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诚的感谢您选用我公司的 IC 卡蒸汽预付费系统，为了您能够正

确地使用该产品，本说明书对产品的安装、操作和维护等做了详尽

的说明。因此请您在使用前一定要仔细阅读本说明书。谢谢！

CI 卡蒸汽预付费系统说明书

北京多益慧元科技有限公司

衡水多元仪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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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套用户说明书
该说明书必须提供给仪表使用方;

该说明书必须妥善保存直至仪表不再使用；

未经预先通知，本套说明书的内容有可能改动;

版权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说明书的任何内容；

本公司不对说明书做任何形式的保证，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本说明书的出售及

用于其他目的;

本公司努力确保说明书各项内容的正确性，但若发现任何错误或者疏漏，请

通知本公司。

除上面提到的内容以外，本公司不对本产品承担任何其他责任；

如产品规格、结构或着操作的改变不影响其运行、使用和性能，用户说明书

不随之修订

提示

本公司产品质保期为 12 个月（以产品标牌日期为起始点）

质保期内的产品出现本身质量问题返厂免费维修（人为、自然灾害、

战争、选型错误等客户原因除外），

质保期外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返厂维修只收取成本费用

公司只对产品本身质量问题承担维修责任，其他责任本公司一概不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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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1、在您拿到本产品时，请确认运输途中有没有磕碰划伤等。

2、根据产品名牌的标注，请确认与您要买的型号是否相符。

3、尽可能的利用本公司的包装，将产品直接运送到安装现场。

4、运送过程中不要强烈碰撞、也不要让雨水淋湿。

5、保管时尽量利用本公司的原包装进行保管，保管的地方应符合下列条件要求：

1 不会有淋雨水的地方

2 振动或碰撞尽量少的地方

3 温度：-40℃—+55℃

4 湿度：5％—90％

6、 使用过的流量计保管时，要将内部的残留液体及粘附物完全清洗干净，另外注意在电

源接口处要密封，以防潮湿。

7、 使用时要在流量计规定的条件下使用，超出这个规定使用是不可行的，如果因此而造

成流量计损坏，维修的费用会由您自己承担。

8、流量计出现问题以后，尽可能的与我们或维修商联系，以便很快的把问题解决。

监控系统需要客户需准备：

自建服务器：

1、硬件部分：服务器主机（主机至少有四个 USB口两个 rs232接口，内存最

好 1T一备一用，其他配置不做要求，越高越好）、显示器、鼠标、键盘，；短



3

信提醒所需的电话卡（只需有短信功能即可）

2、服务器操作系统 xp、win7、server2008(推荐）。

3、网络部分：公网需要时固定的 ip地址；服务器所使用的内部 ip地址是固

定的，而且需要两个端口号映射到服务器内部 ip地址。

租赁服务器：

1、可以租赁本公司服务器，由本公司代管安全可靠

2、租赁网络服务器，可以由本公司技术部协助。

安装环境：

IC卡控制箱

1、安装环境必须是防水、防潮、通风、防止高温（不超过 45℃），避免阳光

直接照射。

2、现场避免雷击的可能。

3、现场避免强烈的电磁干扰，避免强烈的震动。

流量仪表

请参阅流量仪表安装使用说明书

温度仪表

请参阅温度仪表安装使用说明书

压力仪表

请参阅压力仪表安装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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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执行机构(阀门）

请参阅执行机构安装使用说明书

目 录

第一章 产品简介

第二章 设备功能

第三章 控制仪参数设置

第四章 积算仪参数设置

第五章 系统设置

第六章 常见问题分析

第七章 安装简易说明及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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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产品简介

1.1 概述

智能流量控制终端器，是一款以多种计量方式计算的预付费控制器，用

户以非接触式的射频 IC 卡为媒阶对控制器充值，控制器以流量方式对使用流

量进行扣除结算、流量计算方式有： 脉冲、时长、和流量计等的多种方式，

IC 卡控制器通过 485 接口和流量计连接，如远程监控数据，需通过另一串口

和远传设备连接，实现远程操作。

1.2 产品特点

基本型

 标准 RS485 通信接口

 宽电压范围供电：DC12V-DC24V

 标准接线端子，方便设备安装调试

 提供设备检测命令，方便设备维护

 提供 4路数字量开关输入接口，其中前两路可接入双脉冲信号

 提供 2路继电器输出触点

 提供 2路 AD 4-20ma 输入、 1路 DA4-20ma 输出

 内置大容量 flash 存储器，数据自动存储，即使上位机出现故障也可将

数据完整保存

 内置工业时钟，可定时定点上报数据

 支持多种工作模式：计时计费、脉冲计费、配合基表计费等，使用灵活

 数据上报格式：协议、modbus 协议或其他定制协议可选，方便编程

 支持专用设置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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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分类管理：管理卡、用户卡。

