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QC 系列顶装式磁性浮球液位计使用说明书

1 前言
非常感谢您选择丹东通博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的产品。
UQC 型磁性浮球液位计已通过国家防爆认证，认证标志：本安型 ExiaⅡCT4～T6、
隔爆型 ExdⅡCT4～T6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特别是与防爆相关的环境温度等各项要求。

2 概述
a) 产品执行标准代号：HG/T2742-1995
b) 产品特点：UHC 型磁性浮子式液位计是本公司在消化吸收国内外同类
产品的基础上，采众家之长，创新设计的新一代液位计。产品技术先
进，结构合理，显示清晰直观。
c) 主要用途及适用范围：适用于测量各种不便于侧面安装液位计的容器,
特别是地下贮槽及地下贮罐内的液位测量。

3 结构特征与工作原理
3.1 结构及其工作原理、工作特性
UQC 型顶装式磁性浮球液位计主要由本体部份、翻柱指示器、远传变送器
及上、下限液位报警器等几部分组成(结构见图 1), 该液位计通过浮球随液位
上下移动，由外筒内与浮球相连的磁钢驱动翻柱指示器内的翻柱，用红白两
色（液红气白）明显直观地指示出工艺容器内的液位或界位。若与远传变送
器及上、下限液位报警器共同使用，即能方便的实现液位信号的远距离传送
和自动控制。
3.2 主要部件或功能单元的结构、作用及其工作原理
a) 本体部分:包括筒体、接口法兰和磁性浮球传感器等三部分,作用是利用
连通器的原理将工艺容器内的液位或界位的升降转换为磁性浮球在筒体内的
上、下移动。
b) 翻柱指示器:固定在筒体上与本体部分共同组成就地指示仪表。利用了
磁耦合原理,靠磁性浮球内的磁钢驱动筒体外的双色翻板指示器转动。从而
实现液位的就地指示。
图 1 顶装式磁性浮球液位计
结构尺寸图
c) 远传变送器:主要由壳体、传感器电路、转换器电路和显示表等四部分组成。筒体内磁性浮球随液位的
上、下移动使传感器电路内的阻值线性变化,再通过转换器电路将阻值变化转换为 4～20mA 标准 DC 信号,并
通过显示表显示出来再通过输出端输出到控制室,实现液位的远距离监视及控制。(远传变送器的电气原理
图及电气接线图分别见图 2 及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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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远传变送器电气原理图
图 3 远传变送器电气接线图
d) 上、下限液位报警器:是一套单独挂于筒体外侧的独立的报警控制器系统,能直观地通过翻板指示器上
的刻度设定上、下限的报警液位来实现远传报警或直接启停控制电路。报警开关的动作机构采用了本公司
独特设计的三磁控制方案，整个动作机构内无任何弹性元件,这样就完全克服了水银开关和微动开关长时间
使用后弹性元件失效造成动作不可靠的缺陷，使得动作机构即使在长时间的使用后依然具有极高的可靠性。
该电路原理简单,能方便地实现各种报警回路,并可用于直接启停控制泵来实现液位的控制。(上、下限报警
器的结构原理图及电气接线图分别见图 4 及图 5。)

4 主要规格及技术参数
a)选型表

UQC

—

顶装式磁性浮球液位计
M

带就地指示器

N

不带就地指示器
S

带远传变送器

U

带磁致伸缩远传变送器

T

不带远传变送器
A

带上限或下限报警器（一组）

C

带上、下限报警器（两组）

D

不带报警器
E

公称压力 1.0MPa

F

公称压力 1.6MPa

G

公称压力 2.5MPa

J

公称压力 4.0MPa
*

测液位ρ或测界位ρ1/ρ2
*

量程（请注明引颈长度）
d

隔爆型

i

本质安全型

附加编码
UQC

— □

□

□

□

W
□

—

□
2

□

□

带蒸汽夹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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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示例:
UQC-MSAF0.9—2000(引颈长度为 300)d 为带就地指示器，带远传变送器，带一个
3
报警器，公称压力 1.6MPa,介质密度为 0.9g/cm ,量程为 2000mm,引颈长度为 300mm 的
隔爆型顶装式磁性浮球液位计.

