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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型 样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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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料位测量和控制 
 

在许多工业领域中 固体料位的测量和控制都非常重要的

如煤矿 石化 电力 食品等行业 因为各种料位测量的工况

差异很大 所以应有不同的检测手段 使测量和控制更可靠  

Solartron Mobrey 有下列四个系列的产品用于料位测量和

控制 用户可根据使用要求 选择一种最适当的仪表  

     

     料位报警和控制 

 PLS阻旋式料位开关 

 CLS射频电容料位开关 

 VLS振杆式料位开关 

料位变送器 

 ULT超声波料位变送器      

             
料位开关 连续测量    

产品选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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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高料位报警             
低料位报警           
料位连续测量       15m 30m 60m  

 

被测介质            
粉状料            
小颗粒料            
大颗粒料           
块状料           

一些典型材料的密度 
材料密度           单位 kg/m3  
非常低           非常低 
低           小于 100 kg/m3 
中           碳粉 80 
高           面包屑 96 
非常高           聚乙烯薄片 95 
材料湿度           低 
低           100-250 kg/m3 
高           肥皂薄片 160 
材料粘附性           软木 160 
小           木炭 208 
粘附性强           锯屑 210 
腐蚀性           中 
弱           250-1000 kg/m3 
强           麸 256 
安装           燕麦片 304 
垂直 顶装            奶粉 450 
水平 侧装            面粉 596 
非接触式 顶装            米 6-800 
温度           食糖 849 
环境温度           高 
低 最低-20            1000-2000 kg/m3 
高 最高 110            碳黑 1024 
压力           煤 1100 
大气压           食盐 1201 
低压 2bar           水泥 1506 
中压 10bar           干的沙子 1602 
环境           非常高 
粉尘           2000 kg/m3 
蒸汽           砂砾 2000-2500 
震动           聚合物 2000-2500 
小           泥土 2000 
大           矿渣 2100 

推荐使用  可用   不推荐使用 



主要技术参数    
 应用 流动的干燥的介质 
  非常低~非常高的密度 
 电源 98~270V AC 24V DC 15% 
 输出 2 SPDT继电器输出 
  15A 250 V AC 
 电缆进口 2 3/4 NPT NPT型 或 
  2 M20 BSPT型  
 工作温度 -40~149 高温 -40~399  
 工作压力 最大 2bar 
 传感器材质 304不锈钢 
 控制盒材质 铝合金 
 防护等级 IP66 

PLS 系列阻旋式料位开关 
阻旋式料位开关可以检测大多数松散颗粒状和

粉状固体料位 进行高 低位报警和控制  
控制器的叶片在没有接触到物料时自由旋转

碰到物料时受阻停止转动 从而带动微动天关动作

输出开关信号  
特点 
 寿命长 
 简单可靠 
 顶装或侧装可选 
 故障继电器对故障

报警 

应用 
 聚合物 颗粒状

粉状干燥固体 
 干燥固体 
 高 中 低料位

报警 
 

 防爆等级 ATEX  1/2 D 
    

 应用 粉状和 <20mm颗粒  
  非常低~高的密度 
  最小 DK 2 
 电源 104~245V AC 21.6~25.2V DC 
 输出 1 SPDT继电器输出  
  2.5A  250V AC 
 电缆进口 2 3/4 NPT NPT型 或 
  2 M20 BSPT型  
 延时时间 1~128秒可调 
 工作温度 -20~100  
 工作压力 最大 7bar 
 传感器材质 304不锈钢和聚丙烯 
 控制盒材质 玻璃钢与尼龙复合材料 
 防护等级 IP65 