 支持远程在线充值、在线查看充值记录、实时监控，提高工作效率

通信协议完善，常见组态软件（亚控、力控等）支持，用户免开发

1.3 技术参数

接口

 串行数据及配置接口 RS485
 串口数据速率 1200~57600bits/s
供电

 电压：+12~+24VDC
功耗(外供电压值：12V/1A)
 数传电流：<180mA
A/D采集(选配)
 模拟量输入：4～20mA
 模拟量采集分辨率：12bit
 模拟量测量精度：0.1%
D/A输出(选配)
 模拟量输入：4～20mA
 模拟量输出分辨率：12bit
 模拟量测量精度：0.1%
数字量采集

 数字量隔离电压：12VDC
继电器输出(选配)
 触点电流：220V/5A
其他参数

 外形尺寸：160mm*92mm*7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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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环境温度：-30~+70ºC
 储存温度：-40~+85ºC
 相对湿度：95%(无凝结)

第二章 设备功能

2.1 IC 仪表分类

1、时长计费：通过可设定的瞬时流量，通过智能优化算法，计量用户累

计用量和剩余量。

2、脉冲计费：外接脉冲式计量设备，采集脉冲，智能分析用户的累计量

和剩余量

3、流量计计费：外接流量计，通过协议动态跟踪用户流量计计量情况，

以最优的算法，计算用户累计用量和剩余量。

2.2 IC 卡功能

1、管理卡：仪表参数配置，手动控制输出，管理每个持卡用户信息

2、用户卡：向 IC 仪表刷卡充值，启动泵阀

3、应急卡：本地向用户刷卡充值

4、可根据用户不同现场使用要求设计其他卡种

2.3 IC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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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次使用，请先在发卡软件建立仪表用户信息，并发管理卡。

2、通过多益慧元配套仪表设置软件，参考手册第三章，配置仪表。

3、刷管理卡设置仪表密匙，此时方可刷其他卡种

4、刷用户卡，使用仪表。

第三章控制仪参数设置

3.1 硬件连接

端子定义：

基本型 1 VCC 电源正极 +12V
2 GND 电源负极 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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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0 485 通信端子 B 端 数据远传

4 B0 485 通信端子 A 端 数据远传

5 A1 485 A 端 设参数/抄表 485 通讯

6 B1 485 B 端 设参数/抄表 485 通讯

7 DI1 脉冲水表 A 线（复用掉电监测）

8 DI2 脉冲水表 B 线（复用门磁监测）

9 DI3 阀门关到位

10 DI4 阀门开到位（复用运行反馈指示）

11 AO1+ 4-20MA 输出 （请订货时说明）

12 AO1- 模拟量公共地 （请订货时说明）

13 AI1+ 模拟量 4-20ma 输入 （请订货时说明）

14 AI1 - 模拟量公共地 （请订货时说明）

15 AI2+ 模拟量 4-20ma 输入 （请订货时说明）

16 AI2- 模拟量公共地 （请订货时说明）

17 EARTH 大地

18 DO0COM 继电器 1 公共端 24VDC 最大电流 2A

19 DO0O 继电器 1 常开点 24VDC 最大电流 2A

20 DO0C 继电器 1 常闭点 24VDC 最大电流 2A

21 DO1COM 继电器 2 公共点 24VDC 最大电流 2A

22 D01O 继电器 2 常开点 24VDC 最大电流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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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不要把电源正极和地接反 继电器输出方式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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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示意图:
直接控泵方式，下图接线仅供参考，要以实物为准。

3.2 参数设置

3.2.1界面功能： IC卡控制仪有多个工作界面。

1：工作状态界面

瞬时 XXXX
累计 XXXXX t

剩余 XXXXX.Xt

XX:XX;XX 阀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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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仪表信息界面

下翻建出现：

3.2.2：阀门控制设定

管理卡具有初次使用 IC卡智能控制器开户功能。以后控制器使

用中可作为手动控制功能，主要为设备维修人员检修使用。

3.2.3：参数初始化

 为 485接口，则与计算机接线方法如下

城镇 单位

表号 地址

信誉度

总累计

输入状态

总累计

AD0
A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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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的接线端 11、12脚通过 485转换器连接到电脑串口后，打开设参软件

