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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液位仪 

操作说明书 
 

一、特点 

*  采用高速数字化信号处理技术，智能分析识别，适合恶劣环境的

应用。 

*  先进的信号环境显示（示波器技术），调试安装方便容易。 

*  高速可靠的单片机处理，快速稳定。 

*  非接触测量，多重数据滤波技术，测量稳定可靠。 

*  高精度 D/A输出，提高了 4-20mA输出的精度。  

*  配有 485接口，可以接计算机或其它数据采集器。 

 

二、工作原理 

 

超声传感器在微处理器

的控制下，发射和接收超声

波，并由超声波在家中的传

播时间 t 来计算超声传感器

与被测物之间的距离 s ,由于

声波在空中传播的速度 c 是

一定的，则根据： s=ct/2 可

计算出 s，又因为超声传感器

与容器的底部的距离 H 是一

定的，则被测物的物（液）

位 h=H-s。 

（图 1） 

                                                            

三、变送器及传感器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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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外形尺寸 

 

              

                                             
0～10M            0～20M                 0～40M                                                     

（图 3）传感器尺寸                

                           

四、主要技术参数 

1.  测量范围：5米、10米、15 米、20米、30 米、40米 

2.  测距精度：0.25％ 、0.5%  

3.  液位分辩：1毫米 

4.  工作环境温度：-20～55℃ 

5.  仪表防护等级：仪表显示部分：IP65；探头部分：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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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供电电源：AC 220V±10％  6W 、DC24V 

7. 4～20MA电流输出： 

外部负载电阻：0～500Ω  

误差： 0.1％ (相对仪表示值) 

负端与仪表地端共接 (根据应用要求可改成悬浮地输出) 

输出内容：液位或距离 

8. RS485： 

编码方式： 1起始位，8数据位，1停止位 

波特率： 9600  

00-09，当设置为 00时每测量一次就会输出一次 

           当地址为 01－09时，需用命令查询：  

发送格式为：！x（x为地址） 

回送格式： 3.128 ；  

9. 继电器： 

    控制方式：液位上限 2组、液位下限 2组。 

 类型： 单刀双掷 （常开、常闭）    

 触点容量： AC250V 1A ；DC30V 5A   

 

五、安装方法及注意事项                                                                                                                                                                                                                                                                                                                                                                                                                                                                                                                                                        

 1.安装探头       

 

 

              
 

（图 4）超声波波形图 

多次回波 发射波及余波 

干扰波 液面回波 

在发射波和
回波之间不
应有干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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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头用支架或发兰安装在被测物的上方，注意以下几点 

1. 探头超声波发射方向在一定的角度内无阻挡物。 

2. 传感器和最高物位之间距离应大于盲区（空距≥最高物位＋盲

区） 

3. 探头要垂直液面，以保证最大反射波。 

4. 探头与固定物间应加有减振橡皮，以减小探头盲区与震动干

扰。 

5. 由于传感器发射角的存在，安装时传感器与器壁应保持一定的

距离。 

6. 探头的安装、调整可观察仪表的波形来进行，目的是液面回波

越大，在发射波和回波应没有干扰波。可根据探头与液面的距

离来判断，见（图 4）    

2，仪表接线 

                       

 
（图 5）LS400T接线图 

六、仪表显示说明                               

1 、实时数据页面 

 

                                                                                 

（ 

 

 

 

 

 

 

(图 6） 仪表实时数据显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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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液位：单位：米。超声波每测量一次，经过处理就会自动刷新

一次。 

②：继电器状态：数字表示继电器编号，OFF 表示释放，ON 表示

吸合。 

③；液位柱形图：显示液位占满量程的比例，下面的数字是比例

值。 

④：信号门限电平：测量中被认为有效信号的“门坎”，通过参数

修改增大该电平，此标志会上移，反之下移。有效信号经处理

程序分析，可识别真实液面信号。 

⑤：超声波图形：反映超声波测量中，接收到的超声波的实际波

形。它包括了发射波、探头余振（盲区）、干扰波、水面回

波、多次回波及其它物体的反射波等。安装时应将干扰波、盲

区控制到最小，液面波调整到最大。 

⑥：采样指针：被采样波形的指示，当指针指向正常液面回波时采

样准确，仪表工作正常。如指针指向干扰波和非正常回波时掖

位显示就会出现误差。 

⑦：距离坐标：指示超声波波形对应的距离。在该显示页面，按 inc 

键可增大距离，按 nxst 键可减少距离。 

2、修改参数页面： 

                        

 

             （ 图 7）仪表进入修改页面状态 

 

①：修改参数。修改参数的密码输入：仪表工作于实时数据页时，

4 

3  2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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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键进入修改参数页面，按 、  键输入密码