CLS系列射频电容料位开关 
CLS 系列射频电容物位天关的测量电极由一个

微处理器控制 具有自校正功能 能克服电极上粘

附层的影响 因而可以可靠地检测各种物料 包括

粘性的固体物料  
特点 
 无移动部件 
 能克服粘附层影响 
 自校正 
 延时时间可调 
 顶装或侧装可选 
 刚性或柔性电极可

选 

应用 
 颗粒状 粉状干

燥固体或粘性

物料 
 淤泥和泥浆 
 高 中 低料位

报警 
 

 防爆等级 ATEX  1 D 
    

 应用 粉状和 <10mm颗粒  
  低~高的密度 
 电源 85~265V AC 19~55V DC 
 输出 1 SPDT继电器输出  
  8A 250V AC 
 电缆进口 2 1/2 NPT NPT型  
  或 2 Pg16 BSPT型  
 延时时间 2~5秒可调 
 工作温度 -20~160  
 工作压力 最大 10bar 
 传感器材质 316不锈钢 
 控制盒材质 铝合金 
 防护等级 IP67 

VLS系列振杆料位开关 
振杆式料位开关可用于检测固体料位 音叉开

关容易产生搭桥卡住的问题 而单杆振动杆结构可

以克服这种缺陷  
特点 
 无移动部件 
 高 低料位报警 
 通过调节延时时间

来调节灵敏度 
 振杆可加长 
 顶装或侧装可选 

应用 
 颗粒状 粉状干

燥固体或粘性

物料 
 淤泥和泥浆 
 高 中 低料位

报警  

 防爆等级 ATEX  1 D 
    

 应用 所有干燥固体 
 电源 85~255V AC 10.5~40V DC 
 输出 4~20mA/HART/RS485MODBUS 
  1 SPDT继电器 3A 250V AC 
 连接 4线 
 电缆进口 2 1/2 NPT ANSI法兰型  
  或 2 Pg16 DIN法兰型  
 波束角 5  
 精度 0.2% 理想条件下 0.1%FS 
 分辨率 10mm 
 工作温度 -30~75  
 工作压力 最大 1.1bar 
 传感器材质 聚丙烯/聚氨酯/铝合金 
 控制盒材质 铝合金 
 防护等级 IP67 

ULT超声波料位变送器 
非接触式超声波料位变送器安装于容器的顶

部 4~20mA 模拟输出 最大测量范围 60m 在有

飞灰的工况条件下 也能可靠的测量  
特点 
 4~20mA/HART/RS

485输出 
 带报警继电器 
 多 种量程可选

15m 30m 60m 
 一体化瞄准装置 
 24VDC或

115/230VAC电源可
选 

应用 
 聚合物 颗粒

状 粉状干燥固

体 
 淤泥和泥浆 

 

 防爆等级 ATEX  1 /2  D 
 



PLS阻旋式料位开关 
 
  

 

 

阻旋式料位开关可以用于干燥固体的

高、低料位控制，天关安装在被测窜器壁上，

叶片伸进容器内，一个小型电机驱动叶片在

未接触到物料时旋转。 

当叶片碰到物料时受阻停转，壳体内的

电机转动推动一个微动开关动作，发出开关

信号，同时电机电源被切断，叶片停转，这

样可以延长电机的寿命。一旦物料下降到离

开叶片的位置，电机电源重新接通，叶片又

开始旋转。 

故障报警型采用专利技术，对回路进行

检测，从而区分叶片是碰到物料停转还是电

路或机械故障造成停转。当检测到故障时，

驱动独立的故障继电器动作，发出故障报警 

信号。 

应用 

PLS 阻旋式料位开关可以用于检测

各种颗粒状和粉状干燥固体料位，物料的

密度应大于 80 kg/m3
。 

 

 

选型注意事项 

 请根据下面的选型表确定型号。 

 如选用 24V DC直流电机，其电机寿

命要比交流电机短，仅推荐用于低料

位控制。 

 请根据叶片选择表选择叶片安装附

件。 

 

选型表 
PLS 阻旋式料位开关 
 编号 型式 
 K 标准型，2×SPDT控制、报警继电器 
 H 高温标准型，2×SPDT控制、报警继电器 
 P 故障报警型，1个故障报警继电器，1×SPDT控制、报警继电器 
 T 高温故障报警型，1个故障报警继电器，1×SPDT控制、报警继电器 
  编号 安装 
  B1 R 11/2″BSPT螺纹安装（除高温外） 
  N1 11/4″NPT螺纹安装（所有型式） 
   编号 外壳 
   3 铝合金 
    编号 电机电压 
    0 115V AC 
    1 240V AC 
    2 24V DC（仅适用低料位控制） 
     编号 认证 
     A ATEX粉尘防爆 
     U US通用电器和粉尘防爆 
     Z 无 
       