选择好对应的串口，点击[查找设备]按钮，左下角显示正在查找设备，IC 卡

控制器上电，待找到设备后(即[显示设备版本号])，此时方可进行一下设参。

IC卡参数设置

3.2.4：功能参数

基本参数
确定控制器信息、工作模式及串口上报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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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设置说明：

密码：管理卡密码(用于初始化 IC卡智能控制器，

采集方式：

00---时长计费模式

01---脉冲表计数模式 1
02---脉冲表计数模式 2
--其它参见 6.1支持仪表协议

刷卡方式： 一表一卡 或 一表多卡(最多 60个用户)城镇编码：可填写本地

区号

单位编码：与发卡软件使用单位中的单位编码对应

仪表编号：与发卡软件使用档案中的 IC卡仪表编码对应

抄表地址：如果是抄表，与所抄仪表地址对应

模拟/数字

具体设置说明：

模拟通道：两路模拟量 4～20mA输入通道对应量程及报警值设置 ,如未用请

添写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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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方式：继电器输出或模拟量 4-20ma输出

注：如果是继电器输出方式

控制泵： 数字通道 1选择不保持，数字通道 2选择不保持

控制阀门：数字通道 1选择不保持，数字通道 2选择保持

脉冲参数

具体设置说明：

数字通道 1、2：如果是脉冲表模式要根据所选表设脉冲，否则设成电平

瞬时流量：用于时长计费模式，设置固定的瞬时值，单位是 m3/h
表底修正

具体设置说明：

表底 1-------为总累计用量

这个数值的设定要与脉冲表的表底数字一致，单位是吨

阶梯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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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设置说明：暂未用

串口参数

1、设置串口送数据时的属性，默认“9600 N 8 1”
2、抄基表时与所抄流量表一致.

报警提醒

设定信誉度及提醒值

信誉度为负值：如设为 34 那么当用户剩余量为 负 34 吨时继电器动作

停泵

如“信誉度”设为“66”时，为超级用户，欠费不停泵

剩余量提醒值：暂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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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用户使用简介

管理卡：

管理卡具有初次使用 IC卡智能控制器开户功能。以后控制器使用中可

作为手动控制功能，主要为设备维修人员检修使用。

初始化 IC卡智能控制器：

刷管理卡，界面显示手动控制后，按[返回]键，马上再刷一次管理卡，界

面显示输入密码后，输出此前设置的密码，按[选项]键确认后，界面显示

操作成功，表示初始化完成。

手动控制输出：

刷管理卡，界面显示手动控制后，选中手动控制，按[选项]键进入，

按[上\下键]控制输出设备状态，此时变为手动模式。

按[左\右键]恢复到自动控制模式。

切记：请在刷完[管理卡]后，等待 20 秒后再使用[用户卡]，否则视为用

户卡的重新注册，在一表一卡模式时会自动清空剩余量。

用户卡：

用户卡为个人用户充值、控制启动的唯一方式，一人一卡。

分为如下两种模式,
一表多卡：充值和控制输出继电器启停。

一表一卡：充值,只要剩余量大于信誉度就会启动输出继电器，

否则停止

注：用户丢卡后请马上到中心补办新卡，并向 IC卡控制器刷卡注册。以

免造成用户损失。

开卡步骤：



18

注： 下列步骤以用蒸汽为例，用水、电其它介质类似。

初次使用需要准备空白 IC卡，然后参考发卡软件使用说明用发卡器和发卡软

件发放管理卡、用户卡等，发放完毕后到控制器上注册使用即可。

用户管理结构：

1、发卡软件中用汽单位的建立：

在菜单中【基础数据维护】--》
【乡镇代码】建立所在乡镇名称。

【行业代码】建立用汽单位属于哪个行业。

【汽价设定】建立用汽的性质。

【用汽单位档案】建立用汽单位：

选择好用汽单位所在乡镇后，点击新增输入用户信息并选择｛单位编码｝点

击保存。

注：管理卡是以用汽单位为界限划分的，一张管理卡可在用汽单位下的所有

的 IC卡仪表刷卡。

2、发卡软件中信息的建立：

在菜单中【基础数据维护】--》
【信息档案】建立 IC卡仪表信息：

选择乡镇及乡镇下的用汽单位，点击【新建】输入信息及｛IC卡仪表编码｝

点击保存。

注：用户卡是在建立新用户发卡的，一张用户卡只能在其发卡时选择的新

用户使用。

3、新 IC卡仪表参数初始化：

用通信线连接好电脑后，用设参软件按设置仪表参数(尤其注意单位编码

对应发卡软件上的用汽｛单位编码｝，仪表编码对应｛IC卡仪表编码｝)
新 IC 卡仪表在未使用前除了设置参数外，还要点击设参软件上的【恢

复出厂设置】按键清空仪表中存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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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 IC卡仪表刷管理卡初始化：

