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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佳辦識性之數位顯示微壓用壓力感應器
往反精度 ±1%FS（設定分解能 0.1kPa），

可以獲得高精度的壓力管理。

可節省空間之 31 x 30 x 30mm 的小型尺寸。

採用明顯而易看的紅色 LED。

備有類比電流輸出（E8Y-A □ Y 型）。

獲得 EN、UL 安全規格。

備有導壓部 Rc(PT)1/8 壓鑄埠型。

備有流量測定專用的型式。（E8Y- □ -F □型）

種類

註：面板裝設部品方面，請另外訂購 E89-Y1 型。

* 價格為標準埠（導壓部 ϕ4.5）類型。導壓 Rc(PT)1/8 壓鑄埠類型在型式後面會附加 -R。

規格

壓力範圍 比較輸出 線性輸出 型式

0~2.00kPa{0~204mmH2O}

NPN 開路集極

 E8Y-A2C 型

0~5.00kPa{0~510mmH2O} E8Y-A5C 型

0~2.00kPa{0~204mmH2O}
4~20mA E8Y-A2Y 型

0~5.00kPa{0~510mmH2O} E8Y-A5Y 型

項目         型式 E8Y-A2C/-A2C-R 型 E8Y-A5C/-A5C-R 型 E8Y-A2Y/-A2Y-R 型 E8Y-A5Y/-A5Y-R

電源電壓 DC12V~24V± 10%、漣紋 (p-p)10% 以下

消費電流 50mA 以下 75mA 以下

壓力的種類 差壓

規格壓力範圍 0~2.0kPa{0~204mmH2O} 0~5.0kPa{0~501mmH2O} 0~2.0kPa{0~204mmH2O} 0~5.0kPa{0~501mmH2O}

耐壓力 50kPa

適用流體 非腐蝕性氣體、不燃性氣體

線性輸出

輸出電流   4~20mA

容許負荷抵抗   0~250Ω

精度  ± 1.0%FS

直線性   ± 1.0%FS

比較輸出

輸出形態 NPN 集極開路 (NO/NC)
負荷電流 100mA

輸出施加電壓 DC 30V max

殘留電壓 1.0V 以下（負荷電流 100mA 時）、0.4V 以下（負荷電流 16mA 時）

往反精度 ± 1.0%FS

顯示方式

顯示 紅色 3 位 7 區 LED
指示燈 黃色 LED (OUT1：比較輸出 ON 時亮燈）、黃色 LED (OUT2：比較輸出 ON 時亮燈）

單位顯示 設定之單位文字會亮起紅燈

應答速度 0.5sec

顯示精度 ± 1.0%FS

設定分解能 0.01kPa(1mmH2O)

保護回路 電源逆接、負荷短路保護

使用周圍溫度 -10~+55℃（但，不會結冰）

使用周圍濕度 25~85%RH（但，不會結露）

保存溫度 -25~+65℃
附屬品 裝設金具、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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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裝設（□ 36 及□ 45 共用）

（合保護COVER、GUIDE、FRAME、及HOLDER
4 點在內的型式）

型式

E89-Y1 型

性能 輸出段回路圖

溫度的影響 ± 3%F.S. 以下

保護構造 IEC 規格 IP 40
耐電壓 AC 1000V 50/60Hz 1min

絕緣抵抗 100MΩ 以上 (DC500V MEGA) 充電部整體及外殼間

耐振動
耐久：10~150Hz 單振幅 0.75mm 或 100m/s2{ 約 10G}X、Y、

Z 各方向 8 分 X4 次

耐衝擊 耐久：300m/s2{ 約 30G}X、Y、Z 各方向 3 次

導壓部 φ4.5 樹脂管

纜線 乙烯絕緣圓型纜線 φ4 2m
重量 約 80g

E8Y壓力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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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說明

機能 說明

壓力單位切換機能
mmH2O、kPa 之單位切換機能

mmH2O ↔ kPa

比較輸出機能

（2 獨立輸出）

可以設定為 2 獨立輸出

 輸出模式（ON 點、OFF 點之設定值自動決定模式）

AUTO TEACHING
機能

使用 AUTO TEACHING 模式的話，可以將計測值當做 ON
點、OFF 點的設定值來輸入，取代按鍵輸入。

AUTO TEACHING 又分成只設定 1 點的 AUTO TEACHING、

及設定 2 點的 AUTO TEACHING。

 2 點 AUTO TEACHING
（滯後現象模式 TEACHING）

配合現物指定無工作物 (TEACH1)/ 有工作物 (TEACH 2)
的點，自動設定比較輸出之 ON 點 /OFF 點機能。輸出為

滯後現象模式。

滯後現象幅度為設定值。

設定值介於 TEACH 1 及 TEACH 2 之中間。

（例）TEACH 1 0.25kPa、TEACH2 0.95kPa 時的 ON 點設

定值為

ON 點設定值＝ (0.95+0.25)/2=0.60

機能 說明

AUTO TEACHING
機能

 1 點 AUTO TEACHING
（視窗模視 TEACHING）

配合現物只輸入基準點 (TEACH 1)，自動設定比較輸出之

ON 點及 OFF 點的機能。

（只有存在工作物時才有之機能）

輸出為視窗模式。

滯後現象幅度、視窗幅度為設定值。

ON 點 /OFF 點會設定為基準值 ± 視窗幅度。

（例）基準值 0.90kPa、視窗幅度 0.50kPa 時之 ON
點 /OFF 點設定值為

ON 點 0.90-0.50 = 0.40
OFF 點 0.90+0.50 = 1.40
• 視窗幅度視窗幅度的設定只有在設定1點TEA-CHING時

才有效。

〔設定範圍〕0~ 規格值之 30%
按鍵保護機能（設

定值鎖定機能）

為了使設定的值不易被任意變更，而限制開關操作的機能。

〔設定〕OFF ＜ ---- ＞ ON

零點調整機能
將顯示值補正至 0 的機能。

在測量模式下持續按住 ADJ 按鍵數秒，即可產生機能。

測量壓力值顯示速

度變更機能

可以分 3 階段來變更測量壓力值之顯示速度的機能。

〔設定〕0.1s、0.5s、1.0s

錯誤顯示機能

E8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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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顯示 內容