PLS K B1 3 1 Z - （接叶片和安装附件订货号） 
 

技术性能 
电源 115V AC±15%，50/60Hz 工作温度 标准型：-40~149℃ 
 230V AC±15%，50/60Hz  故障型：-40~121℃ 
 24V DC±15%  高温型：-40~399℃ 
功耗 最大 4W 环境温度 标准型：-40~93℃ 
输出 标准型式：  故障型：-40~65℃ 
 2×SPDT控制、报警继电器，15A 250V AC 传感器材质 304不锈钢 
 故障报警型式： 控制盒材质 铝合金 
 1×SPDT控制、报警继电器， 5A 250V AC 防护等级 IP66 
 1×SPDT故障继电器， 5A 250V AC 重量 典型标准型：约 4kg 
电缆进口 2×3/4″NPT（NPT型）或 认证 ATEX Ⅱ 1 /2  D 
 2×M20（BSPT型）  UL和 CSA CLI Div 1—2，Gr. C,D 
工作压力 最大 2bar  CLII Div 1& 2,Gr.E,F,G 
 

 

 



Half coupling

11.9  (0.47) 

(6) Ø9.0 (0.34) holes
equally spaced on 
178.0 (7.00)  B.C.

11⁄4" NPSM Std unless specified
XX" (XXmm)

11⁄4" 
NPSM
only

203.2 (8.00) 
O.D.

 23.6
(0.93)

Full coupling

Mounting plate

Half coupling: order part no. P0112 
Full coupling: order part no. P0113

Coverlock

ø 141.2 (5.56) 

141.3
(5.56)

130.2
(5.12)

3⁄4" NPT

Threaded entry to 
accept flex coupling, 
extension or paddle

Standard 3 vane paddle

Flexible coupling

Order part no.  P3335

Dimensions: standard model

叶片选择表 
 

 单刀 单翼 3翼标准 大 3翼 2翼 4翼 三角翼 皮带翼 

         

订货号 P4193 P4145 P4146 P4141 P4135 P4156 P4144 P4137 

应用         

大密度 大颗粒 

物料 

高 
       *1 

>2000kg/m3 

> 40mm 

低 
       *1 

大密度 颗粒物料 高  *1   *1 *1   

>2000 kg/m3 

> 40mm 

低 
 *1   *1 *1   

高         中密度物料

250~1000 kg/m3 低         

高         小密度物料 

<250 kg/m3 低         

安装附件  可插入 可插入 安装板 法兰 安装板 法兰 安装板 法兰 安装板 法兰 安装板 法兰 安装板 法兰 

注  *1 需要挠性联轴器 

 

 

挠性联轴器 

挠性联轴器可以很大程度地吸收侧向负

载和物料的冲击负载 挠性联轴器一般只用

于大密度物料 且是顶装式 加长轴型开关  

 

加长轴 

许多顶装式开关需要将叶片延伸至被测

容器内设定的料位位置 加长轴的材质为不

锈钢 加长轴的长度根据用户的需要 在订

货时标明 最大长度为 3600mm  

 

订货号 P1175-2/****mm 

出可以选用一根 2000mm长的挠性不锈

钢索 在现场根据需要割短 同时应选择挠

性联轴器和保护轴套  

 

订货号 P1176-2 

保护轴套 

如选用加长轴时 应同时选用保护轴套

保护轴套的材质为不锈钢 订货号中的保护

轴套的长度应与加长轴一致  

 

订货号 P1174-2/****mm 

 安装板 
阻旋式料位开关可以采用安装板来安

装 安装板有平面板和曲面板两种  

安装板的材质为不锈钢  

注 仅用于 NPT安装螺纹的料位开关  

半联轴器安装板用于侧装式料位开关  

整联轴器安装板用于顶装式 需要加长

轴和保护轴套的料位开关 注 包括高温

型  

 

 



VLS振杆式料位开关 
  

 

 