以上设置完成后，IC 卡仪表重新上电，进入主界面后刷一次管理卡，待

屏幕界面显示【手动控制】后，按【返回】键，然后立刻再刷一次管理卡，

待屏幕界面显示【输入密码】后，输入设参时设置的 4位数密码，点击【选

项】键进行确认，当屏幕显示【操作成功】，表示仪表初始化完成，如显示【操

作失败】请按返回键，重复以上刷管理卡步骤。

5、刷用户卡：

完成以上所有步骤后，请在 IC 卡仪表屏幕中的【仪表信息】中查看所设

参数是否一致。

在发卡软件菜单中【基础数据维护】--》【信息档案】中选择

【乡镇】-----【用汽单位】----【列表】在发卡器上放入空白卡，点击【发卡】

输入用户卡信息。完成后，即可在对应的 IC卡仪表上刷卡充值用汽。

对配置参数是通过 PC 机与仪表通过 485 通信直接连接，利用参数配置软

件来对仪表进行设置

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序号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处理措施

1 屏不显示  电源不正常

 电源接线虚

 极性接反

 电源是否欠压

2 采集不准
量程不对 检查量程正确与否

信号源异常 检查信号源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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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芯片故障 同厂家联系

3 输出无响应

参数配置不对 检查参数配置正确与

否

发送命令不对 检查参数，看说明书

硬件故障 同厂家联系

4 无法初始化

设 置 接 线 不 对

（接口不匹配）

设置接口损坏

同厂家联系

5 与仪表通信不成功

仪表协议不对

参数表类型不对

串口未初始化

表地址不一致

检查参数，看说明书

6 数据协议错误
设置错误

定制出错

参考说明书

打技术电话咨询

7 死机  硬件重起，还反复返厂

8 严重损坏  返厂

9 刷卡无反应
没有初始化密匙 刷管理卡初始化密匙

10 其他
 填写详细故障，技术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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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积算仪参数设置

一、仪表部件

1. LCD 画面:显示各种运行画面，组态画面。

2. 键盘:按键名称分别为：左移、右移、增加、减少、确认、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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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盖:操作按键时请打开盖子（盖子上方有缺口部分，扣住缺口即可打

开）。操作完毕请务必关好操作盖。

4. 电源端子:连接电源线和接地保护线（含保护盖板）。

5. 端子接线图:信号端子的分布和各输入输出信号的接线方式。

6. 输入输出信号端子:连接测量对象的输入信号线和模拟电流输出的信号线。

7. 安装支架:面板安装时，固定仪表使用。

二、功能特点

2.1 模拟信号输入

测量通道数/测量周期：仪表为 3 通道输入，仪表测量周期为 1 秒。

输入种类和运算：本仪表支持以下信号类型

断偶断线处理：用直流电流、热电偶、热电阻测量时，可以设定信号断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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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断线补偿参数进行补偿。

滤波器：使用数字滤波器可以抑制输入信号带来的干扰影响。在仪表中标准

配备有数字滤波功能，可以对每个测量通道分别进行设定。

2.2数据记录功能

本仪表实时保存测量数据和运算数据，写入内部存储器中。

测量周期：仪表测量周期固定为 1 秒，每个测量周期内完成测量和运算工作。

记录间隔：仪表根据记录间隔参数，定时保存数据至内部存储器。

记录间隔可选：1 分/2 分/5 分/10 分/20 分/30 分/60 分。

记录时长：1 分钟记录间隔，可连续记录 2 个月。

记录数据：仪表每个记录间隔存储流量、差压、温度、压力、累积流量、热

量、累积热量（热量功能启用时）。

停电补足：仪表断电后，在上电初始化时将断电时间的数据补足。

2.3 累积报表功能

累积报表：仪表提供流量累积报表和热量累积报表。

报表查询：仪表提供日累积报表、月累积报表和报表按时段查询功能。

2.4 液晶显示功能

液晶显示器

本仪表装有 128×64 点阵液晶显示器(LCD)(横 128×纵 64 点)。

显示画面包括运行画面、历史曲线、功能画面、组态画面 4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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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画面

