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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包装和零件标识

小心地从集装箱上卸下仪器和附件。根据下面的部件列表检查各个
部件。如果有任何东西丢失或损坏，请立即通知TSI。

1. 仪器箱

2. 仪器

3. USB电缆

4. 带下载软件的CD-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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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设置

为叶轮风速仪LCA501提供电源

叶轮风速仪LCA501由四节5号的AA电池供电。

安装电池

插入四个AA电池。LCA501被设计为使用碱性或镍氢可充电电池，
尽管它不会为镍氢电池充电。如果使用镍氢电池，电池寿命将会
更短。由于电池有酸泄漏的危险，不建议使用碳锌电池。

连接手柄

要连接手柄，请将手柄插入旋转叶片头的底部，直至固定。使用
后拆下手柄，以防止损坏头部或手柄。

使用可选的交流适配器

使用交流适配器时，将绕过电池（如果安装）。确保提供正确的
电压和频率，这是标记在交流适配器的背面。交流电适配器将不
会给电池充电。

使用可选的关节扩展名

铰接延伸允许您固定叶片头在几乎任何角度。在连接了铰接式延
伸部分后，您可以拧下旋转调整螺栓，并调整肘部的角度。然后，
您可以通过从手柄部分松开头部并并用位于叶片头下方的滚球旋
钮拧紧头部来调整头部的枢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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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可选的风罩套件

小型风量罩是一种快速和准确的方法，以最大化您的100毫米（4英
寸）的有效性。旋转叶片风速计，将其变成一个风量平衡工具。套
件配备了两个矩形285毫米x235毫米(11.2英寸。x9.2英寸。)和圆
形，长度为180mm（7.1英寸）。直径的圆锥体。只需将叶片头滑动
到风锥中，即可进行供应或提取/返回测量。工具件包括使用说明。

连接到计算机

使用LCA501所提供的计算机接口USB电缆将仪器连接到计算机上以下
载存储的数据。

有关如何下载存储数据的信息，请参见第3章，标题为LogDat2™
下载软件。

注意事项：此符号用于表示LCA501/气流仪器LCA501的数据
端口不打算连接到公共电信网络。仅将USB数据端口连接到
其他USB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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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操作

键盘功能

ON/OFF 键 按下按钮以打开和关闭LCA501/叶轮风速仪
LCA501。在通电顺序期间，显示如下：型号、
序列号、软件版本和最后校准日期。

箭头        键 按可在设置参数时滚动各选项。

（输入）键 按下以接受一个值或条件。

箭头         
和 Menu 软键

按箭头键可在设置参数的同时更改选项。按
菜单软键选择菜单选择，包括显示设置、设
置、流程设置，数据记录和校准。

通用条款

在本手册中，有几个术语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下面是对这些术语的含
义的简要解释。

Sample 包括同时存储的所有测量参数。

Test ID 一组样本。计算每个测试ID的统计数据（平均值、最小
值、最大值和计数）。测试id的最大标识数为100个。

Time
Constant

时间常数是一个平均周期。它被用来抑制显示屏。如果你
正在经历波动的流动，一个较长的时间常数会减缓这些波
动。显示器将每秒更新一次，但显示的读数将是最后一个
时间常数期间的平均值。例如，如果时间常数为10秒，则
显示器将每秒更新一次，但显示的读数将是最后10秒开始
的平均值。这也被称为“移动平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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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Menus）

显示设置(DISPLAY SETUP)

显示设置菜单是您将设置在运行屏幕上显示所需的参数。当参数高亮
显示后，您可以使用ON软键使其显示在正在运行的屏幕上，或选择OFF
软键来关闭该参数。使用主软键可以在较大显示器的运行屏幕上显示
一个参数。只能选择一个参数作为主参数，一次最多可选择2个辅助参
数。

设置(SETTINGS)

设置菜单是您可以设置常规设置的位置。这些内容包括语言、寻呼机、
选择单位、时间常数、对比度、设置时间、设置日期、时间格式、日
期格式、数字格式、背灯和自动关闭。使用 或 软键滚动浏览每个
选项的设置，并使用该键接受设置。

流量设置(FLOW SET UP)

在流量设置模式下，有四种类型：圆管、矩形管、风管区域和风锥。
使用     软键滚动这些类型，然后按该键接受所需的类型。要
更改该值，请突出显示“输入设置”选项并按该键。
 
数据记录(DATA LOGGING)

测量(Measurements)

要记录的测量值独立于显示器上的测量值，因此必须在数据记录
测量值下进行选择。

记录模式/记录设置(Log Model/Log Settings)

