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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波 雷 达 物 位 计
1 . 产品概述

1.1测量原理
导波雷达是基于时间行程原理的测量仪表，雷达波以光速运行，运行时间可以通过电子部件

被转换成物位信号。探头发出高频脉冲并沿缆式或杆式探头传导，当脉冲遇到物料表面时反射回
来被仪表内的接收器接收并将距离信号转化为物位信号。

◇输入

反射的脉冲信号沿缆绳传导至仪表电子线路部分，微处理器对此信号进行处理，识别出微
波脉冲在物料表面所产生的回波。正确的回波信号识别由智能软件完成，距离物料表面的距离D
与脉冲的时间行程T成正比： D=C×T/2 其中C为光速

因空罐的距离E已知，则物位L为： L=E-D

◇输出

通过输入空罐高度E（=零点），满罐高度F（=满量程）及一些应用参数来设定，应用参数
将自动使仪表适应测量环境。对应于4－20mA输出。

1.2 测量范围

F----测量范围
E----空罐距离
B----顶部盲区

K----探头到罐壁的最小距离

顶部盲区是指物料最高面与测量参考点之间
的最小距离。 底部盲区是指缆绳最底部附近无法
精确测量的一段距离。 顶部盲区和底部盲区之间
是有效测量距离。

注意：

只有物料处于顶部盲区和底部盲区之间时， 才能保证罐内物位的可靠测量。



2 . 安装指南
下述的安装指南适用于缆式和杆式探头测量固体粉料和液体物体。同轴管式探头只适用于液体物体。

2.1 安装位置：
● 尽量远离出料口和进料口。

● 对金属罐和塑料罐，在整个量程范围内不壁。

如果是金属罐，物位仪表不要安装在罐的央。

● 建议安装在料仓直径的 1/4 处。

● 缆式探头或杆式探头离罐壁最小距离不小于

300mm，建议大于等于 500mm。

● 探头底部距罐底大约 30mm。

● 探头距罐内障碍物最小距离不小于

200mm。

● 如果容器底部是锥型的，传感器可以安

装罐顶中央，这样可以一直测量到罐

底。

2.2 右图为杆式雷达安装图，主要用于液体液位的测
量。
特点：

● 可以测量介电常数大于等于 1.9 的任何介质。

● 一般用于测量粘度≤ 500cst 而且不容易产生粘

附的介质。

● 杆式雷达最大量程可以达到 6 米。

● 对蒸汽和泡沫有很强的抑制能力，测量不受响。

2.3 右图为同轴管式雷达安装图，主要用于液体液位的测
量。

特点：
● 介电常数比较小的液体物料可以采用同轴管式

测量方式，以保障良好的准确测量。

● 可以测量介电常数大于等于 1.6 的任何介质。

● 一般用于测量粘度≤ 500cst 而且不容易产生

粘附的介质。

● 同轴管雷达最大量程可以达到 6 米。

● 对蒸汽和泡沫有很强的抑制能力，测量不受影

响。



2.4安装方法

● 合理安装能确保仪表长期可靠而精确的测量。

仪表可采用螺纹连接，螺纹安装管高

度不要超过 100mm，还可以采用在短管

上安装。安装短管直径在 2″ 至 6″则安装

短管高度应≤ 100mm，若安装于较长的

短管上，应底部固定缆式探头或选用对中

支架以避免缆式探头与短管末端接触。

● DN200 或 DN250 的安装于短管内安

装当仪表需要安装于直径大于 200mm 短

管时，短管内壁产生回波，在介质介电常

数低的情况下会引起测量误差。 因此，对

于一个直径为 200mm 或 250mm 的短

管，需要选一个带“喇叭接口”的特殊法

兰。

● 在塑料罐上安装注意！
无论是缆式或杆式若想仪表工作正常，过

程连接表面应为金属。当仪表装在塑料罐

上时，若罐顶也是塑料 或其它非导电材质

时，仪表需要配金属法兰，若采用螺纹连

接，需配一块金属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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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表探头与罐壁的距离仪表探头至罐壁的距离建议为

罐直径的 1/6 ～ 1/4( 至少大于 300mm，混凝土罐至少

400mm) 选择探头长度时，注意探头底部距罐底约大于

30mm。

注意事项：

● 应避免罐内其它装置接触到微波传导部件（左图）

● 雷达安装不要装在下料口处（右图）

3．电气连接

● 供电电压

(4～20)mA／ HART(两线制) 供电电源和输出电流信号共用一根两芯电缆线。具

体供电电压范围参见技术数据。对于本安型须在供

电电源与仪表之间加一个安全栅。

(4～20)mA／HART(四线制) 供电电源和电流信号分开，各自分别使用一根两芯

电缆线。具体供电电压范围参见技术数据。

RS485／Modbus 供电电源和Modbus信号线分开各自分别使用一根

两芯屏蔽电缆线具体供电电压范围参见技术数据。



● 连接电缆的安装

一般介绍 电缆外径：5~9mm(M20×1.5)

