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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小心阀门中的热流体。在连接和断开测量设备时，务必始终按照使用手册所述的顺序执
行。!

水温超过 52°C 会导致重度烧烫伤或因烫伤而死亡。在开始对供热系统进行任何测量之前，应始终考虑因热水
而导致受伤的风险，并遵循与处理加压热水系统相关的当地法律、法规、标准和良好的行业惯例。在处理供热
系统时，应始终穿戴适合的个人防护装备。适合的防护装备的例子包括（但不仅限于）护面罩、耐热橡胶手套
和靴子以及长袖围裙（足够长，可以盖住靴子顶部）。始终将靴子穿在裤脚内，防止/最大限度减少任何热介质
流入靴子内。对于在测量期间不管怎样因热介质造成的任何损伤，IMI Hydronic Engineering不承担任何责任。

警告！ 测量高温介质时，压差传感器的表面温度可能很高，请始终穿戴合适的防护
装备。!

警告！手持机和压差传感器都包含需要充电的电池。必须使用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提
供的多通充电器！

警告！不要打开仪器。这会损坏仪器并导致您的保修无效！关于进一步信息，请参阅第43页。!

!

警告! 使用产品前请先阅读用户手册。!

注意! (多用充电器)

1. 请勿弯曲插座的叶片或针脚
2. 如果有任何奇怪的声音，烟或气味，立刻断开电线
3. 请勿私自拆卸（可能会引起火灾或触电）
4. 请勿将任何尖锐物品放入排气孔（可能会引起火灾或触电）
5. 确保牢固地插入多功能充电器
6. 确保不要使用损坏的电线（可能会引起火灾或触电）
7. 请勿将多功能充电器放在床上，包上或者放在不透风的柜子里
8. 务必用柔软的布来擦拭多功能充电器，请勿使用湿布（水可能会导致触电）
9. 保持电源插座和插头清洁（污垢可能会引起短路和火灾）
10. 请将产品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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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用户特许协议
使用TA-SCOPE或相关软件，就等于承认已阅读本协议(”协议”)，了解其内容，并同意接受本协议条款的约
束。如果不同意本协议的条款，则不允许使用TA-SCOPE及相关软件。

协议双方指的是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和最终用户。

1. 定义

“文件资料”是指提供给最终用户的手册、教程和其他有关软件的材料。

“最终用户”是指根据本协议有资格使用相关软件的任何个人或公司。

“软件”是指根据本协议提供给最终用户的TA-SCOPE的相关软件和文件资料，包括其所有更新及升级。

“TA-SCOPE”是指由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制造和销售的仪器，用于HVAC系统的水力平衡和故障诊
断，目前命名为TA-SCOPE。

2. 批给特许

2.1 如果最终用户遵循本协议中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并且支付 TA-SCOPE的所有适用费用，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就赋予最终用户非排他性、非可转让的特许来在单个TA-SCOPE仪器上使用相关软件，不过本协
议并不将软件的拥有证或拥有权授予最终用户。

2.2 最终用户必须根据本协议中规定的条款和条件来将相关软件仅用于自己的计算需求，并且只可结合TA-SCOPE
来使用。

3. 有限制的使用

3.1 最终用户不可将相关软件用于条款2.2中特定用途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

3.2 最终用户不得制作、业已制作或允许自己雇员或者第三方为任何原因而全部或部分制作相软件的副本、口
头翻译或媒体翻译。最终用户不得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软件，无论是直接或间接，或以任何方式，而使任何个
人或实体得以复制或使用软件或其中任何部分。

3.3 最终用户不得将软件用于自己并不拥有或控制的任何 TA-SCOPE，最终用户也不可将软件分发或提供给第三
方。最终用户不可将软件分配、转让、出租、租赁、出借、出售、再分发或再特许给他人。

3.4 如果最终用户将TA-SCOPE仪器的全部权利永久转让他人，就可把以下授予的特许包括在这样的转让中，只
要最终用户不保留软件副本，最终用户转让全部软件(包括所有部件、媒体及印刷材料、任何升级、所有平台、
本协议、序号，以及在适用的情况下与软件一起提供的所有其他软件产品)，最终用户确保受让人接受并本协议
条款受其约束。

3.5 最终用户不得修改、反汇编、反编译、重新创建或者生成任何软件或其任何部分或版本，除非是根据适用
的强制性法律得到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允许。

3.6 最终用户不得删除、清除或在视图中隐去TA-SCOPE上、软件中或由软件所产生输出物中显示的任何版权、
商标、保密通知、标志或图例。

3.7 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保留继续进行以下项目的权利而不另行通知： 
(i)验证最终用户所用特许的有效期；(ii)评估软件；(iii)自动更新软件。

最终用户特许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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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无保用期

4.1 “按原样”提供的软件无任何保用期。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对于软件不承担任何明示、暗示或
法定的保用、索赔或申述，包括而不限于质量保用或状况、性能、非侵权、适销性，或者适于某一特殊用途等
保证。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也不陈述或担保软件随时有货、可用、不中断、及时安全、准确、完整
或者无差错。

4.2 最终用户仍然要承担软件使用及性能方面的整个风险，例如最终用户要承担使用软件以及输入、使用和储存任
何信息的全部责任。最终用户要承担全部责任，确保数据不会被无意修改、删除、销毁会披露。

4.3 只要不为适用法律所禁止，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决不承担任何产品责任、收入或利润或商
誉的损失或赔偿，或者任何种类的其他特殊、偶发、间接或相应的损坏赔偿，而损坏原因是IMI Hydronic 
Engineering产品性能所致或未能履行本协议的条款，或者由于供应、性能、使用或不能使用、数据丢失或所提
供的任何软件或其他材料的丢失，包括而不限于任何业务中断，即使最终用户已被告知此类损坏的可能性。

5. 知识产权

5.1 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拥有所有版权、商标、专利、商业秘密以及软件固有或相关的任何其他知
识产权，而且这些财产将永远属于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

5.2 本协议任何内容都不可解释为出售软件。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保留本协议未明确授予最终用户
的任何及所有权利。

6. 期限和终止

6.1 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和最终用户同意接受本协议条款及条件而签订协议之后，以下授予的特许
即开始生效并继续有效，除非照章提前终止。

6.2 以下授予的特许保持有效，直到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或最终用户将其终止为止。如果最终用户
未能遵守本协议的任何条款，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就有权终止协议。协议一旦终止，最终用户必须
完全停止使用软件，并销毁其所有副本，包括完整的和部分的。

7. 争端及适用法律

7.1 任何争议、纠纷或索赔，是本协议引起或与其关联的，或违反或终止协议或使其无效，均由斯德哥尔摩商
会仲裁院仲裁解决。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的加快仲裁规章应当适用，除非该仲裁院考虑到案件的复杂性、纠
纷牵涉的数量及其他情况而酌情裁定，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的仲裁规章应当适用。在后一种情况下，该仲裁
院也应确定仲裁庭是否应由一名或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的所在地应为瑞典的哥德堡。仲裁语言应为英语。

7.2 本协议应根据瑞典法律来执行和解释，但排除其用来实施任何其他司法管辖区法律的法律冲突原则。

最终用户特许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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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TA-SCOPE是一种坚固、有效的平衡仪器，用于精确测量和记录水力系统中的压差（∆p）、流量、温度和功率。

无线功能和易用的接口确保更快和更具成本效益的平衡和问题诊断。

TA-SCOPE轻松连接至PC软件–“TA选择”软件–可以最大程度的利用记录的数据，并进行专业报告写作以及自
动软件升级。

TA-SCOPE由两个主要部件组成：

手持单元–基于计算机的单元，根据TA阀特性编程。简明功能，彩色显示器上的指令简便易行。

压差传感器单元–DpS-Visio与手持机可无线通讯，具备一块OLED显示屏以显示状态、测量数据和其他信息。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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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和测量设备

24 25 26 27

x4

23

2221

1. 手持机（Hh）
2. 压差传感器（DpS-Visio）
3. 数字温度传感器（DTS）
4. 测量软管500mm，红色/蓝色 
5. 安全压力和温度探针 
6. 安全压力探针
7. 测量软管带双探针，150mm 
8. 手电
10. 旧型号阀门转接头，红/蓝
11. 旧型号阀门测量扳手
12. 3mm/5mm内六角
13. TBV-C，-CM，（-CMP）预设定工具
14. 软管备用过滤器（4件）
15. 挂链
16. 挂绳 
17.  多用手持机和压差传感器的充电器 