“3456”， 按 键确认即可进入二级菜单进行参数修改。 

② （D）液面距离该数据是超声波探头到液面的距离（米）。 

③：(T)温度数据是测量环境温度（摄氏度）。 

④：(I)输出电流 4－20MA输出口的对应输出值。 

⑤：(B)盲区当前探头的工作盲区（米）。 

七、参数设置及操作说明 

   1： 按键定义 

 键：菜单键，在非修改状态下，可切换显示下列内容：实时数

据 <->修改参数。在修改状态下输入密码“3456”进入二级菜

单，用来循环切换页面 1－页面 4。 

 键：设置/加一键，在修改状态下，用来得到修改位置光标，或

使光标位置数字加一。在实时数据页面，可增加标尺距离数

值。 

 键：右移键，在修改状态下，使光标位置循环右移。在实时数

据页面，可减小标尺距离数值。 

 键：回车/运行键，在非修改状态下，用来复位显示器，显示实

时数据界面。在修改状态下，用来保存所修改数据，或返回实

时数据界面。 

2、仪表菜单（一） 

在修改参数页面下，“修改参数”项中输入 3456 密码，

按 键确定可进入二级菜单。二级菜单的内容为仪器工作的

必要设置，共有 4个页面，按 键可循环显示这些页面。 

  参数页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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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参数页面 1         （ 图 9）参数页面 2           

空距：即传感器到池底（罐底）距离（见图 1、超声波测液位原理

中的 H）。安装完成后可在这里输入正确的值。起到校正和标

定仪器的作用。 

满量程：这满量程是指液位变化的最大范围，必需正确设置。4-

20MA输出以该值为基准。 

盲  区：指探头不能测量的距离，由探头特性决定。出厂已设置。

一般为 30～60厘米。（大量程 60-100厘米）   

对比度：LCD显示器的对比度调整。               

参数页面 2 

变化率：允许每次测量液位的最大变化值，单位：毫米。该数值越

小抗干扰越好，但响应速度越慢。 

显示类型：正常显示方式应设置 03。 

485 地址： 00-09，当设置为 00 时每测量一次就会输出一次。485

接口的速率为 9600，编码为 1，8，1。当地址为 01－09 时，

需用命令查询。 

发送格式为：！x（x为地址）； 

回送格式： 00.000 ；  

 通信协议：00：工厂协议；01：MODBUS协议。 

参数页面 3、4 

继电器工作点的设定， J1、J2 为上限继电器，J3、J4 为下限

继电器。上限继电器应符合吸合点>释放点，下限继电器应符合吸合

点<释放点。 

   

（图 10）参数页面 3、4 

八、常见故障分析及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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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仪表采用示波器技术，仪表工作情况可以通过超声波的工

作波形图来分析和了解。 

1、 回波丢失信号收不到 

        

  

  

（图 11）回波丢失波形图 

 

仪表信号收不到时会同时显示以上三种情况，可检查接线是否

正确，仪表量程是否选的太小，在复杂的工况下，如液面有大量的

泡沫，被测面的反射能力差等。 

2、 出现数字不变或数字乱跳 

 

 

            

                       

 

 

 

（图 12）有干扰波的波形 

液位显示不变 

量程应在坐标内
内 

干扰波 

液面回波 

在发射波和回波
之间不应有干扰波 
 

干扰波大于门限电
平干扰波被采样液
位不正确 

信号门限电平 

发射波及余波 
 

干扰波小于门
限电平正常采
样液位正确 

当接线错
误 或 发 射
电 路 有 故
障 该 波 型
消失 

回波丢失提示 

没有液面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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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出现数字不变、数字乱跳现象主要是有干扰波（不是被测

面反射的回波如图 12所示）收到，当干扰波是固定物体所反射产生

的，液位显示就会不变，显示的液位值大于实际液位值。当干扰波

强度比较小，在设定的门限电平上下波动，或者有其它干扰源就会

出现数字乱跳。干扰波产生的主要原因：传感器安装位置离池壁

（罐壁）太近、在传感器发射范围内有阻挡物、，安装环境有强干

扰源、在比较小的容器内测量信号太强等。当液位离探头距离很近

时，发射波和液面回波重合在一起也会出现数字不变和数字乱跳，

如图 13所示。 

 

 

      

 

 

(图 13）发射波和回波重合的波形图 

 

3：检查仪表是否正常的简单方法 

1：将仪表正确接线，把传感器朝空间（没有反射面），此时应收

不到信号，只有发射波波形没有其它任何波形，如图 11 所

示。 

2：把传感器垂直对着地面或墙面，仪表显示如图 6 所示，实际距

离和显示距离相符合，移动传感器显示距离应相应变化。 

 

    仪表符合以上条件即属正常，反之则有故障。当仪表出现故障

经处理后不能解决，请及时与本公司联系，必要时请协助返回，本

公司根据情况负责调换或修理。 

液面回波 

采样指针 

 

二次回波 

采样指针 液面回波 采样正确显示正常 

采样不正确出现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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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迈克流体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TEL:0411-84820598      FAX:0411-84820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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