振杆式是一种单点料位开关 可以检测各种

物料 包括颗粒状和极细的粉状料 与音叉开关

不同的单杆设计 可以避免被测物料的搭桥 卡

住现象  

振杆式料位开关是利用电子回路激励引起共

振的原理工作的 当振杆被物料掩埋住 振动受

到阻尼 电子回路检测到该阻尼 发出继电器输

出信号 输出信号可以设定延时时间  

 

应用 
VLS 振杆式料位开关可以用于料仓中各种颗

粒状和粉状物料的高 低位报警和控制 如炭黑

食糖 谷粒 水泥 石灰 沙子等 

 各种密度大于 50 kg/m3
的松散物料  

料位开关用 11/2 BSPT 螺纹安装在

料仓的侧壁或顶部 安装简单方便  

 

选型 
请根据选型表选择合适的型号  

选型表 
VLS 振杆式料位开关 

 编号 型式 

 K 标准型 1 SPDT报警继电器 

 H 高温标准型 1 SPDT报警继电器 

  编号 安装 

  B R 11/2 BSPT螺纹安装 

  N 11/2 NPT螺纹安装 

   编号 插入长度 

   1 标准杆 235mm插入长度 

   3 加长杆 500~3000mm插入长度 

   4 加长钢索 1000~20000mm插入长度 

   8 带调节的加长杆 500~3000mm 

    编号 外壳 

    3 铝合金 

     编号 电压 

     1 85~265V AC 

     2 19~55V DC 

      编号 认证 

      A ATEX粉尘防爆 

      U US通用电器和粉尘防爆 

      Z 无 

       编号 特殊长度 

       /**** 加长长度 杆 钢索  

         

VLS K B 1 3 1 Z 典型的订货号 

 

技术性能 
环境温度 -20~60  电源 85~265V AC 50/60Hz 

19~55V DC 工作压力 最大 10bar 
输出 1 SPDT报警继电器 8A 250V AC 传感器材质 316不锈钢 

控制盒材质 铝合金 电缆进口 2 1/2 NPT NPT型  
或 2 Pg16 BSPT型  防护等级 IP67 

延时时间 2~5秒可调 重量 典型标准型 约 2kg 
工作温度 标准型 -20~110  

高温型 -20~160  
认证 ATEX  1 D 



Standard version        Extended rod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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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not mount
in a nozzle

45° mounting
required

Protective
shield required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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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敏度选择 
松散的物料特性变化很大  

VLS 料位开关可以检测密度大于 50 kg/m3  

的物料 但用户必须进行灵敏度选择 VLS 料位

开关内有一个灵敏度选择开关 低灵敏度用于检

测密度小于 100 kg/m3  
的物料 高灵敏度用于检

测密度大于 1000 kg/m3
的物料  

可靠性选择 
每个 VLS 料位开关中有一个可靠性设定开

关 可以对可靠性进行设定 可靠性有 高 和

低 两种选择  

侧面安装 
对高料位检测 侧面安装是一种理想的 可

靠的方法  

对低料位检测 侧面安装时最好在振杆上方

加装一块简单的防护板 以免振杆受到过大的负

载和物料在加料过程中直接冲击振杆  

顶部安装 
标准型和加长型料位开关都可以在料仓的顶

部安装 加长钢索型用一根长的 坚韧的钢索与

振杆探头连接 是非常高的料仓的理想选择  

可调整加长杆 
    可调整加长杆料位开关采用顶部安装 用户

可以根据需要的料位来调节加长杆的长度  

 高料位 低料位 

标准 侧装 侧装或底装 

加长杆 顶装 顶装 

加长钢索 顶装 顶装  

 

Do not mount
in a nozzle

45° mounting
required



CLS射频电容料位开关 
 CLS 是利用射频电容原理工作的料位开关

它无可动部件 电路部分采用微处理器 具有自

校准功能  

CLS 射频电容料位开关有一根测量电极 通

过检测电极周围有物料和无物料时电容量的变化

来检测料位  

CLS 射频电容料位开关可以用于各种料仓中

干燥物料的高 低料位控制  

CLS 射频电容料位开关可以在金属料仓 塑

料料仓和木质料仓中可靠工作  

CLS 射频电容料位开关具有克服粘附层影响

的 保护电极 因而可以用于检测粘滞性物料  

CLS射频电容料位开关的测量电极有多种形式  

可以侧面安装 也可以顶部安装 以适应用

户不同的应用条件  

 