(EU, UK, US, AU/NZ)
18. USB充电线;
 Hh - 多用充电器
19.  用于连接的USB线/充电线; 
 Hh - DpS-Visio / 
 PC - DpS-Visio /  
 DpS-Visio - 多用充电器
20.  用于连接的USB线; 
 Hh - PC
21. 电线保护套管
22. 箱体
23. 内含用户手册和HySelect软件的U盘 
24. DpS-Visio，DTS和SPTP的校准证书 
25. 快速导览
26. SPTP/SPP粘纸
27. 保修/服务/校准表格

仪器和测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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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和仪器指南

手册和仪器指南

一般仪器说明

TA-SCOPE通过易于浏览的菜单，以便于轻松执行所有水力功能。 

手持机
显示器分为三个区域，信息栏、主显示屏和功能键。

1–信息栏

信息栏上的图标显示电池状态、连接类型和强度的详细信息

2–主显示屏

关于如何执行水力功能的指令显示在主显示屏上。

3–功能键

键盘上的三个顶部按键用来选择主显示屏下部显示的选项。选项随当前显示的菜单而
变化。

键盘

•  键盘为字母数字键。选择一个字母，方法是重复按下该键直到所需的字母显示。持
续按住可输入一个数字。

• （点）键用作大写锁定键。要输入一个（点），则按住该键直到一个（点）出现。

• 零键用作一个空格键。

在菜单中输入信息

• 当在菜单中的输入栏输入数值时，用  导航至想要的行并开始键入。

• 用  切换输入栏中的选项。

• 从任一水力功能的菜单改变单位，方法是用  导航至想要的行并用  切换单位。

• 直接从输入栏增大/减小数值，如阀门尺寸、时间、日期，方法是用  切换选项。

• 为了防止输入过高或过低的数值，TA-SCOPE自动纠正输入栏中的数值。最大/最小值将显示为红色，同时发出响声。 

提示！数字1-9可以用作主显示屏菜单的快捷键。!
特殊菜单功能

如果测量时连接了多个温度传感器，切换传感器的方法是用  导航至温度行
并按下输入键。显示器上的一个图标  指示哪个传感器正在显示温度读数。

流体性质应考虑的温度可以从连接的温度传感器之一或流体屏幕中的直接输入
获取。用  航至流体栏旁边的图标并按下输入键以在可用选项之中切换。

缩写

Hh 手持单元

DpS-Visio 压差传感器单元

DTS 数字温度传感器

SPTP 安全压力及温度探头

SPP 安全压力探头

Dp / ∆p 压差

DT / ∆T 温差

q 流量

P 功率

T 温度



TA-SCOPE

10

显示器和键盘

 
手持机

显示器 信息栏图标

键盘 键盘图标

显示器和键盘

(旧版本)

(旧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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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目录

快速测量

第18页

测量流量 
测量压差（∆p） 
测量温度 
测量功率 
查看保存的测量

水力系统

第23页

浏览水力系统 
增加新系统 
编辑系统 
删除系统 
测量、平衡和记录功能

平衡

第25页

平衡的前提条件
用TA诊断法来平衡水力管网
用TA无线法来平衡水力管网
修改或定义新模块

问题诊断

第29页

用TA诊断法来诊断水力管网
使用回路所需Dp故障诊断向导

数据记录

第30页

设定记录参数
执行记录
从压差传感器中下载记录
查看手持中的记录
显示记录为图形/列表

流体

第34页

流体类型
温度
选择添加剂
添加剂浓度
定义其它流体

水力计算

第35页

计算流量-Kv-压降
计算功率-流量-温差
计算阀门开度
选择管道/阀门
单位转换

设定

第37页

仪器设置
无线信号
语言
节电

信息

第39页

仪器信息
软件版本
电池蓄电量

显示器和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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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器和键盘

DpS-Visio

显示器分为三个区域，信息栏、主显示屏和功能键。

LED灯显示电池状态

信息栏

信息栏上的图标显示电池状态、连接类型和强度的详细信息。

主显示屏

展示状态及计量，详见第13、22、38页。 

 
 
功能键

箭头键 
- 按键后开始测量或变更设定

开/关键  
- -长按开启或关闭电源

-短按开启或关闭显示屏

导航键 
- 切换不同菜单

注意！ 有冰冻危险时（如冬天在汽车内），切勿在压差传感器内留下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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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S-Visio – 主屏序列

导航键  
短按：浏览下列不同菜单
长按：进入设定菜单(详见第38页)

主页

DpS-Visio版本(5或10 bar) 

软件版本号 

电量 

日志录入进程(等待连接时以  符号代替）

 

日志 

日志录入进程(等待连接时以  符号代替） 

已使用时间/预计总时间 

时间步长 

最近录入数据 

信息 

软件版本号 

无线软件版本号 

序列号

 

电池 

电量 

电池安装时间 

电压 

电池电流(充电时显示+号)

 

校准 

压差范围 

上次工厂校准时间 

下次推荐工厂校准时间

显示器和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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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准备

用TA-SCOPE进行平衡的前提条件

TA-SCOPE是TA在水力平衡领域强大方法论中的一环。

每套加热和冷却设备的终极目标是以尽可能低的能量消耗提供理想的室内气候。这需要完全可控的水力系统。
实现完全水力控制取决于是否满足三个关键条件：

• 所有末端都必须达到设计流量。

• 控制阀两端的压差（∆p）变化不能过大。

• 系统界面处的流量必须相互匹配。

实现这些条件的最好方法是使用TA-SCOPE执行平衡程序。平衡可确保设备切实按照设计师的要求工作并以设计
师预期的方式运转。

打开/关闭单元

手持单元和压差传感器单元单独打开和关闭。

手持机信息栏显示无线信号强度和连接单元电池状态的详细信息。

手持机

按住键盘  1秒以打开/关闭。

压差传感器

按住  1秒以打开/关闭。

休眠模式

一旦屏幕变暗并且已被设定为休眠模式而手持单元仍然处于激活状态，轻按任何按键便可直接返回最后使用的屏幕。

如果一个单元在休眠模式期间被关闭然后又重新起动，则起动位置为主菜单，并且之前的操作被打断。

如果压差传感器正在主动执行记录功能，它将在15分钟后自动进入休眠模式。在休眠模式中，记录过程然也将同
时继续进行。 
如果压差传感器未主动执行记录功能，该单元如果在30分钟内没有检测到与其配对的手持机就会自动关闭。

调整显示器设定和休眠模式在设定菜单中执行，请参阅第37页。

无线通讯

交货时，TA-SCOPE已准备好无线通讯。不需调整设定或其它操作。

如需要有线连接，可以通过电缆连接压差传感器单元。

无线通讯使用无线电射频，因此不允许用于可能会干扰其它重要电子设备
的区域，如医疗器械和植入的心脏起搏器附近、医疗保健设施中、飞机、
爆破区域、潜在爆炸性气体环境和其它张贴“关闭双向无线电”的区域。

从设定菜单切断无线连接。  显示在信息栏中的天线图标  上， 
而Dp传感器的天线LED停止闪烁。

在重新启动无线功能时，应首先用电缆连接设备以建立无线通讯。如果无
线通讯因设备超出无线电范围而停止，只要无线信号被设定为开，它们就
会在回到无线电范围内时自动重新连接。

测量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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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备选的压差传感器

任何手持机和压差传感器都可以无线配对。这对于配备多套这尤其适用于配备多套TA-SCOPE仪器的公司。 
在您的手持单元和您当前想用的压差传感器之间建立连接。

1 用电缆连接该设备并检查“设定”菜单中的无线选项是否被设定为开（On）。

2 等到无线图标  显示在信息栏上。

3 断开电缆，无线通讯建立。

连接/断开测量设备

测量设备有颜色编码以确保收集到有效数据，红色指示高压而蓝色指示低压。

第一步–步–把安全压力探头(SPP)连接至测量软管，后者将接至Dp传感器，同时要注意颜色指示。

第二步–把安全压力探头连接至阀门 上相同颜色标记的测量点。

确保测量点上螺纹背后的安全卡扣能 够锁住。

断开连接时，把安全压力探头处的安 全卡扣按住，再往下拉，将其拔出。

TA-SCOPE中的每项水力功能都需要特定设置的测量软管和温度传感器。

图表将同屏显示在手持机上以提供指导。

压差传感器可以借助软管或管道上的附件(15)链条直接悬挂着。

提示！提示！手持机到Dp传感器无线传输范围 露天- 大约为70m
建筑内- 大约20-30m。!

测量准备

注意！在使用安全压力及温度集成探头(SPTP)时，请勿遗忘将数据线连接至压力传感器上的
两个温度探头中的任意一个。!