3.5mm~8.7mm(½NPT)

接线一般采用两芯或四芯的电缆，由于电驱动装

置、电源线或发射装置经常产生电磁干扰，因此传

感器导线需要使用屏蔽的电缆。

(4～20)mA／HART(两线制) 供电电缆可使用普通两芯电缆。

(4～20)mA／HART(四线制) 供电电缆应使用带有用地线的电缆线。

RS485／Modbus 供电电缆应使用屏蔽电缆线。

电缆的屏蔽和接线 理想情况下，屏蔽线两端接地。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会有接地补偿电流通过传感器电缆屏蔽。两端

接地的时候可以在接地一端(比如：开关柜内)连接一

个带接地电位的电容。 (比如：1UＦ；1500V)。采

用尽量低电阻的接地。（注：如果仪表用于防爆区

域，由于电位输出，绝对不能采用两端接地）。

● 接线方式

 24V两线制接线图如下



 24V四线制接线图如下

 标准型(非防爆)

 本质安全型防爆



 隔爆型防爆

● 安全指导

所有的电气连接工作必须在断电的条件下进行，请注意遵循仪表说明书上的指导!

请遵守当地电气安装规程的要求；

请遵守当地对人员健康和安全的规程要求。所有对仪表电气部件的操作都必须由经过正规培训的

专业人员完成；

请检查仪表的铭牌以确保提供的产品规格符合您的要求。请确保所供电源电压与仪表铭牌上的要

求一致。

● 防护等级

本仪表完全满足防护等级IP67的要求，请确保电缆密封头的防水性。如下图：



如何确保安装满足IP67的要求：

1.请确保密封头未受损

2.请确保电缆未受损

3.请确保所使用的电缆符合电气连接规范的要求

4.在进入电气接口前，将电缆向下弯曲，以确保水不会流入壳体，见①

5.请拧紧电缆密封头，见②

6.请将未使用的电气接口用盲堵堵紧，见③

4.仪表调试

● 显示/按键

通过显示屏幕上的4个按键对仪表进行调试。调试菜单的语言可选。调试后，一般就只用于显

示，透过玻璃视窗可以非常清楚地读出测量值。

4.1. 界面按键说明

4.2 操作说明

1. 基本设置



1.1 低位调整

低位调整用于量程设置。

它与高位调整一起决定了电流输出线性对应关系的比例。

在主菜单中，当菜单号为 1 时，按 OK 键，进入基本设置子菜单，液晶显示

1.1 0.00%

35.000m(d)
1.346m(d)