应用 
CLS 射频电容料位天关可以用于检测

颗粒状和粉状干燥物料 也可以用于检测容

易粘附的粘滞性物料 如动物饲料和铸砂  

 

选型 
    请根据选型表选择合适的型号 特殊要

求请提供详细参数和应用条件  

 

选型表 

PLS 射频电容料位天关 

 编号 型式 

 K 标准型 1 SPDT报警继电器 

  编号 安装 

  B G 1 BSPT螺纹安装 

  N 11/4 NPT螺纹安装 

   编号 插入长度 

   1 200mm标准杆 344mm插入长度 

   2 100mm短杆 244mm插入长度 

   3 880mm长杆 1024mm插入长度 

   4 缆式电极 10000mm插入长度 

    编号 外壳 

    4 一体型 材质 玻璃钢与尼龙复合材料 

    9 分体型 材质 玻璃钢与尼龙复合材料 

     编号 电压 

     1 110/230V AC/24V DC 可选 

      编号 认证 

      A ATEX粉尘防爆 

      U US通用电器和粉尘防爆 

       编号 选项 

       /**** 选分体型时 所需连接电缆的长度 

         

CLS K B 1 4 1 A 典型的订货号 

 

技术性能 
环境温度 -20~50  电源 104~245V AC 50/60Hz 

21.6~25.2V DC 工作压力 最大 7bar 
最小介电常数 2 传感器材质 304不锈钢 
输出 1 SPDT报警继电器 2.5A 250V AC 控制盒材质 玻璃钢与尼龙复合材料 

防护等级 IP65 电缆进口 2 3/4 NPT NPT型  
或 2 M20 BSPT型  重量 典型标准型 约 2.3kg 

延时时间 2~128秒可选 
工作温度 标准型 -20~70   分体型型 -20~100  

认证 ATEX  1 D 

*选用分体式时,工作温度可达到 100 ,更高的温度请联系  



132

157

144 100Length to order

4 x Stainless steel 
captive fixing screws

1" BSP parallel (11⁄4" NPT) 
mounting thread

粘附层补偿功能 

 

 

 

 

 

 

 

 

 

 

 

 

 

 

一个简单的电容电极和容器壁组成一个

电容器 测量电极上有一个 RF 驱动信号

当测量电极处于空气中时 电子电路测得一

个固定电容值 1.0 当测量电极被介电常数较

大的物料掩埋时 电子电路测得的电容值将

增加 从而驱动继电器动作 发出报警信号  

对介电常数较大的流动物料 采用一般 

 

 

  

 

 

 

 

 

 

 

 

 

 

 

 

 