警告！小心阀门中的热流体。在连接和断开测量设备时，务必始终按照此处所述的顺序执行。!

警告！测量高温介质时，压差传感器的表面温度可能很高，
请始终穿戴合适的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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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压差传感器

要获得正确的测量值，在测量流量和压差（∆p）之前一定要校准压差传感器。

软管中可能会留有气泡，通过校准将这些气泡排出以保持最佳精度。

TA-SCOPE当需要时自动执行校准。 
 

手轮

每个TA平衡阀都有一个手轮，用来确定阀门开度。数字读取装置
显示圈数。

下图左侧的阀门处于完全关闭状态并显示0.0，右侧的阀门为2.3
圈的开度。 
 
 

电缆连接

手持机连接

1 充电器

2 USB至PC

3 温度探头(SPTP或DTS)

4 USB至压差传感器

压差传感器连接 (DpS-Visio)

1 温度探头 1 (SPTP或DTS)

2 温度探头 2 (SPTP或DTS)

3 用于充电或连接手持机的USB接口

测量准备

1 2 3 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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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功能

水力功能概述

TA-SCOPE启用了各种探测和诊断水力系统的备选项。屏幕上的图表将根据您想要执行的水力功能的要求引导您
进行测量设备的物理设置。

然后水力功能使您能够以许多灵活有效的方式轻松使用系统数据。

TA-SCOPE的主要水力功能（可以通过这些功能收集和应用系统数据）列举如下：

快速测量–测量流量、压差（∆p）、温度和功率的简明功能。在只有一个或几个阀门参与时使用。 
该功能不需要对系统或模块进行任何预定义。

水力系统–在HySelect软件中建立的复杂系统易于被下载到TA-SCOPE。在任何时候使用一个系统进行测量
和平衡；在调试期间进行控制和检测。所有水力功能都可以应用于从某一水力系统选择的阀门。

平衡–功能强大的TA无线法和TA诊断方法，用于平衡水系统。TA无线法使用两个Dp传感器，采用无线技
术，使得平衡水力模块轻而易举。使用TA诊断方法，通过测量模块内的所有阀门，计算出可供诊断的Dp，
从而可以对阀门开度进行校正以获得设计流量。

问题诊断–软件向导带您逐步查找并诊断水力系统中的问题和错误，例如压差（∆p）分析。

数据记录–在预定时期内进行测量和记录，以分析流量、压差（∆p）、温度和功率的波动。记录的数据
在TA-SCOPE和TA选择软件中存储、列出或显示为图表。

水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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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测量

功能说明

使用“快速测量”测量流量、压差（∆p）和水性加热/冷却系统的温度。该功能也提供了估计功率的测量方法。

“快速测量”是单独测量几个选定阀门的首选方法。例如在执行平衡系统控制或检测时。

测量流量

1 根据所需的测量连接测量设备。测量流量功能可以组合测量压差（∆p）、流量和温度。更多连接详细信息在第15页。

2 用  导航至主菜单中的快速测量并按下输入键。

3 用  导航至测量流量并按下输入键。

4 选择性地输入设计流量。用  导航至  并键入给出的末端设计流量。
在测量时，偏差在输入的设计流量旁边以百分比形式给出。

5 定义阀门。用  导航至  并按下输入键。

6 选择类型输入栏并按下输入键。

7 用  导航至所需的阀门类型并按下输入键。

8 继续操作，以相同的方法定义系列和阀门。

9 通过按下功能键完成使阀门设定生效。阀门设定可在测量流量菜单中看到。阀
门尺寸可以在这里轻松修改，用  导航至  并用  切换选项。类型
和系列保持不变。

10 输入阀门开度。用  导航至  并键入手轮上数字读取装置显示的圈数，
更多手轮详细信息在第16页。

11 在  中定义流体。按下输入键并用  导航，以输入流体温度和性质。 
按下输入键。

12 冰点显示在温度输入栏的下方，并且自动纠错功能指示是否超出了容许的限定
值。更多流体详细信息在第34页。

13 按下功能键 ”完成” 使流体定义生效。

14 按下功能键测量以开始测量。

15 校验循环结束后开始测量，将显示压差、流量和温度（仅当温度探头连接时）数值。

16 如果连接了多个温度传感器，切换传感器，方法是用  导航至温度行并按下输入键。一个图标  指示哪个
传感器正在显示温度读数。

17 按下功能键保持以暂停测量，并按下继续以重新开始。

18 保存测量

• 按下功能键保存以存储测量的数据，供将来使用。

• 输入一个执行的测量名称。日期和时间自动添加。

• 如果输入名已被占用，提示重新输入名称。

• 选择性地输入一个描述。

• 按下功能键保存，测量被保存并且测量菜单再次出现。

19 通过退出菜单结束测量，按下  并按照第15页断开测量点。

注意！记住务必始终根据当前测量的系统更新流体性质。!

提示！从测量菜单增加/减少阀门尺寸和阀门圈数的快捷方式–在选中输入栏时按下  。!

快速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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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保存的测量

1 从快速测量主菜单选择查看保存的测量，按下输入键。

2 测量显示在一个列表中，该列表显示参考信息，即输入的名称、测量类型及日期/时间。

3 按下功能键查看以打开选中测量的详细信息。

4 使用功能键删除逐个删除测量。

5 从功能键选项删除所有保存的测量，并用  导航至删除所有快速测量，按下输入键。

调整流量–电脑方法

TA-SCOPE启用了一种用给定的设计流量纠正流量以获得所需末端流量的方法。TA-SCOPE将引导您进行该过程。

1 在测量一个阀门的同时，按下  或功能键选项并用  导航至流量调整（电脑方法），按下输入键。

2 关闭阀门并按下功能键完成。

3 继续测量，并将显示关闭阀门的压差（∆p）。

4 TA-SCOPE自动计算新的手轮位置，以获得设计流量。

5 相应地调整手轮并按下功能键重新计算。

6 如果需要，执行进一步的计算和手轮调整以达到所需的流量。

7 通过按下功能键退出结束调整。

Kv模式适用于非TA品牌的阀门

TA-SCOPE随附了一个最新的TA阀数据库。但也可以对非TA阀进行测量。 
可以使用Kv值，而不是选择TA阀。

1 按下功能键选项，用  导航至切换到Kv模式，按下输入键。

2  显示图标，而不是 ，并且阀门性质不能调整。

3 一旦进入Kv模式，将在Kv模式中继续进行快速测量操作，直至您切回到TA阀模式。

改变单位

TA-SCOPE中的默认单位是根据您的市场自动预设的。然而所有单位都可以根据您的个人偏好进行更改。

1 按下功能键单位以改变任一单位。

2 用  在列表中上下浏览。

3 用  切换备选项，或按下输入键以显示备选项并按下输入键以选择。

4 功能键重置将恢复选中项的默认单位。

5 按下功能键全部重置以设定所有参数的默认单位。

6 通过按下键盘上的功能键退出或  返回到测量菜单。

快速测量

提示！直接从测量菜单轻松改变单位–用  导航至测量行，例如流量，并重复按下  以
切换可用单位。!



TA-SCOPE

20

测量压差（∆p）
1 按照第15页连接测量设备。

2 用  导航至主菜单中的快速测量并按下输入键。

3 用  导航至测量压差并按下输入键。

4 校验循环结束后测量开始，显示压差(Δp)数据。

5 测量数据可以被保存，详见第18项（18页）的流量测量部分。

6 通过退出菜单结束测量，按下  并按照第15页断开测量点。

测量温度

TA-SCOPE启用了三种连接温度传感器的方法。压差传感器有两种连接方法，手持机有一种。 左边的图标为显示
器上的每一行指示数据来自哪个传感器。

1 连接需要的温度传感器。

2 用  导航至主菜单中的快速测量并按下输入键。

3 用  导航至测量温度并按下输入键。

4 温度传感器直接开始测量。

5 如果两个传感器在测量，则显示温差–DT（∆T）。DT（∆T）可被选择性
地设定为隐藏。按下功能键选项。

6 P测量数据可以被保存，详见第18项（18页）的流量测量部分。

7 通过退出菜单结束测量，按下  并从测试点断开温度传感器。

快速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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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率

