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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您选用麦克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为了更好地使用本产

品，建议您在使用该产品之前仔细阅读说明书。

1 概述

MPM380 型压阻式压力传感器采用本公司引进生产线批量生产的

MPM280 型不锈钢隔离硅压阻式压力充油芯体装入不锈钢壳体组成。与介质

接触部分全部为不锈钢，具有极好的抗腐蚀性和长期稳定性，传感器在全

温度范围内采用激光调阻技术进行了温度补偿，在很宽的温度范围内保持

零点、灵敏度、线性和稳定性等技术指标。传感器采用 1.5mADC 恒流源供

电。压力接口为国内通用的 M20×1.5 外螺纹并带有氟橡胶密封垫。电气连

接为电缆式或接插件式供用户选择。产品设计小巧、美观、安装方便，使

用可靠。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航空、航天、经工、纺织、

建材、水文地质等国民经济领域的过程控制和压力、液位测量。

嵌入平膜片 MPM380 型压阻式压力传感器的压力接口为 G1/2 外螺纹带

密封垫。适用于食品、医药等部门及测量介质有结垢危险的场合。

MPM380T 型压力传感器的波纹膜片为钽材料，密封垫为氟橡胶。适用

于有较强的腐蚀性介质场合。

本产品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编号为 15F139-61。

2 性能指标

单位 kPa MPa

量程 20 35 70 100 200 350 700 1 2 3.5 7 10 20 35 70 100

过压 量程的1.5 倍或 110Mpa（取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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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量程

输出
≥70mv； （0kPa～20 kPa，≥50mv） （1.5mADC 恒流供电）

精确度：（非线性+迟滞+重复性）

最小值：±0.1%FS 典型值：±0.25%FS 最大值：±0.5%FS

零点温度系数：0.02%FS/℃（典型） 0.04%FS/℃（最大）

满度温度系数：0.02%FS/℃（典型） 0.04%FS/℃（最大）

长期稳定性：0.3%FS/年

补偿温度范围：0℃～50℃

工作温度范围：-30℃～80℃，-10℃～70℃（电缆型）

响应时间：≤1ms

绝缘电阻：100MΩ，50VDC

外壳防护等级：IP65（电缆式）/IP63（接插式）

供电电源：1.5mADC

电气连接：电缆 2m 或 7 芯插头座

共模电压输出：输入的 50%

输入阻抗：2kΩ～8kΩ

输出阻抗：3.5kΩ～6kΩ

压力连接：M20×1.5 普通外螺纹带密封垫或 G1/2 外螺纹带密封垫（齐

平膜片）

3 外形及安装

3.1 结构材料

传感器的结构材料为：

壳体：不锈钢 1Cr18Ni9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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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片：不锈钢 316L

O 型圈：氟橡胶

橡胶套管：丁腈橡胶

接插件外壳：黄铜镀镍

电缆：Φ7.2mm 聚氯乙烯电缆

3.2 外形尺寸见图 1。

单位为毫米

图 1

·

3.3 安装

传感器安装前应注意：

（1） 被测点的压力最大不应超过传感器测量范围上限。

（2） 所测介质是否与传感器的结构材料相适应。



4

管道

截止阀

变送器

（3） 所测介质是否会堵塞传感器的引压孔。

安装方法：

一般情况下，传感器应垂直于水平方向安装。若受环境条件限制，

允许传感器最大倾斜至与水平方向成 30 度角安装。

接插式传感器不宜安装在室外露天场合。

勿将传感器倒置安装。

MPM380 型压力传感器的压力接口为 M20×1.5 外螺纹并带有腈橡

胶密封垫，齐平膜片型压力传感器的压力接口为 G1/2 外圆柱管螺纹并

带有橡胶密封垫。可以直接安装于测量管道的法兰接头上。为便于安

装和维修，法兰接头与管道之间应加装截止阀。

注意：严禁用铁丝、钢针等硬物捅引压孔，以免扎坏膜片。

推荐的安装方法如图 3 所示。

图 3

4 电气连接

4.1 电路原理

恒流源供电的传感器的电路原理图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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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4.2 电气连接方法

传感器与外部电路通过 7 芯电缆插头座或电缆进行电气连接。

电缆导线的端子和接插件插脚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电缆导线 插脚 电气定义

黑线 3 正输入（+IN）

黄线 5 负输入（-IN）

白线 1 负输入（-IN）

红线 2 正输出（+OUT）

蓝线 4 负输出（-OUT）

说明：（1）温度补偿电阻 R1 或 R2 和零点补偿电阻 R3 或 R4 出厂时已

调校好，封装在壳体里。

（2）零点微调可选用大于 22Ω电位器。若零点发生偏移，用户

可自行从外部调整。

插脚的排列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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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4.3 接插式传感器插头座使用方法

