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HC 系列磁浮子液位计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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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C 型磁浮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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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石油、化工、电力、轻工及医药等行业和部门进行液位或界位测量。

3 结构特征与工作原理
3.1 结构及其工作原理、工作特性
UHC 型磁性浮子式液位计主要由本体部分、就地指示器、远传变送器以
及上、下限报警器等几部分组成。该液位计通过与工艺容器相连的筒体内
浮子随液面（或界面）的上下移动，由浮子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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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本体部分：主要包括筒体、接口法兰和磁性浮子三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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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筒体内的
上、下移动。
3.2.2 就地指示器：固定在筒体上与本体部分共同组成就地指示仪表。通
过磁性浮子驱动指示器内翻柱翻转，从而实现液位或界位的就地显示。
3.2.3 远传变送器
a) 干簧—电阻式：主要由壳体、传感器电路、转换器电路和显示表四

图 1 UHC 磁性浮子式液位计

部分组成。筒体内磁性浮子随液位或界位的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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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显示表显示出来或通过输出端输出到控制室，实现液位的远距离监视及
控制。远传变送器的电器原理图及电器接线图分别见图 2 及图 3。

图2

图3 干簧—电阻式远传变送器电气原理图

电器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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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负载特性图
b) 磁致伸缩式：远传装置捆绑于筒体外侧，远传测量管内有一根磁致伸缩线，借助微处理器控制
的传感器电路，沿磁致伸缩线发射电流脉冲，从而在磁致伸缩线周围产生一个环形磁场。浮子内部的磁
钢，使磁致伸缩线沿轴向磁化。两个磁场叠加处会产生一个扭转脉冲，它沿磁致伸缩线传达到传感器顶
端，脉冲传送时间将被电路单元获取并计算，从而确定浮子位置。
3.2.4 上、下限报警器：是单独挂于筒体外侧的独立的一套报警系统，可通过翻柱指示器上的刻度直
观地设定上、下限的报警位置。报警开关的动作机构采用本公司独特设计的磁性控制方案，完全克服了
水银开关，微动开关的缺陷，保证了动作机构即使在长时间的使用后依然具有极高的可靠性。并且能方
便地实现各种报警回路，还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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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电器原理接线图见图 5 及图 6。

图 6 上下限报警器电器接线图

图 5 上下限报警器结构原理图

4 主要规格及技术参数
a) 产品选型表
型号

规格编码

内容

UHC-

普通型磁性浮子式液位计

UHC.GW-

高温型磁性浮子式液位计

UHC.GY-

高压型磁性浮子式液位计

UHC.F-

防腐型磁性浮子式液位计

UHC.O-

低温型磁性浮子式液位计
M

带就地指示器

N

不带就地指示器
S

带干簧-电阻式远传变送器

U

带磁致伸缩远传变送器

T

不带远传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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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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1.0MPa

F

PN1.6MPa

G

PN2.5MPa

J

PN4.0MPa

H

PN6.3MPa

O

PN10MPa

P

PN16MPa

Q

其他压力等级
*

测液位ρ或测界位ρ1 /ρ2
*

量程（选用 UQC 时请注明引颈长度 L 值）
d

隔爆型

i
附加编

W
L1
L2
L3

本质安全型
带蒸汽夹套（R1/2“外螺纹）
上带排气阀
下带排污阀
带排气、排污阀

□－ □ □ □ □ □ － □ □ □ □
注：如公称压力等级超出表中选项，可参照产品选型表给出与实际要求相近的型号
选型举例：
UHC-MSCF0.8/0.5-1800dWL2 为带就地指示器，带干簧-电阻式远传变送器，带上、下限报警器，公
3
3
称压力 1.6MPa，测量界位，介质密度分别为 0.8g/cm 和 0.5g/cm ，量程为 1800mm，隔爆型，带蒸汽夹
套伴热、下带排污阀的磁性浮子式液位计。
b) 主要参数表
·就地显示部分
量程

300 mm ~6000mm（＞6000mm 特殊制作）

公称压力

0.6MPa～25.0MPa

公称通径

DN25 或按用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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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位:ρ1－ρ2≥0.16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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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00mm（＞6000mm 特殊制作）

供电电压

24V DC

输出信号

4~20mA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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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特性

见负载特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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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外形结构尺寸
UHC 型磁浮子液位计外形尺寸图如下。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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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C 磁性浮子就地指示式

图 8 UHC 磁性浮子就地指示远传式

图 9 UHC 磁性浮子就地指示远传报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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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调试
5.1 安装前的检查及技术要求
a) 安装前请仔细观察浮子表面是否光滑平整，确信浮子表面无凹陷等损坏现象。注意浮子表面的安装
箭头方向，不能装反。
b) 浮子不参加装置扫线和试压。
c) 仪表安装时，需保证仪表的筒体与水平面垂直。
d) 仪表在投入运行时，应先打开上接口法兰阀门，然后缓慢开启下接口法兰阀门，以免装置内的受压
介质快速进入筒体，使浮子急速上升造成现场指示跟踪不灵。
e) 仪表在使用及存放时，需保证环境温度不致使筒体内介质冻结。
5.2 调试方法:
5.2.1 干簧—电阻式:
a) 普通型：调试时一般首先将浮球置于最低点（即液位的最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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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智能型：调试方法见另附《智能远传装置使用说明书》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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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牌不翻，远传无信
号输出，报警器不报警

原因分析
1、 液位太低，浮子未浮起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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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管内有异物卡住
5、 压力太大，浮子压瘪，浮子
弯曲，变形
6、 介质密度不正确

排除方法
1、 检查系统液位情况，参数是否与订货
要求相符
2、 打开放空阀，观察指示器显示情况
3、 确认介质密度，拆下筒体下端，取出
浮子称重换算或有条件直接将浮子置
于盛有介质的容器中，看能否浮起来
4、 拆下筒体下端，取出浮子，看浮子表
面是否有铁磁性物质粘壁。再装入浮
子，感觉有无异物卡住。拆下筒体下
端，取出浮子，看浮子是否变形如浮
子没坏，校正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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