TA-SCOPE包含一种测量功率的方法。根据回路类型，即可用测量点的数量，该功能以不同方式执行。按照显示
器上的详细指令执行。

1 用  导航至主菜单中的快速测量并按下输入键。

2 用  导航至测量功率并按下输入键。

3 测量配置–给出现有测量设备。

4 给出现有测量点数目。连接测量针和传感器(s)，请参阅第15页。

5 TA-SCOPE自动检查是否按选定的测量配置接对了传感器。

6 如果可以立即进行功率测量，就可按照以下说明来办。如果温度探头或测量点不足以用来作一次性功率测量，
就会显示另一种指令。

7 选择性地输入设计流量。用  导航至  并键入给出的末端设计流量。在测量时，偏差在输入的设计流量
旁边以百分比形式给出。

8 定义阀门。用  导航至  并按下输入键。

9 选择类型输入栏并按下输入键。

10 用  导航至所需的阀门类型并按下输入键。

11 继续操作，以相同的方法定义系列和阀门。

12 通过按下功能键完成使阀门设定生效。阀门设定可在测量流量菜单中看到。阀门尺寸可以在这里轻松修改， 
用  导航至  并用  切换选项。类型和系列保持不变。

13 输入阀门开度。用  导航至  并键入手轮上数字读取装置显示的圈数，更多手轮详细信息在第16页。

14 在  中定义流体。按下输入键并用  导航，以输入流体温度和性质。按下输入键。

15 冰点显示在温度输入栏的下方，并且自动纠错功能指示是否超出了容许的限定值。更多流体详细信息在第34页。

16 按下功能键完成使流体定义生效。

17 按下功能键测量以开始测量。

18 校验循环结束后测量开始，显示功率、流量和温度差数据ΔT。

19 按下功能键保持以暂停测量，并按下继续以重新开始。

20 测量数据可以像“流量”一样被保存，详见第18项（18页）的流量测量部分。

21 通过退出菜单结束测量，按下  并按照第15页断开测量点。

快速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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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测量

DpS-Visio

校准并测量压差及温度

 
短按或长按*
 

*) 始终按着  键将在冲洗动作中持续校准，冲洗动作会在放开  键后停止。 

 
旁通阀打开中 
 
 
 
 
 
 
 
 
 
冲洗及校准 
 
 
 
 
 
 

 

 
 
旁通阀关闭中

测量

不校验测量压差及温度

双击
 
 
 
 
不冲洗不校准直接测量

返回主屏序列

返回主屏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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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系统

功能说明

水力系统易于在HySelect软件中建立和管理，然后下载到TA-SCOPE，请参阅第40页。

“水力系统”具有探测水力系统的功能，并可用于所有TA-SCOPE 选项：快速测量、平衡、问题诊断和数据记录。

可以用此功能建立新系统。在对水力系统进行实际测量后，这些与更新的系统设计和布置可以一起被上传到
HySelect软件。

设计用于手动平衡和带压差控制平衡的系统都可以在水力系统功能中进行管理。

浏览水力系统

1 从主菜单选择水力系统。

2 系统存储在手持机内存中并显示在列表中。如果没有建立或下载过系统， 
则显示无水力系统。

3 选中系统的附加信息显示在显示屏底部。

4 用  选择一个系统并按下输入键或功能键浏览以打开。

5 探测系统 。按下  或输入键以展开/收起不带末端设备的回路  和
带末端设备的回路  结构。

6 按下功能键选项以选择要执行的测量类型，例如测量将启动快速测量操作，
选择平衡以执行系统平衡，选择记录数据以使用系统进行记录。

编辑现有系统

在现场发现TA-SCOPE与初始设计不一致时，可以在TA-SCOPE中修改水力系统。

根据系统选中的等级，可以执行几个不同选项。

1 用  导航至要修改的回路。

2 按下功能键选项。

3 从这里可以进入编辑选项增加回路、剪切、复制、粘贴和删除。

4 增加回路只能在系统的最顶一级和非末端设备回路执行。

5 从选项菜单选择增加回路。确定新回路是带末端设备还是不带末端设备的回路。

6 TA-SCOPE启用回路的几个平衡选项。用  导航至下拉列表中的平衡并按下输入键。用  滚动列表并按下输
入键以选择。关于带压差控制的水力系统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联系您本地的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办事处。

7 按下功能键继续。

8 回路的定义阀门  。先前输入的阀门类型和尺寸是默认设置，用  切换尺寸或按下输入键以打开定义阀门
菜单。

9 对于带末端设备的回路，设计流量  可以输入（可选）。

10 输入增加回路的数量可多次数次复制相同的回路。

11 按下功能键增加。

1 2 3 4 5

水力系统

提示！水力系统中的等级*A和*A.1是不带末端设备的回路。对
于此等级，可以增加带末端设备的回路和不带末端设备的回
路*A.1.1是带末端设备的回路。不可以增加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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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系统

删除系统

可以从水力系统主菜单删除整个系统。

1 用  导航至要删除的系统。

2 按下功能键选项。

3 选择删除并按下输入键。

4 按下功能键是，该系统从列表消失。

5 要删除系统中单独的回路，用  导航至每个回路并逐个删除。

6 打开系统并用  导航至回路。

7 按下功能键选项并选择删除。

建立水力系统

如果没从TA选择软件下载过水力系统，也可以在TA-SCOPE中直接建立一个水力系统。

1 从水力系统主菜单按下功能键“新”（新建）。

2 输入系统名称和描述（可选）。.（点）键用作大写锁定键。要输入一个.（点），则按住该键直到一个.（点）
出现。数字键以相同的方式工作，持续按住可输入一个数字。

3 如果需要，编辑流体设定。用  导航至  并按下输入键，更多流体详细信息在第34页。

4 按下功能键建立，新系统出现在水力系统主菜单显示的列表中。

5 用  选择新系统并按下输入键。

6 给系统增加内容。按下功能键选项并选择  增加回路，按下输入键。

7 如果有末端设备，通过按下输入键在回路带末端设备的框中打勾。

8 TA-SCOPE启用回路的几个平衡选项。用  导航至下拉列表中的平衡并按下输入键。用  滚动列表并按下
输入键以选择。关于带压差控制阀的水力系统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联系您本地的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办
事处。

9 按下功能键继续。

10 回路的定义阀门 。先前输入的阀门类型和尺寸是默认设置，用  切换尺寸或按下输入键以打开定义阀门
菜单。

11 对于带末端设备的回路，设计流量  可以输入（可选）。

12 输入增加的回路数量。

13 按下功能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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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

功能说明

平衡是TA-SCOPE中的一个主要功能。这是一个系统方法，用以确保水力系统按照设计师的要求来运行,以达到能
耗最省的情况下,实现所需的室内环境。

TA诊断法和TA无线法提供整个水力系统的概览，贯通整个系统的每个阀门，每个模块。容易遵循的分步指令显
示在TA-SCOPE上。

平衡既可以在TA 软件上建立并下载的“水力系统”中执行，也可以在用您的TA-SCOPE现场定义的模块上执行。

平衡前提条件

在开始平衡过程前，应确保满足几个重要的系统要求。

• 变频水泵工作在最高速（平衡后将优化水泵设定点）。

• 模块内控制阀全部打开。

• 合作阀全部打开。

• 模块内的平衡阀全部设定在50%开度或者计算的预设位置 (可选用TA无线方法)。

• 冷却系统中的介质/液体温度正确。

用TA诊断法来平衡水力网络

TA诊断法是由TA平衡法演变而来。TA诊断法为整个水力系统提供各个模块阀门手轮设置的自动计算，以确保每个
末端设备均达到设计流量。它还提供一个Dp地图，用来作水力模块故障的定位和诊断。

在平衡一个预定义的水力系统时，可以从平衡功能开始，如下所述，或者直接从功能水力系统开始，请参阅第23页。 
方法和需要的操作则是相同的。 

1 从主菜单选择  平衡，按下输入键。

2 如果需要，用平衡误差调整设计工况下可接受的流量偏差（也可在设定菜单
中进行，请参阅第37页）。

3 选择TA诊断法。按下输入键。

4 显示出来TA诊断法的一般描述。显示关闭阀门的数值。按下功能键继续。

5 显示一个存储在您的TA-SCOPE中的下拉列表。用  导航至所需的系统并按下输入键。如果没有存储过“水力
系统”，唯一可用的选项是新水力系统。

6 选择一个既有模块，按下输入键。

7 选择的系统出现在显示器上。用  展开系统并用  导航至应该开始平衡的模块。

8 确保已满足列表中显示的必要的平衡前提条件，按下功能键继续。

9 选项列表出现在显示屏上。选择执行平衡，然后按输入键。

10 所选模块出现在显示屏上。导航  至要测量的第一个阀门，然后按输入键。

11 将测量设备连接到您想要测量的第一个阀门，关于连接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5页。