按 OK 键，进入编程低位百分比，参见前述参数编辑方法中字符/数字参数编程方法编辑百分比

值及距离值。编辑完成后，按 OK 键确认，按 BK 键放弃编程。

1.2高位调整

高位调整用于量程设置。它与低位调整一起决定了电流输出线性对应关系的比例。当液晶显示

菜

单号为 1.1 时，按键进入高位调整，液晶显示



此时，按 OK 键即可对高位调整进行编辑。

1.3物料性质

当液晶显示菜单号为 1.3 号，按键进入物料性质编程，液晶显示。

物料性质菜单用于选择固体，液体

或微 DK，从面进一步确定物料

的

1.3.1物位快速变化

当物料性质选择液体或固体时，按 OK 键进入快速变化菜单，液晶显示



再按 OK 键进入快速变化菜单，液晶显示。

1.3.2首波选择

当物料性质选择液体或固体时，液晶显示菜单为 1.3.1 时用键选择下一个菜单进入首波选择

菜单，液晶显示

再按 OK 键进入首波选择菜单，液晶显示

按键选择对首波的处理.方法共

有 5 种：

正常：对首波幅度不做处理（默

认值）

减弱：首波幅度减弱 10dB

稍强：首波幅度增强 10dB

较强：首波幅度增强 20dB



1.3.3（液体）表面波动

当物料性质为液体时，液晶显示菜单为 1.3.2 时，用键选择下一个菜单进入表面波动菜单，

液

晶显示

1.3.3

>>

再按OK 键进入表面波动选择菜单，液晶显示

1.3.3（固体）堆角大

当物料性质为固体时，当液晶显示菜单为 1.3.2 时，用键选择下一个菜单进入堆角大菜单，

液

晶显示



1.3.4（液体）泡沫

当液晶显示菜单为1.3.3时用键选择下一个菜单进入液位泡沫菜单，液晶显示

再按 OK 键进入液体泡沫选择菜单，液晶显示

再按 OK 键进入液体泡沫选择菜单，液晶显示

再按 OK 键进入液体泡沫选择菜单，液晶显示

1.3.4（固体）粉尘强

当液晶显示菜单为1.3.3时用键选择下一个菜单进入粉尘强选择菜单，液晶显示

再按 OK 键进入粉尘强选择菜单，液晶显示

再按 OK 键进入粉尘强选择菜单，液晶显示

再按 OK 键进入粉尘强选择菜单，液晶显示



1.3.4

>>

再按 OK 键进入粉尘强选择菜单，液晶显示

1.3.5DK 值小

当液晶显示 1.3.4 时，按 OK 键进入 DK 值调整设置菜单，液晶显示

再按 OK 键进入 DK 值调整菜单，液晶显示



按键选择“是，”用于 DK 值小时的测量设定，液晶显示如下，这时需要人工输入一个准

确的空罐空高值，该值用于判断罐底的位置，以减少罐底的反射

1.3.6（液体）导波管设定



再按 OK 键进入导波管测量选择菜单，液晶显示

按键选择“是”按 OK 键进入直入导波管直径设置菜单，液晶显示

注：导波管设定必须导波管存

在的情况下才可设定有效。

1.3.1微 DK

选择物料性质为微 DK，按 OK 键进入微 DK 设置的液晶显示



选择物料性质为微 DK 时，一般用于介电常数小于 1.4，这时介质表面的直接回波很弱，或不

能测量，而通过罐底反射的方法可以测得料位高度，这时需要输入以下参数中的两个：1.空罐

空高，空罐或空容器的空高值。2.直实料高或待测物质的介电常数，这两个参数关联，输入其

中之一即可。以上参数的精度直接影响测量结果的精度值注：“微 DK”的选择要慎重，大多测量

是不合适的，当“微 DK”选择后，系统根据回波情况，判断采用直接回波法或底部反射法来得到

测量结果。

1.4阻尼时间

当液晶显示菜单号为 1.3 时，按键，进入阻尼时间设置菜单，液晶显示

按 OK 键进入参数编辑状态，用[]键设置数字，用键选择编辑数字位，编辑完成后按 OK

键确认。

1.5输入映射

输出映射用于在已由上位机设置的非线性输出映射与线性映射之间进行选择。当液晶显示菜单

号为 1.4 时，按键，进入输出映射编辑菜单，液晶显示

1.5

>>

按 OK 键进入参数选择状态，用键选择线性或其它可选的映射方式，如线性，编辑完成后



按 OK 键确认。当选择线性输出映射时，用于选择不同的显示单位

1.6定标量单位

当液晶显示菜单号为 1.5 时，按键，进入定标量单位设置菜单，液晶显示

按 OK 键进入参数选择状态，用键选择不同量纲，按 OK 键确认，并进一步选择相应

的显示单位，再用 OK 键确认。当选择线性输出映射后，用于指定具体映射关系。

1.7定标

当液晶显示菜单号为 1.6 时，按键，进入定标设置菜单，液晶显示

按 OK 键，参数域反黑，用[]键设置小数点位置，用 OK 键确认，0%对应的参数域反黑，

用[]键及键设置参数，按 OK 键确认，用同样的方法设置 100%对应值。

1.8量程设定

为了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需设置仪表的量程范围，当菜单号显示为1.7 时按键进入量程设

定菜单，液晶显示。



1.8

30.000m(d)

按 OK 键，对应参数+-反黑，用[]键及键设置参数，按 OK 键确认。

1.9盲区范围

当在距离传感器表面较近处有固定障碍物干扰测量，且最大料高不会到达障碍物时，可用

盲区范围的设置功能来避免测量错误。

当液晶显示菜单号为 1.8 时，按键进入盲区范围设置菜单，液晶显示。

1.9

0.600 m(d)

按 OK 键进入参数编辑状态，编辑完成后按 OK 键确认。

1.10 传感器标签

当液晶显示菜单号为 1.9 时，按键将菜单移至传感标签显示项，液晶显示



按 OK 键进入参数编辑状态，编辑完成后按 OK 键确认。

基本设置菜单包括的内容到此结束。

2显示

此项功能用于显示方式编程

当液晶显示主菜单时，按键将箭头移至显示项，液晶显示

按 OK 键，进入显示方式编程。

2.1显示内容

进入显示方式编程，液晶显示

表示当前显示内容的参数是空高，即仪表显示测量的空高值。按 OK键，进入编辑状态，液晶

显示



用键将箭头移动至所需参数项，按 OK 键确认。编辑完成后，

按 BK 键退出显示编程，返回上一级菜单。

2.2LCD对比度调节

当液晶显示菜单号 2.1 时，按键，进入 LCD 对比度调节菜单，显示

按 OK 键进入调节状态

用[]键及键来增大或减小对比度，之后用 OK 键确认调节并保存结果。



5. 技术参数

供电电压

两线制 标准型 (16~26)V DC

本安型 (21.6～26.4)V DC

功耗 max22.5mA／0.5W

允许纹波 -<100Hz Uss<1V

－(100～100K)Hz Uss<10mV

电缆参数 电缆入口／插头 1个M20×1.5电缆入口

(电缆直径5~9mm)一个盲堵M20×1.5

接线端子 导线横截面2.5mm2

输出参数 输出信号／通讯协议 (4~20)mA／HART / RS485／Modbus

分辨率 1.6uA

故障信号 电流输出不变；20.5mA；22mA；

3.9mA

两线制负载电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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