b)主要参数表
就地显示部分
量程

0~4000mm（＞4000mm 特殊制作）

公称压力

≤2.5MPa

公称通径

DN150

环境温度

－40℃~＋80℃

工作温度

－196℃~＋450℃（仅限于就地指示）

测量精度
介质密度

±10mm
3

液位:ρ≥0.45g/cm

3

界位:ρ1－ρ2≥0.16g/cm

接液材质

304、316L 或按用户要求

接口法兰标准

HG/T20592-2009,HG/T20615-2009 或按用户要求

伴热夹套及接头

伴热压力≤1.0MPa；R1/2″外螺纹接头

远传部分
量程

0~4000mm（＞4000mm 特殊制作）

供电电压

24V DC

输出信号

4~20mA DC

环境温度

－40℃~+80℃

工作温度

－40℃~+120℃

测量精度

±10mm

电源引入口

M20×1.5(内螺纹)或按用户要求

防爆型式

本安型 ExiaⅡCT4～T6 隔爆型 ExdⅡC T4～T6

防护等级

IP67

上、下限报警器（可置于量程内任一个位置）
输
出：一常开、一常闭
环境温度：－40℃~+80℃
测量精度：±5mm
5
工作寿命：≥10 次

触点容量：AC200VA，DC50W
电源引入口：M20×1.5(内螺纹)或按用户要求
防护等级：IP67

5 安装、调试
5.1 安装方法:
仪表的安装只须将液位计的护筒插入工艺容器接口法兰内适当位置,然后将仪表的接口法兰与工艺
容器的接口法兰可靠连接即可。但在安装中要特别注意不要撞击浮球及就地显示装置,以免对仪表造成不必
要的损伤,影响仪表的使用。
安装完成后,在仪表调试前应使用工具磁钢对磁翻板整理一下,使所有的翻板显示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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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调试方法:
仪表的调试有两种方式:一是在正式安装到工艺容器上之前,拨动浮球，使之模仿液位的零点和满度；
我们推荐采用另一种是直接在装置上调节液位的零点和满度。就地指示装置由于第一种方式容易产生不可
估算的误差。调试分为以下几部分:
5.2.1 就地指示部分：调试只须在液位(或模拟液位)的最低点时将标尺的零点调至翻板指示器的红蓝交界
处即可。
5.2.2 远传部分:
a) 干簧—电阻式:
1)普通型：首先模仿液位的最低点并使之与就地显示部分的刻度对应起来，打开变送器表头的表盖，调
节下限电位器并使输出为 4mA（即表头上所示的 0%）；然后再将浮球置于最高点（即液位的最高点），调
节上限电位器使输出为 20mA（即表头上所指的 100%）；再依上述步骤反复调试几次，使浮球在上、下限液
位时都分别指示零点及满度。此时再将浮球分别置于全量程的 25%、50%和 75%，若表针所指示的与实际液
位相符，即可认为调试完成。
2)智能型：调试方法见另附《智能远传装置使用说明书》
b) 磁致伸缩式：调试方法见另附《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使用说明书》
5.2.3 上、下限报警器部分
上、下限报警器的调试可以在就地显示或远传部分调试完毕的基础上进行，可用就地显示或远传部分的
指示为参照，按需要调节报警器的定位螺栓，并使报警器的报警位置刻度对齐就地显示刻度或符合远传变
送器报警液位。

6 故障分析与排除
故障现象

翻牌指示、警器报警远传
无信号输出

原因分析
1、 液位太低，浮子未浮起来
2、 放空阀未开，测量管内气压太
大，液位无法上升
3、 浮子太重，浮不起来
4、 压力太大，浮球压瘪
1、 远传无电源信号输入
2、 远传装置电源极性接反
3、 远传电路检测板中器件损坏

翻牌指示、远传有信号输
出、报警器无报警信号输出

报警器故障，触点接触不良或
触点摆动不灵活

翻牌不翻、远传无信号输
出、报警器不报警

排除方法
1、 检查系统液位情况
2、 打开放空阀，观察指示器显示情
况
3、 确认介质密度与厂家联系
4、 确认压力，取出浮球看是否压坏
1、 接通电源
2、 确认极性，正确连接
3、 更换电路检测板
更换报警器

7 搬运、贮存：
a) 包装：仪表出厂时已包装完善，随产品附有装箱单、说明书、及合格证等。
b）标志：仪表壳体上有主要参数内容的标牌。
c）贮存：仪表应贮存在环境温度-20℃~55℃，相对湿度不大于 90%的无腐蚀性场所。
d) 运输：在运输、搬运过程中应避免仪表受到强烈的震动与冲击。

8 开箱检查
a)
b)
c)
d)

开箱以前应检查包装箱是否完整。
开箱以前应尽量避免用力过大，确保控制器不被损坏。
仔细检查各紧固件，确保各连接部位不松动。
按装箱单检查合格证、说明书、附件是否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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