12 显示系统性质，包括所选阀门的设计流量、阀门类型和阀门开度。

13 按下功能键测量。

14 校验循环结束后测量开始，显示当前连接阀门的数值。

15 按下功能键继续。

16 关闭阀门，然后按下功能键完成。

17 显示关闭阀门的数值。按下功能键继续。

18 按显示重开阀门到之前位置，并按下功能键继续。

19 所选模块出现在显示屏上。导航  至要测量的下一个阀门。按功能键测量并从第11项开始重复该过程。

平衡

提示！在TA诊断法，阀门可以以任何顺序测量，但必须按照正确的顺序编号，从模块入口处开始
编号为1，朝模块末端方向各个阀门的编号以1为增量逐个递增。!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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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

20 继续测量模块中所有的阀门，直到它们全部打上绿色勾号。按照上述顺序和显示器上的指令执行。要检查模块
中阀门的当前状态，从选项菜单按下查看测量数据。

21 在所选模块中的所有阀门都已测量后，从选项菜单选择计算。

22 模块中的诊断压差（Dp）表显示在屏幕上。诊断压差是所有回路在设计流量下，每个回路和输配管段（供水+回
水）的情况。

23 如果已从HySelect软件加载了经计算的水力管网，则在诊断表中进行导航  ，以便将确诊值与设计差压
(Dp)相比较。按功能键继续。

24 模块中各阀门的计算设定显示在一个列表中，相应地调整阀门。

25 对水力系统中的每个模块重复上述平衡过程（第6-24条）。

26 要验证平衡过程的完整性，应该对每个阀门执行一次控制测量。

27 从控制测量收集的数据可以上传到TA选择软件并用于平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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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TA无线法来平衡水力网络

TA无线法运用无线技术和以两个Dp传感器同时进行测量的方法来平衡水力管网，这就可以尽量减少访问每个平
衡阀的次数。

平衡一个预定义的水力网络时，可以从平衡功能开始行动，如下所述，也可以直接从水力网络功能开始行对，
见第23页。方法和所需行动则相同。

1 从主菜单选择  平衡，按下输入键。

2 如果需要，用平衡误差调整设计工况下可接受的流量偏差（也可在设定菜单中进行，请参阅第37页）。

3 选择TA无线法。按下输入键。

4 TA无线法的一般描述会显示出来。显示关闭阀门的数值。按下功能键继续。

5 显示一个存储在您的TA-SCOPE中的下拉列表。用  导航至所需的系统并按下输入键。如果没有存储过“水
力系统”，唯一可用的选项是新水力系统。

6 选择一个既有模块，按下输入键。

7 选择的系统出现在显示器上。用  展开系统并用  导航至应该开始平衡的模块。

8 确保已满足列表中显示的必要的平衡前提条件，按下功能键继续。

9 选项列表出现在显示屏上。选择执行平衡，然后按输入键。

10 所选模块出现在显示屏上。一个带箭头的蓝色圆圈表明应当以参考阀(最后一个阀)来开始。导航  至参考
阀，然后按功能键测量。

11 请阅读所显示指示信息，把2号Dp传感器连接至最后一个阀门，见第15页上有关
连接的详情。按功能键继续。

12 校验循环结束后开始测量，最近测量阀门的数值会被显示在屏幕的右上方。调
节阀门开度至屏幕显示数值。此设置由TA-SCOPE计算出来，以便确保以最小压降
来达到平衡。可以从选项菜单上选择阀门设置解锁，借以开锁设置。按功能键继
续。

13 阅读显示出来的指示，把1号Dp传感器连接至“上游”阀。按功能键继续。

14 模块出现在显示屏上。参考阀上标有绿色记号和一个带箭头的蓝色圆圈，表明
上游阀是下一个要衡量的阀。按功能键测量。

15 校验循环结束后开始测量。来自两个Dp传感器的数值并排显示在屏幕上部。

16 调整和输入阀门的设置，直至显示流量百分比相等为止。另外，也可以按功能
键调整，这就会启动计算机辅助测量过程，以达到相等的流量百分比。流量百
分比相等时，按功能键继续。

17 模块出现在显示屏上。参考阀和上游阀标有绿色打勾标记，而带箭头的蓝色圆
圈表明下一个要测量的阀门。按功能键测量，重复以上项目15所述过程。

提示！在开始用TA无线法来进行平衡之前，要确保具备两个Dp传感器，而TA-SCOPE则设于双
Dp传感器模式，见第37页上的”无线信号”。!

提示！TA无线法总是一开始就在具备2号Dp传感器的模块最后一个阀上进行测量。 
此阀称为参考阀。!
提示！模块中阀门的编号必须遵循正确的顺序，在模块的入口从1开始，每次轮到下一个
阀门就递增1，直到模块的末尾。!

平衡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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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继续测量模块里的所有阀门，直到它们都标有绿色打勾标记为止。按照上述顺序以及显示屏上的指示来做。

19 测量和调整所选模块里的所有阀门后，信息屏幕就会显示出来，说明如何完成模块的平衡。按功能键继续。

20 让Dp传感器1和2留在原处，测量和调整合作阀，直到两个Dp传感器测量出100%的流量百分比为止。按功能键保存。 
模块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阀门所获得的的流量就会存储在内存中。

21 要验证平衡过程是否完整，应进行对模块其他阀门的对照测量。

22 从已存测量而收集的数据可以上传到HySelect软件，用于平衡报告。

修改或定义新模块

当在现场并对一个水力系统执行平衡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从初始设计发生的改变。功能“一个新模块”使您能
够将模块增加到TA-SCOPE中的水力系统。

1 从主菜单选择  平衡，按下输入键。

2 如果需要，用选项平衡误差调整设计工况下可接受的流量偏差（也可在设定菜单中进行，请参阅第37页）。

3 选择TA诊断法或者TA无线法。按下输入键。

4 用  导航至一个新模块，按下输入键。

5 输入增加到模块的回路数量。

6 如果模块中不包含合作阀，去掉有合作阀方框中的勾号。

7 如果需要，调整选项最不利回路平衡阀最小Dp，这在默认情况下被设定为市场标准值。

8 按下功能键继续。

9 定义系统性质，包括新模块中阀门的设计流量、阀门类型和阀门开度。按下功能键继续。

10 显示现有水力系统的列表，并且可以将新模块插入到其中一个中。用  导航至所需的系统并按下输入键。

11 系统将显示为一个可展开的结构。按下  或输入键以展开/收起系统。用  导航至正确的新模块等级， 
按下输入键以插入。

12 依您自己的喜好输入一个模块名称或使用自动命名功能，方法是在方框自动内打勾，并在该方框被选中时按下
输入键。

13 或者可以为新模块建立一个单独的系统。而不是选择一个既有系统，输入之前没有用过的系统名称。也可为模
块命名，输入一个名称或使用自动功能。

14 按下功能键继续以开始平衡新模块中的阀门。

15 按照“用TA诊断法来平衡水力网络”中所述来继续平衡过程，项目8(第25页)至末尾，或者按照“用TA无线法来
平衡水力网络”中所述来继续平衡过程，项目8(第27页)至末尾。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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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诊断

功能说明

故障诊断是要测量相关的水力数据，以推断产生水力故障的来源。这是TA-SCOPE所提供的一个关键功能。

TA诊断法是由有名的TA平衡法演变而来，可以让你了解系统内逐个阀门，逐个模块的情况。TA-SCOPE上可显示
出易于遵循的每一步操作的指导。TA诊断法可以提供一个Dp地图，用来锁定并诊断每个使用过此方法的模块中
诊断出的故障。

TA-SCOPE中还有软件向导，可以让您一步步进行水力回路故障和错误的诊断过程。

用TA诊断法来诊断水力网络

TA诊断法是一种平衡和诊断的方法，可以从主菜单的故障诊断或平衡等菜单来启动，详见第25页。该方法和所
要求的行动是一致的。

使用回路所需Dp故障诊断向导

若回路不能获得设计流量，要使用该向导。根据两次测量的结果，可以确定为达到设计流量，回路所需的压差
（Dp）。所需设备为回路的流量测量阀并可安装在供水或者回水侧，并在另一侧安装一个测量点。