您可以将记录模式设置为手动保存或自动保存。

 手动模式不会自动保存数据，而是提示用户保存示例。

 在自动保存模式下，用户会手动获取被自动记录的样本。

 在连续键模式下，用户通过按该键开始进行读数和日志记录。
仪器将继续进行测量，直到再次按下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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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保存（Auto-save）和控制键模式（Cont-可以）使用
“记录设置”下的记录间隔：

模式 日志设置

Auto-save
Cont-key

LogInterval
Log interval

 使用“Cont-key”设置为1秒的连续键模式，可以跨区域进行
扫描测量。

删除数据(Delete Data)

使用此选项可删除所有数据、删除测试或删除示例。

%内存(% Memory)

此选项将显示可用的内存。在“删除数据”下的“删除全部”将
清除内存并重置可用内存。

LogDat2™下载软件

LCA501/气流仪器LCA501配备了特殊的软件，称为LogDat2下载软件，
旨在为您提供最大的灵活性和动力。要在计算机上安装此软件，请按
照LogDat2光盘标签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要从LCA501/叶轮风速仪LCA501下载数据，请将提供的计算机接口USB
电缆连接到LCA501/气流仪器LCA501和计算机USB端口。然后运行
LogDat2下载软件。在LogDat2软件中，可以选择要下载的测试，或者
双击一个测试以打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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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

LCA501/气流仪器LCA501只需要很少的维护来保持其良好的性能。

重新调整

为了保持您测量的高度准确性，我们建议您将您的LCA501/气流仪器
LCA501归还给TSI进行每年的重新校准。请联系TSI的办公室或您在当
地的经销商，以进行服务安排，并获得退货材料授权(RMA)号码。要
填写在线RMA表格，请访问TSI的网站http://service.tsi.com。

TSI 中国 代理商

TSI公司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寰太大厦1201室
电话：010-82197688
传真：010-82197699

中仪环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企发大厦C座610
电话：010-84287035
传真：010-84289483

叶轮风速仪LCA501也可以使用校准菜单在现场重新校准。这些现场调
整旨在在校准方面进行微小的更改，以符合用户的校准标准。现场调
整并不是打算作为一个完整的校准能力。为了完成完整的多点校准和
认证，仪器必须返回工厂。

案例

如果仪器箱或存储箱需要清洗，请用软布和异丙醇或温和的清洁剂擦
拭干净。切勿浸入LCA501/气流仪器LCA501。如果LCA501/叶轮风速仪
LCA501或交流适配器的外壳损坏，必须立即更换，以防止进入危险电
压。

存储

存放一个月以上时拆卸电池，防止电池泄漏造成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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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故障排除

表5-1列出了LCA501/叶轮风速仪LCA501所遇到的常见问题的症状、可
能的原因和推荐的解决方案。如果您的症状没有被列出，或者没有任
何解决方案可以解决您的问题，请联系TSI。

表5-1：LCA501/叶轮风速仪LCA501的故障排除

症状可能的原因 纠正措施

无显示器 单元未打开 打开开关装置。

低电池或死电池 更换电池或插入交流
电适配器。

电池触点脏 清洁电池触点。

速度读数波动不
稳定

流量波动 在较少的湍流中重新
定位探头或使用较长
的时间常数。

此时将出现仪器错
误信息

内存已满 如果需要，请下载数据，
然后删除所有内存。

仪表故障 仪器上需要的工厂服务。

警告！

立即拆卸探头，温度过高：过热会损坏传感器。工作温度限制可见附
录A，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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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

规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速度：
50 to 6,000 ft/min (0.25 to 30 m/s)
±1.0% of reading ±4 ft/min (±0.02 
m/s)

范围：

精度：

导管尺寸：
范围： 0 to 500 ft2(0 to 46.45 m2)

体积流量：
范围： 实际范围是实际速度和管道面积的函数

温度：

范围：

精度：

40至113°F（5至45°C）
2°F(1°C)

分辨率：0.1°F（0.1°C）

仪表温度范围：
操作（电子产品）：40至113°F（5至45°C）存
储空间：-4至140°F（-20至60°C）

仪器操作条件：
海拔最高可达4000米
相对湿度高达80%RH，非冷凝污染程度1符合
IEC664瞬态过电压二类

数据存储功能：

范围： 12,700个+样本和100个测试id（一个样本可包含14
种测量类型）

日志记录间隔：
时间间隔时间：1秒至1小时

时间常数：
间隔：用户可选择

外部仪表尺寸：

3.3 in. ×7.0 in. ×1.8 in. (8.4 cm× 17.8 cm 
×4.4 cm)

仪表重量：
电池重量：0.6磅（0.27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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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要求：
四个AA尺寸电池（包括）或交流适配器（可选）9VDC、300mA、4-18
瓦（输入电压和频率取决于使用的适配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