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介绍： 

UCZ 磁致伸缩液位计是一种可进行连续液位、界面测量，并提供于监视和控制的模拟信

号输出独特的极高精度的磁传感器，比传统的簧片发讯器的感应分辨率提高 10 倍以上。基

本结构包括装有信号处理的电子转换部件和装在保护腔室内的感应电子元件。仪表可以整体

安装在罐的顶部或通过罐侧引出管安装在它的上部。感应电子元件可以测出由于液位变化而

使磁性浮子上升或下降的位置；而由电子转换部件的微处理器处理成二线制模拟信号输出。

因为装有电子部件的壳体安装在传感器管的末端并具有特殊的装配结构形式可在高温下应

用。输出标准的二线制 4~20mA 信号，用户很容易通过仪表上的三个按钮在现场调校液位实

际的测量范围，智能化的变送器被设计的很方便使用和校验，也可以与磁性液位计配套使用。 

产品适用对象： 

◆可连续测量储罐液位或界面。 

◆采用了最先进的磁致伸缩原理。 

◆测量精度极高，其误差仅为全量程的 0.01％，最大误差不超过 1mm 

◆适应高温高压工况，外侧捆绑式：-40-350℃；浮球插入式：-40-120℃，最大压力可达

15.0Mpa。 

◆具有本安、隔爆性能，适于在易燃、易爆场所使用。 

◆输出标准 4-20mA信号，带 Hart 协议通讯。 

◆在罐顶或罐侧安装，一体化安装维护方便，支持现场调校。 

结构原理： 

磁致伸缩液位计的传感器工作时，传感器的电路部

分出脉冲电流，该电流沿波导丝传播时会在波导丝的周

围产生脉冲电流磁场。在磁致伸缩液位计的传感器测杆

外配有一浮子，此浮子可以沿测杆随液位的变化而上下

移动。在浮子内部有一组永久磁环。当脉冲电流磁场与

浮子产生的磁环磁场相遇时，浮子周围的磁场发生改变

从而使得由磁致伸缩材料做成的波导丝在浮子所在的

位置产生一个扭转波脉冲，这个脉冲以固定的速度沿波导丝传回并由检出机构检出。通过测

量脉冲电流与扭转波的时间差可以精确地确定浮子所在的位置，即液面的位置。 

壳体：防爆型铸铝外壳。 

重复性：全量程的 0.005％，最大不超过 0.38mm。 

非线性：全量程的 0.01％，最大不超过 0.9mm。 

精度：全量程的 0.01％，最大不超过 1 mm。 

电源：10.5-36VDC（推荐 24VDC）。 

输出：标准的 4~20mA 信号+HART 协议。  

阻尼：可用按钮在现场调整，可调范围 0.1~36 秒。 

介质温度：外侧捆绑式：-40-350℃；浮球插入式：-40-120℃。 

工作压力：≤15Mpa。 

相对湿度：≤85％。 

保护管材质：304、316L、304 衬聚四氟乙烯等。 

测量范围：300-20000mm。 



安装方式：垂直安装（最大偏差≤30) 

介质密度：液位≥0.43g/cm³；界位密度差≥0.03g/cm³。 

连接法兰：DN50-DN200(HG0592 一 2009 法兰标准） 

法兰密封面：标准密封面 RF (突面)，如有特殊要求可在订货时提出。 

环境振动：频率≤25Hz；振幅≤0.5mm。 

浮子材质：304、316L、PP、钛、钛喷涂、304 喷涂等。 

安装方式： 

 

 

 

 

 

 

 

 

 

 

 

 

 

 

 

 

 

 

安装方式：顶装插入式、侧装外浮筒插入式和捆绑式三种。 

安装效果见上图所示。 

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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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与设置： 

用户可以通过组态软件设置 LCD显示的变量。 

参见组态软件设置 

部分的“仪表组态”→“输出特性”。LCD 的 

全亮显示图如右图所示。 

 

 

 

 

 

 

 

 

 

 

 

 

 

 

 

 

 

 

 

 

 

其它显示说明： 

◆  若在通讯状态，闪烁显示 LCD 左上角的 

◆  若固定输出电流，LCD 显示 

◆  若低于报警下限，LCD 显示“下箭头”。 

◆  若高于报警上限，LCD 显示“上箭头”。 

按键模式说明： 

标准的磁致伸缩液位计表头上都有三个按键，分别为“ M”、“S”、“Z”。也支持外部扩

展干簧管接口，实现不开盖调整。此时支持两个按键，分别为“S”、“Z”。针对这两种应

用，本产品支持“双按键”和“三按键”两种操作模式。 

“三按键”操作模式：操作更快捷，适用于 LCD 上具备 3个按键的产品。 

◆ Z 键用于进入提示数据设置界面和移位； 

◆ S 键用于进入数据设置界面、增加数字和数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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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键用于数据保存。 