1 在主菜单  上选择故障排除。按输入键。

2 在主菜单  上选择线路中所需Dp。按输入键。

3 确保列在屏幕上所要求的设备已装在回路上，按功能键继续。

4 按照屏幕上所示连接Dp传感器。请注意，需要在下一步骤调整阀门设
定，以达到通常在3千帕的最低Dp。按功能键继续。

5 现在处于测量流量的屏幕之上，要改变阀门类型和直径，输入阀门设置，
定义流体。采取第18页测量流量部分所述步骤4至14。

6 校验循环结束后开始测量，将显示压差（Dp）、流量和温度（仅当温度探头连接时）数值。

7 相应地调整和输入阀门开度，直到在阀中获得3千帕以上的压力为止。按功能键继续。

8 按照屏幕上所述来连接Dp传感器，以便测量回路目前的差压(Dp)。 
按功能键继续。

9 校验循环结束后开始测量，显示压差（Dp）数值。按功能键继续。

10 排除故障的数据会显示出来。线路上所测Dp和所测流量就是刚才所做的
两种测量。线路上所要求的Dp就是为了能够达到输入设计流量而在线路
上所要求的差压Dp。可以输入另一个设计流量，以检查线路上所要求的
相应差压。

问题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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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

数据记录

功能说明

数据记录用来研究预定时段内的系统性能波动。可以记录流量、压差（∆p）、温度和功率。

将压差传感器连接到阀门，然后准备收集系统数据。在预先确定的时间段内，压差传感器可以留在现场以记录
测量值。当测量期结束后，存储的数据可供下载到手持机。

可以从水力系统中定义的一个阀门或自由选择的一个单独阀门执行记录。

开始新记录

1 根据要执行的记录连接测量设备。例如，对于流量和温度记录， 
需要压差传感器和一个温度传感器。连接详细信息在第15页。

2 用  导航至主菜单中的数据记录，按下输入键。

3 选择开始新记录，按下输入键。

4 用  导航至要执行的测量类型，例如流量和温度记录，按下输入键。

5 可用的传感器及其状态和连接显示在一个列表中。附加详细信息和指导显示在
列表下方。记录中未使用的项目为灰色，且不可选择。

6 用  导航至需要的传感器并按下输入键以选择。重复该步骤直到所有需要
的传感器都已选择。

7 选择状态由列表中传感器名称前面的一个图标， ，  或  指示。

8 按下功能键继续以进入到阀门设定。

9 在记录流量，压差（∆p）或功率时，需要校准。

10 After the calibration cycle is done enter valve and fluid 
preferences for the valve to be logged. 

11 如果记录从水力系统功能开始，请参阅第23页，系统行处于激活状态并且显示
回路名称。

12 如果阀门没有连接到水力系统，系统行将显示未定义。

  记录选项

类型 缩写 需要的传感器

流量记录 q DpS-Visio

压差记录 Dp（∆p） DpS-Visio

温度记录 T 1 SPTP 或 1 DTS
连接至DpS-Visio

温差记录 DT（∆T） 1 SPTP + 1 DTS (或 2 DTS)
连接至DpS-Visio

功率记录 P DpS-Visio 和1 SPTP + 1 DTS 或 DpS-Visio 和2 DTS

流量和温度记录 q、T DpS-Visio 和1 SPTP 或 DpS-Visio 和1 DTS

压差和温度记录 Dp（∆p）、T DpS-Visio 和1 SPTP 或 DpS-Visio 和1 D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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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对于非TA阀，按下功能键选项，选择切换到Kv模式并按下输入键。 
输入关于阀门的信息。

14 按下功能键继续以进一步设定记录。

15 参考名称在默认情况下为“Log”，后面是随存储的记录数量而递增的一个数字。 
可选；输入一个您自己喜爱的参考名称。

16 设定记录的开始日期和开始时间。

17 设定要测量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间隔时间可在3到240秒的范围内选择。

18 确定记录的长度，它受屏幕上显示的压差传感器剩余内存和电池蓄电量的限
制。

19 通过清除旧的记录释放内存。按下功能键选项并选择内存中记录列表， 
按下输入键。

20 显示一个记录列表和占用的内存。按下功能键删除以删除一个选中的记录，
或按下全部删除以清除整个内存。

21 按下功能键完成以返回到记录参数选择。

22 编辑任一参数，方法是按下功能键选项进行选择，或用  导航至选择项，按下输入键并用  调整设定。
按下输入键。

23 按下功能键保存，将按相应地设定执行记录。

24 在阀门上保持开启压差传感器以进行记录。它将在测量间隔期间自动进入休眠模式，以最大程度减少电池耗电量。

25 在记录完成后，拿起压差传感器。

下载记录

在记录完成后，就可以将数据从压差传感器下载到手持机进行查看并上传到PC进行进一步分析。

1 确保手持机和压差传感器之间的无线或电缆通讯已建立。

2 从数据记录主菜单选择从压差传感器中下载记录。

3 压差传感器的状态显示并且可能是：

• 可用–记录完成并准备好下载

• 记录正在进行中–正执行记录

• 记录编程完成–压差传感器准备好执行记录

4 按下功能键查看以显示存储在压差传感器中的记录。

5 用  导航至您想要下载的记录。

6 按下功能键下载以开始。在下载期间，您可以选择下载完成后要删除的选项。

查看记录

用功能键查看手持中的记录存储并调出记录的数据。可以查看图形数据或以几种不同方式列出的数据。 
从主菜单选择数据记录，按下输入键。

1 用  导航至查看手持中的记录，按下输入键。

2 用  导航至首选记录，按下功能键查看。

3 显示记录概要。

4 按下功能键选项并用  选择显示数据备选项。

• 查看记录数据–列出的测量点有各自的时间和数值显示。

• 用导航  键逐页滚动列表，每页可显示六个项目。按下功能键选项，可选择移动到列表最末端或最上端，
还可改变测量数据的单位。

• 查看记录图表–测量数据显示为图形。

• 用导航键  放大/缩小。用导航键  向右/左滚动。按下功能键跟踪以逐步查看记录的数据。 
一条垂直的黑线指示测量点和数据显示在图形下面。用  移动跟踪线。按下功能键无跟踪结束。

• 查看记录统计–概览记录期间每类数据的最大和最小测量点。

5 按下功能键单位以改变任一测量单位。

数据记录

提示！在记录进行期间，可以下载记录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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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

日志 – DpS-Visio

 

日志录入进程(等待连接时以  符号代替） 

已使用时间/预计总时间

时间步长

最近录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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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功能

支持功能概述

除了水力功能之外，TA-SCOPE还有另几个功能支持这些。

流体–设置待探测和诊断系统中的流体。水是水力系统中最常见的流体，但加入不同添加剂的水也可以
用TA-SCOPE来处理。

水力计算–根据流量、压差（∆p）、Kv值、功率和温差（∆T）之间的关系进行计算。设计水力系统
时，此功能也为管道和阀门选择提供了指导，并可进行单位转换。

设定–管理有关仪器的调整和来自设定功能的信息显示。

信息–显示信息，如软件版本、上次校准以及连接手持机、压差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时的电池详细信息。

 

支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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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

流体

功能说明

此功能控制待测量和平衡系统中的流体设定。在输入定义时，也可以从测量菜单执行流体调整，寻找  图标。

无论执行哪个菜单的流体设定，在那个时刻它们都会对TA-SCOPE中的所有当前活动产生影响。

水是水力系统中最常见的流体，但加入各种添加剂的水也可以用TA-SCOPE处理。自动粘度纠错对所有TA阀执
行。

改变流体

1 从主菜单选择 ，按下输入键。

2 用  导航至第二个输入栏，并通过按下输入键展开。

3 用  选择需要的流体类型，按下输入键。最常见的类型，如乙二醇、浓盐
水和酒精，都可从下拉列表选择。

4 对于选项任何其它流体，密度、粘度和比热都需要设定。按下功能键性质并定
义流体。

5 对于流体，乙二醇、浓盐水和酒精，也要以百分比设定添加剂和浓度。

6 最顶端的输入栏用于输入流体温度。指明了冰点。

7 完毕时按下功能键完成。

提示！自动纠错功能防止输入过高或过低的温度值和添加剂浓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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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计算