上电即进入运行画面。该画面可自动循环显示或手动显示流量、差压、

温度、压力、密度、累积流量、热量、累积热量（热量功能开启时）等

数据。

历史曲线

按［翻页］键切换至历史曲线。

该画面可以曲线的形式追忆查询或定点查询流量、差压、温度、压力、

热量（热量功能开启时）等数据。

功能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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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翻页］键切换至功能画面。

提供中间参数、停电记录、历史数据、累积报表、报警列表、操作日

志、密码修改入口。

组态画面

同时按下［左移］加［翻页］键进入组态模式。

可设定流量测量装置、测量介质、输入参数、流量参数、热量参数、贸

易结算等参数。

2.5报警输出功能

本仪表提供 2 路报警继电器输出功能。

报警类型

可设定下述 2 种报警类型：

上限报警：如果测量值大于报警设定值则发生报警。

下限报警：如果测量值小于报警设定值则发生报警。

回差参数

为防止在报警临界点左右频繁报警，可设定回差。

回差值根据信号的波动幅度设定。

2.6模拟变送输出

本仪表提供 1 路 4-20mA 模拟变送输出功能。

可根据瞬时流量、瞬时热量、差压、温度、压力变送输出。

模拟输出负载小于 750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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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串口通讯功能

本 仪 表 提 供 标 准 RS485 串 行 通 讯 接 口 ， 采 用 国 际 通 用 标 准

MODBUS-RTU 通讯协议，提供 03 号读保持寄存器命令。

通讯数据及寄存器地址如下表：

2.8 传感器配电

本仪表提供 3 组 24VDC 和 1 组 12VDC 传感器电源，输出电流单路最

大 30mA。差压 24V 配电和压力 24V 配电共地，频率 24V 配电和 12V 配

电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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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统设置

根据多益慧元公司提供的参数配置软件对 IC 卡仪表参数设置步骤如下：

打开多益慧元公司参数配置软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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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与上位机连接方法：与上位机通信需要用 485 转 232 转换器与

电脑串口相连。

设参条件：刷管理卡进入串口设参选项 或 恢复出厂设置

仪表初次使用请先恢复出厂设置，目的是把仪表初始化，

仪表使用中，刷管理卡选择串口设参，方可设置仪表参数

设置参数项操作步骤：

1. 连接 IC 卡仪表与计算机通信线

2. 打开设置软件

3. 仪表上电

4. 点击软件中的查找设备按钮

5. 连接成功显示当前版本号

6．参数的设定

6.1. 仪表地址设定

这个地址要与发卡软件上的地址对应。

1234---城市代码

56---单位编号

2345---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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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仪表地址

注：城市代码 单位编号 井号： 参数要和发卡软件相对应

仪表地址 ：用于设定设定流量计地址

6.2仪表工作模式设定：

补召条数设为 00----时长计费模式

补召条数设为 01---脉冲表计数模式 1
补召条数设为 02---脉冲表计数模式 2

6.3.参数设定

如果是脉冲表模式 ：

脉冲通道设置：

本仪表支持单通道和双通道脉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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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是单通道表则把初始化软件上的脉冲通道 1设成脉冲，双通道

表把脉冲通道 1和 2 都设成脉冲，脉冲系数和脉冲宽度，可根据用户脉

冲表要求自定。

如果是时常计费模式：

通道 4的脉冲系数，可设置瞬时流量值，设定的值不能大于 9999

6.4.数据自动上报时间设定

如不想上报，则上报周期设成 00 00

6.5.继电器动作模式设定

注意两个通道设定要一致

6.6.刷卡模式设定

当设成 111111时为一表一卡模式，否则为一表多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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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密码设定

此密码用于设定仪表密匙

刷两次管理卡-------输入密码----仪表会自动识别密匙

按下写采集数据按钮，等待设定，会自动返回设定数值，此时数值变为

黄色，表示设定完成。

6.8.初始化表底：

表底 1-------为累计用量 这个数值的设定要与脉冲表的数字一致

表底 2、表底 3、表底 4 设为 0000000000

按下初始化表底按钮，等待设定，会自动返回设定数值此时数值变为黄

色，表示设定完成。

注意：在设定表底后如返回的不是设定的数子而是字母，表示设定

错误，请重新设定表底数据。

6.9信誉度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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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誉度为负值，34 那么当用户剩余水量为 负 34吨时继电