注：在三按键模式下，任何时候都可以按下“M“键，保存当前的设置数据。 

“双按键”操作模式：这种操作模式通常用于外部只有 2 个非接触按键的情况。 

◆ Z 键用于进入提示数据设置界面和移位； 

◆ S 键用于进入数据设置界面、增加数字和数据保存。 

注：在双按键模式下，输入数据时，必须等左下角的下箭头闪烁时，才能通过按下“Z”键

保存设置数据。 

液晶显示屏能显示“电流”、“百分比”、“主变量”三种变量的一种或交替显示其中

的两种（间隔时间 4 秒）。在实时正常显示状态，使用 S键能更改两个显示变量，当两个

显示变量设定为相同的参数，屏幕上固定显示一种变量；当两个显示变量设定为不同的参数

时，屏幕上交替显示两种变量。方法如下： 

按下“S”键，当前显示变量（如：电流）发生变化，循环显示“电流、百分比、主变

量、温度”,当所需要的显示变量（如：主变量）出现在屏幕上时，松开“S”键，即实现了

将显示变量“电流”改为“主变量”。 

假设当前显示变量为“电流”，需要设置为：交替显示“主变量”和“百分比”。步骤： 

修改第一个显示变量：按下“S”键，液晶循环显示“电流、百分比、主变量”,当显示“主

变量”时，松开“S”键，即可。此时，液晶交替“主变量”和“电流”。修改第二个显示

变量：当液晶显示“电流”时，按下 

“ S”键，液晶循环显示“电流、百分比、主变量”,当显示“百分比”时，松开“S”键，

即设置成功。 

数据设置方法： 

现场设置参数分为“直接数字输入”和“菜单选择”两种类型。 

“直接数字输入”设置方法，变送器处于现场组态模式，可以通过按键输入密码、修改参数、

或者进行迁移。数据设置过程中，“S”键用于调整数字和小数点，“Z”键用于移位，“M”

键用于保存。设置过程如下： 

1．按下 S键进入数据设置界面，同时符号位开始闪烁，表示可修改符号位。 

2．若再次按下 S 键，可以切换数据的正负（正号用上箭头表示）。 

3．按下 Z 键，第一位数字位开始闪烁，表示可修改，此时长按或连续多次按下 S 键，设置

数字在 0~9之间循环。 

4．再次按下 Z键，可依次设置第二位到第五位数字，设置方法与第一位完全相同。 

5．设置完第五位数字后，按下 Z键，开始设置小数点。四个小数点同时开始闪烁，表示可

以设置小数点，此时按 S键，小数点位置循环切换。 

6．小数点设置完成后，按下 Z 键，左下箭头开始闪烁，表示可以保存设置。 

7．按下 S键，保存设置；按下 Z 键，符号位开始闪烁，可重新开始设置数据。 

注：若为“三按键”操作模式，在数据设置过程中，任何时刻都可以按下 M键，以快速保

存设置，而不必等到下箭头闪烁时才可以保存设置。 

组态数据设置： 

现场使用按键组态时，LCD 左下角“88”字符用于表示当前设置变量类型，也就是当前按键

所执行的设置功能。其对应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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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角“88”字 

符显示 
设置变量 设置方法 备注 

0 或空 正常显示   

1 

输入操作码 

输入***02：可以读写第2,3,4,5,9,10

项 

输入***06 可以操作第 6 项 

输入***40：可以读写第 

40,41,42,43 项 

输入***31：可以操作第 31,32 项 

输入***60：可以读写第 60 项 

输入***70：可以操作 70 项 

数字输入 

 

2 液位单位 菜单选择 单位：mm,cm,m 

3 第一浮子量程下限 数字输入 单位：液位单位 

4 第一浮子量程上限 数字输入 单位：液位单位 

5 阻尼 数字输入 单位：秒 

6 定点微调 数字输入 单位：液位单位 

9 第一浮子报警下限 数字输入 单位：液位单位 

10 第一浮子报警上限 数字输入 单位：液位单位 

31 下限校准 数字输入 

单位：液位单位 

特别说明：在正常

显示界面，同时闭

合“M”和“Z”键 5

秒，直接进入该项。 

32 上限校准 数字输入 

单位：液位单位 

特别说明：在正常

显示界面，同时闭

合“M”和“Z”键 5

秒，直接进入该项。 

40 第二浮子下限 数字输入 

只有设置了“第二

浮子”后，  40-43

项设置才有意义。 

41 第二浮子上限 数字输入 单位：液位单位 

42 第二浮子报警下限 数字输入 单位：液位单位 

43 第二浮子报警上限 数字输入 单位：液位单位 

60 底部偏移量,制造专用 数字输入 单位：mm 

70 校准第二浮子输出电流   



 

 

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输出电流时有时无 供电电压设置不合适 调整工作电压 

输出信号固定在某一位置不

变 
浮子卡在一点不动 清理浮子和探杆 

输出一直为最小值 浮子卡在底部或者浮子漏 
清理浮子和探杆； 

更换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