功能说明

根据流量、压差（∆p）、Kv值、功率和温差（∆T）之间的关系很容易进行水力计算。

设计水力系统时，此功能还为管道和阀门选择提供指导，并且可以进行单位转换。

TA-SCOPE中的水力计算提供了与HyTools相同的功能，这源于计算光盘（平衡列线图/红色光盘）。

计算流量-Kv-压降（∆p）

计算功率-流量-温差（∆T）

计算流量-阀门开度-压降（∆p）

计算流量/Kv/压降（∆p）/功率/温差（∆T）
1 从主菜单选择  水力计算，按下输入键。

2 选择  计算选项：

计算流量-Kv-压降（∆p）

计算功率-流量-温差（∆T）

3 从计算下拉列表中选择要计算的变量，按下输入键以显示或用 . 切换列表。

4 输入另外两个变量值。

5 结果自动显示。

6 切换到另一个变量计算，按下功能键  或  或 。

7 通过按下功能键退出返回到水力计算主菜单。

计算阀门开度

1 用  选择计算阀门开度（红色光盘），按下输入键。

2 从计算下拉列表中选择设定。

3 输入流量和压差（∆p）值。

4 从下拉列表选择阀门尺寸，按下输入键。

5 从下拉列表定义阀门类型，按下输入键。

6 结果自动显示。

7 切换到另一个变量计算，按下功能键  或  或 。

8 通过按下功能键退出返回到水力计算主菜单。

推荐管道尺寸

1 用  导航至选择管道，按下输入键。

2 输入流量。

3 选择管道类型，用  切换选项或按下输入键以打开下拉列表。

4 计算的管道列表自动显示。

5 最佳的管道尺寸由一个绿色箭头指示。

6 用  滚动列表。

7 每个管道的线性压降和流速显示。

8 切换到选择阀门，按下功能键 。

9 通过按下功能键退出返回到水力计算主菜单。

水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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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计算

推荐阀门尺寸

1 用  导航至选择阀门，按下输入键。

2 输入流量。

3 选择阀门类型，用  切换选项或按下输入键以打开下拉列表。

4 计算的阀门列表自动显示。

5 最佳的阀门尺寸由一个绿色箭头指示。

6 用  滚动列表。

7 根据阀门类型，列表也显示不同阀门开度下的两个压差（∆p）选项。

8 切换到选择管道，按下功能键 。

9 通过按下功能键退出返回到水力计算主菜单。

单位转换

1 用  导航至单位转换，按下输入键。

2 选择转换变量，用  切换选项或按下输入键以打开下拉列表。

3 根据所需的转换设定单位。

4 在其中一个数值栏中输入数值时，转换后的数值显示在另一个数值栏中。

5 通过按下功能键退出返回到水力计算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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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

功能说明 (手持机)

在设定菜单中，可以进行仪器和信息表述的自定义调整。

无线信号

复选框用于两个Dp传感器开关(On/Off)的模式。此模式允许使用新的TA无线平衡
法来同时用两个Dp传感器进行测量。

可用的Dp传感器、其无线状态和MAC地址都在列表中显示出来。如果在选项菜单
中选择了显示Dp归档，先前连接至的项目会以灰色显示。

如果首次与手持仪器一起使用Dp传感器，就需要将二者用电缆连接配对。 
见第14页上的无线通信部分。

在选项菜单中选择禁用所有无线电以关闭所有无线电通信。选择启用Hh无线电以
便把手持仪器无线信号恢复为接通。重新接通无线信号时，每个单元都必须用电
缆连接才能重新建立联系。一旦在列表中可以看见 ，就要断开电缆以开始无
线通信。

为了用任选TA-SCOPE中继器配置远距离传输，要在选项菜单中选择配置中继器。
软件向导会一步步说明配置过程。选项添加中间继电器)允许把更多的中间继电
器加入现有的中继器配置。

技术参数

除了默认设定，可以显示更广范围内的TA阀，例如阀门已停产。阀门和管道的
高级技术参数也可以自定义。

单位

在交货之前，显示单位根据您的市场自动正确设定，但也可以在菜单中自定义。
在操作期间，也可以在测量菜单中直接更改查看的单位。在TA-SCOPE功能范围内，
将保持更新后的单位。单位菜单中的“全部重置”将恢复市场专用的标准设定。

节电

调整显示器背光强度以及屏幕调暗、休眠模式和关闭的时间限制。

设备名称

每个手持机和压差传感器都可以自定义命名。这对于配备多套TA-SCOPE仪器的
公司可能特别有用。任何手持机和压差传感器都可以无线配对。通过选择一个
压差传感器执行连接的过程（请参阅第15页）在任意两个单元之间建立通讯。

语言和格式

选择显示文字的语言，设定日期、时间和十进制外观的格式。

按键音

在两个不同等级或关闭之间设定按键音音量。

日期和时间

设定日期和时间。时间显示在手持单元的信息栏上。

信息

启用/禁用信息显示。这可以逐条信息的完成。

恢复出厂设定

将所有参数重置到出厂设定值。所有测量和记录的数据也被删除。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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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

设定菜单 (DpS-Visio)

在设定菜单中，可对DpS-Visio的用户偏好设置及信息显示方式进行调整。 

长按以打开设定菜单 
长按以关闭设定菜单 
短按 - 切换至下一屏 

 

 
箭头按键用于变更设定

 
 

设定打开

 

 

 
 
 
 

压差过滤开/关 
 
 
 
 
 
 
 

调节显示亮度级别 
 
 
 
 
 
 
 
 
 
变更自动息屏时间

变更压差测量单位  
 
 
 
 
 
 

 

 

变更温度单位 
 
 

 

 
 
 
 

 

通信开/关 
 
 
 
 
 
 

 

 

长按  退出设定菜单



TA-SCOPE

39

信息

信息

功能说明

信息菜单显示手持机和所有可用传感器的基本系统详细信息，包括：

• 可用电池蓄电量

• 当前软件版本和上次更新的日期。

• TA阀的数据库区域和版本及其它IMI Hydronic Engineering信息。

• 压差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的上次校准。如果显示为红色，则校准超过1年并且
需要重新校准。

• 压力补偿电压

提示！在您就有关TA-SCOPE仪器的疑问联系IMI Hydronic Engineering时，信息详情会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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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通讯

数据传送

将TA-SCOPE连接到您的PC以传送数据，例如来回传输于TA选择软件的水力系统和收集系统的信息。

使用USB电缆将手持机连接到一台PC，TA选择软件将自动连接到TA-SCOPE。只需按照PC上的说明执行即可。

软件升级

当新版TA-SCOPE 软件可用时，TA-选择软件将自动建议升级。 仅需按图示连接您的手持机和DpS-Visio并按照
PC的提示操作。

PC 通讯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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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保养和维修

保养和贮藏建议

• TA-SCOPE可以用湿布及温和清洁剂来清洗。

• 有冰冻危险时（如冬天在汽车内），切勿在压差传感器内留下水分！

• 不要暴露于极端温度，如果在火中处理，电池可能会爆炸。

• 储藏室温不可超过60℃。

• 非本手册限定范围内的其他应用可能会导致设备或使用人员损伤。 

电池–蓄电量和充电

交货时，TA-SCOPE处于电池部分充满状态并准备好立即开始平衡。无论何时建立通讯，手持机上的信息栏都会
显示手持机和压差传感器的电池状态。

可以用多通充电器给手持仪器、Dp传感器同时充电。 
TA-SCOPE交付时附有一个多功能充电器和2充电线（如用于多功能充电器和手持机之间的电线）。每个额外的
TA-SCOPE（Dps）都会配一充电线。

安装在TA-SCOPE中的电池专门为此用途设计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动。如果您
发现任何电池问题，请联系您当地的IMI Hydronic Engineering营业部。

从电池蓄电量为空到充足电所需的时间约为六至七小时，并提供多达三个完整工作
日的无线性能。

手持机和DpS-Visio在连接至PC进行数据传输和升级时也会进行充电，见第40页。

充电——操作指南

（选择正确的插头图A）

1.将多功能充电器连接至墙壁插座，等待指示灯显示为
绿色。

2.将设备插入USB插头。

仪器保养和维修

提示！使电池蓄电量增至最大限度，方法是调整背光设定、休眠模式时间和关闭时间。 
节电从设定菜单查找选项。!

警告！不要打开仪器。这会损坏仪器并导致您的保修无效！关于进一步信息，请参阅第43页。!

警告！手持机和压差传感器都包含需要充电的电池。必须使用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提
供的多通充电器！!