简单的电极就可以了 可是对粘滞性的

物料 由于粘附层的影响 一般电极也将测

得电容值增加 从而导致虚假料位的误信号  

CLS射频电容料位开关通过 保护电极

解决了粘附层产生虚假料位的问题 保护电

极 是电极的第二作用部分 称为驱动保护

它与测量电极是绝缘的 见上图  

保护电极 与测量电极具有相同的电

压频率和相位 因此 在 保护电极 和测

量电极之间没有电位差 从而有效地产生了

一个保护层 防止了由电极附近的物料产生

的电容被检测出 也就是克服了粘附层的影

响  

校准 
CLS 射频电容料位开关有一个高/低位报警

设定开关 用户可根据需要来选择报警形式  

 用户将 CLS天关装在料仓上后

应首先进行校准 在料仓中无物料

时 自动样准只需简单地按下一个按

钮 并保持 1秒钟 然后加物料使测

量电极完全被物料掩埋 再按下按

钮 校准就完成了  

有时 让物料加满料仓是不可能

的 这时可以通过一个手动校准装置

来校准 用户可手工输入一个电容

值 该电容值应与物料掩埋电极时的

电容值相等 使用说明书中有一个表

格 可提供典型物料的电容值  

时间延时 
CLS 射频电容料位开关有时间

延时调节功能 调解范围 1~128秒  

现场修改电极参数 

一般情况下 提供给用户的都是

标准电极 如果工况条件变化 容许

对电极的灵敏度参数进行修改 CLS

射频电容料位开关的灵敏度与电极

的感应表面是相称的 因此一般是不

需要进行修改 除非被测物料具有很

大的密度 且是绝缘材料  

分体型 
具有校准功能的电子部分可以

与电极分离 远传的最大距离为 8米  

分体型开关的测量电极最高工

作温度为 100  

更高温度的应用也可以实现 但须向

工厂提供详细的参数  

 

 

 

 

 

 

 

 

 

 

 

 

 

 

 

 

 

 

 



ULT系列非接触式超声波料位变送器 
   

ULT 超声波料位变送器可以用于各种块

状 颗粒状和粉状固体料位的测量 ULT 具

有波束角小的特点 它采用成熟的回波处理

技术 可以应用在其他变送器不能适应的恶

劣工况条件的料位测量  

变送器材质为聚丙烯 密封的外壳可以

不受蒸汽和冷凝液的影响 电子部件安装在

铝合金盒内 可带远传显示  

每个变送器都带有一个瞄准装置 以确

保安装时变送器的表面与容器内物料的安息

角垂直 从而使接收物料表面反射的回波最

大 所有的回波经处理后送到变送器的电子

模块 输出 4~20mA模拟信号 同时有 HART

或 RS485 Modbus数字通讯可选  

变送器能够以容器形状用一个 32 点的

数据表格或 10个编程程序进行线性化 从而

将料位值转换成容积值或质量值  

 

 

  

设置 
ULT 超声波料位变送器可以设

置成使用插入编程模块 该模块带一

个 5 位 LCD 数字和图表显示器 显

示软件包能够遥控编程和监测 使用

HART 通讯协议 可以有 15 台变送

器与计算机联接 这对单点测量和多

点测量都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应用 
ULT 超声波料位变送器已在许

多颗料状和粉状物料中获得了成功

的应用 ULT超声波料位变送器有很

大的功率 能穿过有较大飞灰的环

境 如吹气输送引起料仓中较大飞

灰 对有飞灰料仓的料位测量 建议

采用大一档量程的变送器 以确保变

送器能接收到一个较大的回波信号  

 

注 安装法兰未在左面的照片中体

现  

 

 

 

 

规格和应用 

15m量程  小型料仓 颗粒状物料 少飞灰环境 

30m量程  中型料仓 颗粒状物料 测粉状物料和有严重飞灰的颗粒状物料时 量程为 20m 

60m量程  大型料仓 颗粒状物料 测粉状物料和有严重飞灰的颗粒状物料时 量程为 50m 

 

技术性能 

电源  85~255V AC 50/60Hz 

  10.5~40V DC 

输出  4~20mA/HART/RS485MODBUS 

  1 SPDT继电器输出 容量  3A 250V AC 

连接  4线 

电缆进口  2 1/2 NPT ANSI法兰型 或 2 Pg16 DIN法兰型  

波束角  5  

精度  0.2%测量距离+ 0.1%满量程 标准条件下  

分辨率  10mm 

工作温度  -30~75  

环境温度  -25~60  

工作压力  最大 1.1bar 

传感器材质  聚丙烯/聚氨酯/铝合金 

控制盒材质  铝合金 

防护等级  IP67 

重量  15m和 30m量程 7kg 60m量程 10kg 

防爆等级  ATEX  1 /2  D 



Z 
ma

x. 