为了帮助用户正确使用和安装，现就 LY14F 型插头座的使用方法说

明如下，勿请用户遵守。

（1）把插头从传感器的插座上拔下：

插座固定装配在传感器壳体上，插头和插座靠螺纹连接。若要

从传感器上拔下插头，首先应用手反时针拧下滚花金属插头螺帽，

然后向后拔下插头。

（2）插头电缆连接方法：

用左手中指和食指夹住插头螺帽，用拇指顶紧插头芯，再用右

手反时针拧下黑色塑料螺帽，即可将插头拆开。

将电缆线按从右向左逐渐穿过，把电缆线按第 4.2条规定的编号

焊接在相应的插头芯的焊脚上，再套上塑料套管，把插头装配复原。

（3）把插头插入传感器的插座里：

注意：看清楚插头与插座的定位标记。

（a）YL14F 插头的插头芯上有一个比较宽和深的定位槽（见图 6），

是用来与插座上的定位凸台（见图 7）相配合已达准确定位的。注意，

插头芯上定位槽两边的两个小槽是制造时的工艺槽，不可错当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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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凸台

槽。

图 6

（b）一手持插头，使插头上定位槽与插座上定位凸台对准轻轻插入。

（c）用手拧紧滚花螺帽，即完成全部连接工作。

注意事项：

（1）焊接电缆线时，不要吃锡太多。必须用塑料套管套牢，防止互相

间碰触短路。

（2）连接用线必须用Φ5mm～Φ6mm 的电缆线，方可达到可靠密封。

严禁用两根单股导线接入，由于无法紧固密封，水汽将顺导线流入插头

座而发生短路和锈蚀。

5 校准

MPM380 型压力传感器出厂时，已严格按照产品标准和用户要求进行测

试检验合格。用户可以对传感器按下述步骤和方法进行检验。

5.1 零点输出检验

将传感器安装在压力计接口上，并使压力为零。按 4.2 条规定方法进

行电气连接，并接通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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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的零点输出误差应在 0mV±2mV 允许范围之内。

5.2 满量程输出检验

（1）调节压力计，使压力计的压力与所测传感器的满量程压力相同。

（2）传感器的满量程输出应符合规定要求。

若检验量程范围内的其它压力点输出，调节压力计，设置压力计的压

力点为测量点，测量点传感器的输出应符合规定要求。

5.3 校准检验条件

校准检验时应满足下述条件：

（1）传感器的安装和电气连接应符合本说明书的要求。

（2）压力计的精确度等级至少应高于传感器精确度等级 1～2 个等级。

（3）检验应在基准条件下进行。

6 开箱、成套性及保管

6.1 开箱

a) 先检查包装箱是否完整无损，箱体应按“向上”标志放置。

b) 开箱时应避免用强力敲打，防止损伤仪表或附件。要注意传感器

电缆外护皮和橡胶护套不要受到损伤。

6.2 成套性

传感器器出厂时应包括：

MPM380 型压阻式压力传感器 1 台；

专用电缆（连接在传感器上） 长度按合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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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使用说明书 1 份；

产品合格证 1 份。

6.3 保管

传感器应贮存在环境温度为-40℃～120℃（-10℃～70℃电缆型），相

对湿度不大于 85%的干燥通风的室内，室内空气中无对传感器有腐蚀性的

气体。

7 运行、维护及责任

7.1 运行

顾客不需要对传感器进行任何调整即可投入运行。在投入运行前，务

请再严格检查安装，电气连接是否正确。确认电气连接正确无误后，接通

电源，投入运行。

7.2 维护

MPM380 型压阻式压力传感器一般不需经常定期维护，但为了收到良好

的使用效果，提高使用可靠性，请注意以下几方面的维护工作。

a) 经常检查接线连接是否牢靠，电缆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

b) 严禁用力拉扯电缆线或用硬物捅压传感器膜片。

c) 防止堵塞导气电缆中心的导气管，且需与大气相通，以防输出产

生附加误差。

7.3 责任

从发货之日起一年内，对因材料和工艺问题造成的有质量缺陷的产品，

本公司免费更换或维修；对使用过程中非质量原因造成的产品故障，我公

司负责维护，仅收取材料成本费，包装及运费由顾客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