零點調整時施加
壓力警告

在零點而施加超過規
格壓力之 ±5% 的過
剩壓力時，會顯示錯
誤，並發出警告

TEACH-ING     
錯誤顯示

表示 TEACHING 失敗

短路保護及檢測 該 OUT LED
會閃爍

連接負載有過電流通
過時，會顯示錯誤，
該輸出的 OUT LED
會閃爍，通知發光
異常。
發生異會電流之電晶
體會啟動類似切斷回
路的機能。

異常壓力檢測

（例）

閃爍

施加比規格壓力大之
10% 更大的壓力時，
顯示值會閃爍，通知
發生異常。輸入壓力
恢複到規格壓力範圍
內時，會自動回到正
常狀態。

ON 點 /OFF 點
輸入錯誤警告

視窗模式時，ON 點 /
OFF 點的差比滯後現
象值 + 設定分解能
(0.01kPa/1mm）大時
會顯示。

設定

滯

後

現

象

模

式

ON 點設定值＞ OFF 點設定值時

（常時開路）

（常時閉路）

視

窗

模

式

ON 點設定值＜ OFF 點設定值時

（常時開路）

（常時閉路）

ON 點 /OFF 點

可以針對每一個輸出進行 0~規格值之

範圍內的設定。

〔設定範圍〕0~ 規格值

輸出形態

可以針對每一個輸出進行常時開路

(NO)、常時閉路 (NC) 的設定。

〔設定〕NO ＜ ---- ＞ NC

滯後現象幅度

可以針對每一個輸出進行 0~ 規格之

10% 的範圍內設定。 （視窗模式或 2
點 AUTO TEACHING 時有效）　

〔設定範圍〕0~ 規格值之 10%

滯後現象
幅度（設定值）

滯後現象
幅度（設定值）

滯後現象
幅度（設定值）

滯後現象
幅度（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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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位名稱及功能

外觀尺寸

標準端口（埠）型（導壓部 φ4.5）
E8Y-A2C 型

E8Y-A5C 型

E8Y-A2Y 型

E8Y-A5Y 型

註：瑣緊扭力請在 N、m 
{5.5kgf、cm} 以下

模鑄端口（埠）型（導壓部 Rc(PT)1/8）
E8Y-A2C-R 型

E8Y-A5C-R 型

E8Y-A2Y-R 型

E8Y-A5Y-R 型

註：瑣緊扭力請在 N、m 
{5.5kgf、cm} 以下

E8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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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部

 數值 / 選單 (Menu) 顯示

顯示計測值及各種設定用之選單 (Menu)
 單位顯示
顯示計測單位，燈亮時之單位表現在設定

之單位

 OUT1 顯示 LED
測定模態 OUT1 輸出 ON 時，燈亮，在設定

模態 OUT1 設定時，會閃爍。

 OUT2 顯示 LDE
測定模態 OUT2 輸出 ON 時，燈亮，在設定
模態 OUT2 設定時，會閃爍。

操作鍵

 ADJ
測定模態是在“0”點調整

設定模態時，調整到設定模態下使用

 〔模態〕

要由測定模態移到設定模態時，確定設定
模態的選單項目，和確定設定值時使用

 〔up〕/〔down〕
顯示測定模態的 ON 點；OFF 點，OUT1 設
定〔down〕，OUT2 設定〔up〕
變更設定模態選單項目，及變更設定值時
使用〔up〕數值增加，〔down〕數值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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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版安裝 / 零件尺寸
E89-Y1 型（含保護罩，導向裝置，框架及支持座 4 種零件的型式，□36 和□45 面版兩方都可以使用）

請正確使用

□36      面版安裝時

註：安裝面版的厚度在1.0~ 
3.5mm 之間較適當

□45      面版安裝時

註：安裝面版的厚度在1.0~ 
3.5mm 之間較適當

E8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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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勿使用在有爆發性瓦斯，引火性瓦
斯的場所

(2) 請勿超過電源電壓範圍以上使用

(3) 請勿將負載短路

(4) 電源的極性等，請勿誤配載

(1) 不可在有腐蝕性氣體或可燃性氣場所
使用

(2) 避免將高壓線和動力線合併設置

(3) 請勿讓水淋濕

(4) 超音波振動的關係，安裝時請勿將感
測器直接碰到

(5) 請在額定壓力下使用

(6) 導壓部〔壓力端口（埠）〕之符號
（+，−）請不要配錯管
（+：正壓埠，−：負壓埠）

(7) 導線之拉力請勿超過 50N、{5.1kgf}
(8) 壓力感測器內的線圈恐怕有水分，水

滴將破壞內部零件，請用高壓空氣濾
清器將水分或油分去除

(9) 比較輸出及線性輸出不使用時，切斷
輸出的引線，用絕緣膠帶綁好，請勿
再和其他端子連線

請注意 正確使用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