器动作停泵

6.10. 点击校时按钮，进行仪表校时

6.11. 点击退出按钮，完成设定

远程充值： 记录最近 3次远程充值数据和充值时间

第六章 常见问题分析

6.1 不读卡

1、请检查 IC卡城市代码，单位编码，和井号是否与仪表配置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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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充值软件验卡，检查 IC卡本身是否有破损。

6.2 不读表

1、检查读表协议是否与 IC卡仪表设定的协议相符，并确认通讯

线接线牢固。

6.3 无数据远传

1、检查 DTU网路连接情况，并确认通讯线接线牢固。

第七章 安装简易说明及接线

安装简易图

1、D 为管道直径 2、流量计的前面需要 15D 的直管段，如果有扩径或缩径

或有阀门需要加长 3、安装时不能小于图上的安装距离，否则会影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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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接线说明

A.
1、频率型流量传感器

三芯屏蔽线 0.5-0.75平方毫米

电源正 接积算仪上 22号端子 信号 接积算仪上 23 号端子

电源负接积算仪上 24号端子。

2、差压式流量传感器（差压变送器）

两芯屏蔽线 0.5-0.75平方毫米

两线制 4-20mA输出

+ 接积算仪上 19号端子 —接积算仪上 17号 端子

B. 压力变送器

两芯屏蔽线 0.5-0.75平方毫米

两线制 4-20mA输出

+ 接积算仪上 4号端子 —接积算仪上 2号 端子

C. 温度传感器

两芯屏蔽线 0.5-0.75平方毫米

+ 接积算仪上 9号端子 —接积算仪上 10号端子，10号端子再和 11号端

子短接。

D. 电动调节阀

1、阀门模块内置

一根四芯屏蔽线 0.5-0.75平方毫米，

INPUT + 接控制箱端子排（输出 mA/+) INPUT — 接控制箱端子排（输

出 mA/—）

OUTPUT+ 接控制箱端子排（反馈+） OUTPUT—接控制箱端子排（反

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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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 2芯屏蔽线 0.5-0.75平方毫米

AC220V 接控制箱端子排（电源 L、N）
2、阀门模块外置

1绿，2白，3黑，4红，5浅咖，6黄’

E. 控制箱供电

1.5平方毫米两心线

AC220V电源 接控制箱断路器（空气开关 L,N)
F. 控制箱要接地。

燃气接线说明

A. 流量计

两芯 0.5-0.75平方毫米的屏蔽线

流量计 485A接控制箱接线端子 485A
流量计 485B接控制箱接线端子 485B
两芯 0.5-0.75平方毫米的屏蔽线

流量计电源 24v+接控制箱接线端子 2（24v+）
流量计电源 24v电源+接控制箱接线端子 3（24v-）
B. 电动阀.
八芯 0.5-0.75平方毫米的屏蔽线

电动阀 2接控制箱接线端子 2
电动阀 3接控制箱接线端子 3
电动阀 11（4）接控制箱接线端子 11（4）
电动阀 12（5）接控制箱接线端子 12（5）
电动阀 15（8）接控制箱接线端子 15（8）
电动阀 16(9)接控制箱接线端子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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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阀 17接控制箱接线端子 17
电动阀 18(10)接控制箱接线端子 18(10)
C. 控制箱供电

1.0-2.5平方毫米的两芯线

AC220V市电电源接控制箱断路器（空气开关 L,N)
D. 控制箱接地。

液体接线说明

A. 流量计

两芯屏蔽线 0.5-075平方毫米

4-20MA输出 流量计 IO接积算仪上 17号端子 流量计 COM 接积算仪

上 18号端子

B. 电动阀

两芯屏蔽线 1.0平方毫米

电动阀 AC220V接控制箱接线端子排（电源 L、N）
C. 控制箱供电

两芯屏蔽线 1.0平方毫米

AC220V市电电源接控制箱断路器（空气开关 L,N)
D. 控制箱要接地。

计量部分

1、蒸汽流量计

1.1频率型涡街流量计（推荐压力不超过 1.6，温度不高于 250摄氏度的蒸汽）

详情看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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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差压式流量计，比如标准孔板、v锥流量计等等（高温高压）

详情请看说明书

2、燃气流量计

2.1旋进漩涡

2.2气体涡轮流量计

2.3罗茨流量计

3、液体流量计

3.1液体涡轮流量计

3.2电磁流量计

3.3超声波流量计

3.4工业水表

4、执行部分，阀门

4.1调节性阀门一般用在蒸汽上

4.2开关型阀门一般用在液体上或气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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