时达到 大压力和 高温度，但是在连续操作中，，一定要严格安装范围制定的数据来操作。长时间的工作

在 大压力和 高温度下会减小传感器的寿命。 

2．一个备用件在恶劣环境应用中非常必要，如元件的损坏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和财产，或高低限的失控将导致系统崩溃。 

3．必须要注意控制器量程的选择，确保在无意甚至有意的情况下的设定值错误选择也不会导致系统安全上有隐患。 

4．在震动，冲击的地方或者温度变化大的地方不会损害或影响控制器，但是在潮湿的地方要将入口点密封起来防止湿

气的进入。 

5．出货后禁止改变或修整元件，如果必须更改，必须先要和UE公司咨询。 

6．要注意对元件的监控，注意元件是否有设定点飘移或者显示错误的情况发生，如果有，立刻要对元件进行检查。 

7．对元件进行预防性的维护和定期的检查是很重要的，可以检查元件是否有损害，这些可能会危及到财产和人员安全。 

8．对于所有的元件，在使用前都必须检查出厂设置。 

9．说明书中规定的额定功率一定不能超过。超载将会对元件进行损害。电线单元一定要安照当地或国际的标准选择正

确的型号安装。 

10． 不要把元件安装在一个环境温度超过说明书制定范围的环境中 

质量保证体系： 

在质保期间，如果材料或者工艺出现的问题，将由出售者负责免费维修或者更换。但是这些服务只限于从购买产品起

的36个月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