Ball-joint
housing

x

ø Y

max.20°

12
5

Æ

Dimensions mm

Ball joint housing (mounts on chosen 
process mounting flange)

Range X Y Z
code 
1 840 293 855
3 & 4 824 148 814

选型表 

ULT 超声波料位变送器 带瞄准装置  

 编号 显示 

 B 无显示 

 D 带显示 

  编号 法兰 

  A DN150 PN16 开槽法兰 材质 聚丙烯* 

  B DN200 PN16 开槽法兰 材质 聚丙烯* 

  C DN300 PN16 开槽法兰 材质 聚丙烯 

  D 6”ANSI #150 开槽法兰 材质 聚丙烯* 

  E 8”ANSI #150 开槽法兰 材质 聚丙烯* 

  F 12”ANSI #150 开槽法兰 材质 聚丙烯 

  Z 无法兰 带瞄准装置  

   编号 测量范围 

   1 1.2~60m (15kHz) 需 DN300/12”法兰或更大 

   3 0.6~30m (30kHz) 需 DN150/6”法兰或更大 

   4 0.6~15m (30kHz) 需 DN150/6”法兰或更大 

    编号 外壳 

    3 铝合金 

     编号 电源电压和输出 

     3 电源 85~225V AC 输出 4~20mA & HART & 继电器输出 

     5 电源 85~225V AC 输出 RS485 & 继电器输出 

     4 电源 10.5~28V DC 输出 4~20mA & HART & 继电器输出 

     6 电源 10.5~28V DC 输出 RS485 & 继电器输出 

      编号 认证 

      A ATEX粉尘防爆 

      U US通用电器和粉尘防爆 

      Z 无 

        

ULT1 B A 1 3 3 Z 典型的订货号 

 

 

 

 

 

 

 

 

 

 

 

 

 

 

 

 

 

 

 



上海席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MCU900控制单元 
用于 ULT系列和其他 4~20mA输出的变送器 

 

 

 

 

 

 

 

 

 4~20Ma/HART输入 

 4~20mA隔离输出 

 5个控制继电器 

 多功能带背光显示屏 

 墙装或盘装 

  

墙装式和盘装式 MCU90 系列控制单元可

以与任何 4~20mA或 HART兼容变送器配套使

用 它可以提供多种控制功能 可以显示测量

值和各种输入输出信号的状态 背光式显示屏

使显示更清晰  

MCU900 系列控制单元不可安装在危险场

合 控制单元为变送器提供 24V 直流电源 变

送器可以安装在危险场合  

控制单元可以将变送器传来的输入信号进

行补偿 阻尼 线性化和换算 在控制单元中

预置了一些计算程序 供用户选择  

 

 

  

控制单元也可以对 4~20mA 输

入信号进行有选择的接收处理 只

接收处理其中的一部分信号  

5 个可编程继电器可以提供各

种报警控制 包括故障指示报警  

MCU900 控制单元面板上仅有

6个触摸键 用这 6个键 用户就可

以浏览操作菜单 便于用户快捷地

选择各项功能选[项  

详细资料请参阅 IP2031样本  

技术性能 
电气性能  
电源 98~132V AC 50/60Hz/18VA最大 
 198-254V AC 50/60Hz/18VA 最大  15-30V DC/9W最大 
功耗 15-30V DC/9W最大 
电流输入 4~20mA/HART数字通讯 Rev.5 向变送器提供 24V 400 阻性电源 
输入触发信号 带 2个无源触点 
电流输出 4~20mA隔离输出 1k 12bit  
继电器 5 SPCO 5A 240V AC 
电缆进口 共有 5个预留孔 2个有压盖 3个有普通堵盖 
电缆连接 墙装式 在端子排处有 1个固定卡 
 盘装式 在后部有 2个固定卡 
机械性能  
材料 聚碳酸酯 
尺寸 墙装式 213 185 84mm 
 盘装式 开孔 139 69mm 盘后留 165mm净空 
防护等级 墙装式 IP65 室内/室外 
 盘装式 IP42 室内  
使用环境 安装电源 115V Cat. 230V Cat.  
 污染等级 2 
 海拔高度 最高 2000m 
 相对湿度 100% 
温度 -40~55 如果在一个仪表柜中安装有 3台以上的控制单元时 要加装空调  
防爆等级 ATEX 1 D CENELEC EEx ia  C 
订货信息 
 交流电源 24V直流电源 
墙装式 MCU901WX-A MCU901WX-A24 
盘装式 MCU901PX-A MCU901PX-A24 
 

a Roxboro Group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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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1-54438765

传真：021-54438766

www.scc-tek.com

E-mail:scctek@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