A

正确

 
 
 
 
 
 

不正确

注意! (多用充电器)

1. 请勿弯曲插座的叶片或针脚
2. 如果有任何奇怪的声音，烟或气味，立刻断开电线
3. 请勿私自拆卸（可能会引起火灾或触电）
4. 请勿将任何尖锐物品放入排气孔（可能会引起火灾或触电）
5. 确保牢固地插入多功能充电器
6. 确保不要使用损坏的电线（可能会引起火灾或触电）
7. 请勿将多功能充电器放在床上，包上或者放在不透风的柜子里
8. 务必用柔软的布来擦拭多功能充电器，请勿使用湿布（水可能会导致触电）
9. 保持电源插座和插头清洁（污垢可能会引起短路和火灾）
10. 请将产品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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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传感器电池指示灯

DpS-Visio装有一个可常亮或闪烁的LED灯，根据电池状态和剩余电量显示绿色、橘黄色或红色。

红色灯光 剩余不到30%的电池蓄电量

橙色灯光 剩余不到70%的电池蓄电量

绿色灯光 剩余70%以上的电池蓄电量

固定灯光 充电完成

灯光闪烁1秒 充电中

灯光闪烁2秒 在使用电池或压差传感器被连接到手持机以使用额外电源

灯光闪烁9秒
(仅用于Dp传感器) 压差传感器处于休眠模式，同时记录在进行中。按住  1秒以重新激活压差传感器。

过滤器清洁

测量软管中的过滤器保护压差传感器免受水力系统内流体运行中的灰尘和颗粒污染。

过滤器的损耗取决于使用情况，需要时进行更换以保持最佳精度。一套备用过滤器随TA-SCOPE一起交付并且也
可作为附件订购。

经常清洁过滤器，最好在每次使用后。

用扳手拆下过滤器支架（1）过滤器（2）O型环（3）松开并清洗/替换过滤器。

校准证书

经交货核查之后发出TA-SCOPE压差传感器和数字温度传感器的校准证书。所用设备符合按照ISO 9001或相等标
准而制订的国家标准。

校准频率取决于仪器的使用情况和企业标准的要求。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建议定期校准压差传感器和数
字温度传感器，每年校准一次，以确保最佳性能。

仪器保养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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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TA-SCOPE保证在正常使用和维修条件下无材料或性能方面的缺陷。保用期为两年，从交货之日算起并包括交货之
日。维修和售后服务的保证期为365天。

此保证仅适用于原购买者，不包括消耗性材料或被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认为使用错误、保养不周或因意外
或使用、操作不当而导致损坏的测量仪器。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保证其软件在各个主要方面均能按照性能规
格运行。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恕不保证其软件完美无缺，也不保证其软件运行时不出故障。

就保证而言，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在保用期间的责任仅限于酌情全数退还购买金额或者免费维修或更换已
交给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授权的维修中心的那些不合格产品。如果要求在保用期内维修产品，即请就
近与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授权的维修中心接洽，或将产品寄送到最近的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
司授权维修中心，邮费已付（FOB），加上保险，并附上故障说明。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对运输过程
中的损坏恕不承担责任。产品在保用期内修好之后会寄回给购买者，邮费已付（FOB）。

如果IMI Hydronic Engineering公司认为故障系因使用错误、擅自修改、发生意外或使用、操作不当所致，则将
估计修理费用，征得同意之后才着手修理。产品修好之后会寄回给客户，然后客户会受收到催交修理费及垫付邮
费（FOB）的发票。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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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通知和ETL标志
TA-SCOPE符合FCC条例第15部分。操作符合下面两个条件：（1）本设备不会造成有害干扰；（2）本设备必须接
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作的干扰。

本设备已经过测试，并且根据FCC条例第15部分，证实符合B类数字设备的限制。这些限制旨在提供合理的保
护，防止在住宅区安装时产生有害干扰。本设备产生、使用并可能辐射无线电射频能量，如果不按照说明书安
装和使用，可能对无线电通讯造成有害干扰。然而，这不能保证在特定的安装条件下就不会发生干扰。如果本
设备确实对电台和电视接收造成有害干扰（可通过关闭和开启设备以确定），鼓励用户尝试通过以下一个或多
个措施来纠正：

• 重新确定接收天线的方向或位置。

• 增加设备和接收机之间的间距。

• 将设备连接到一个不同于接收机所连接电路的插座上。

• 咨询经销商或一位有经验的无线电/电视技师以获得帮助。

ETL列名： 
符合UL标准61010-1： 
通过CSA标准C22.2 No.61010-1的认证

FCC通知和ETL标志

注意！未经符合性责任方明确许可而进行的变更或修改，可能会导致用户失去操作此设备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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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范围
总压力

–TA-SCOPE.................................最大1600千帕
–TA-SCOPE HP..............................最大2500千帕
压差
–TA-SCOPE....................................0-500千帕
–TA-SCOPE HP................................0-1000千帕
流量测量期间的推荐压力范围
–TA-SCOPE....................................1-500千帕
–TA-SCOPE HP................................3-1000千帕
液体介质温度测量..........................-20–+120 °C

测量偏差
压差
–TA-SCOPE.................. 0.1千帕或1%的读数，取最大值
–TA-SCOPE HP............... 0.2千帕或1%的读数，取最大值
流量............................情形与压差 + 阀误差相同
温度...........................................<0.2 °C

电池蓄电量、运行时间及充电时间
手持单元电池，蓄电量.........................4400毫安时
–运行时间（背光点亮）..........................>25小时
–充电充足时间..................................6-7小时
压差传感器单元电池，蓄电量...................1400毫安时
–运行时间（连续测量）..........................>25小时
–充电充足时间..................................2.5小时
记录时间（休眠模式）.............................>100天

环境温度
操作期间.....................................0–+40 °C
充电期间.....................................0–+40 °C
贮藏期间*）................................-20–+60 °C
*）有冰冻危险时，在传感器内不可留有水分。

湿度
环境湿度................................最高90%相对湿度

密封
手持单元（无线模式）..............................IP 64
压差传感器DpS-Visio（无线模式）...................IP 64
安全压力和温度探头................................IP 65
数字温度传感器....................................IP 65

IP6X = 防尘 
IPX4 = 防泼溅水
IPX5 = 防射流水

尺寸/重量
手持单元............................205x96x29 mm，365 g
压差传感器DpS-Visio................120x120x56 mm, 630 g

显示器
手持单元
–尺寸............................................3.5”
–点数..........................................320x240
–液晶显示器类型....................................TFT
–颜色....................................262K（24BIT）
–背光...................................白色发光二极管
DpS-Visio
–尺寸............................................1.5”
–点数..........................................128x128
–液晶显示器类型...................................OLED
–颜色.............................................265K
 

数据存储
测量数据存储................................>2000个阀门
数据记录（3通道）.....................3 x 40000个测量值

无线
无线（在手持仪器和Dp传感器之间，2.4千兆赫） 
露天空间范围...................................大约70 m
室内范围....................................大约20-30 m

多通充电器
输入电压....................................100-240 VAC
输入频率.......................................50-60 Hz
输出电压..........................................5 VDC
输出电流........................................6800 mA 
连接器................................EU，UK，US，AU/NZ

 

技术参数生效的最高海拔高度为2000米

技术规格

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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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S-Visio (压差传感器)

包括：测量软管，500mm x2，标示环 x2，安全压力探针（SPP）x2，个充电电缆 x1

0-500千帕（标准） 52 199-971
0-1000千帕（HP，高压） 52 199-972

 

数字温度传感器（DTS）

 52 199-941

数字温度传感器的延长电缆

长度5 m 52 199-994

安全探头

安全压力探头(SPP) 52 199-951

安全压力/温度探头(SPTP) 52 199-952

电缆包装

使SPTP电缆和软管保持在一起 310 355-01

多通充电器

带4个USB插头。不含充电线 311 100-01

电线

连接或充电: 
 
手持机 - 多通充电器 310 397-02 
 
 
 
手持机 - DpS-Visio / PC - DpS-Visio / DpS-Visio - 多通充电器 310 278-02

手持机 - PC / 手持机 - DpS (至08.2017) 310 278-01 

标识环

当使用TA无线法时使用“DpS 1”和“Dps 2”来标识两台压差传感器。可安装于测量软管上。

DpS 1 310 399-01
DpS 2 310 399-02

附件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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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软管

500 mm，红色，带关断阀 52 199-995
500 mm，蓝色，带关断阀 52 199-996
3 m，红色，带关断阀 52 199-997
3 m，蓝色，带关断阀 52 199-998

500 mm，红色，带有测量针，角型 311 074-61
500 mm，蓝色，带有测量针，角型 311 074-60

500 mm，红色 52 199-953
500 mm，蓝色 52 199-954

150 mm，带双头针 52 199-999

备用过滤器

用于测量软管 
 
过滤器，1件（→09.2018） 309 206-01

 
过滤器+O型环，4件（10.2018→） 311 062-62

测量针，角型

适用于52 199-995 – -998的软管 
  307 635-62

夹具

夹具，红色用于旧阀和 TA-BVS 309 748-60
夹具，蓝色用于旧阀和 TA-BVS 309 748-61

测量接套

连接螺纹1/2” 52 197-303
连接螺纹3/4” 52 197-304

60 mm 延长件 52 179-006 

扳手

测量点扳手，较旧的阀门 52 187-004

内六方扳手3 mm，平衡用 52 187-103
内六方扳手5 mm，排放用 52 187-105

附件

→ 09.2018

10.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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