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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产品概述

USL型超声波泥水界面计是专为污水处理工艺中污泥界面的连续在线监测

而设计。仪器利用可靠的超声波回波检测原理，实现了污泥厚度的实时检测，

为相关工艺的过程控制提供可靠数据，从而优化了排泥、加药等工艺控制流

程。

1.1 工作原理

仪器工作原理如图 1.1，传感器发出超声波遇到泥层会反射，测出发射波和

反射波之间的时间，就可以得出传感器到泥层的距离 L1；传感器到池子底面的

距离是用户设置的 L；这样就可以得到泥层的厚度 d=L-L1。

图 1.1 仪表工作原理

1.2 产品特性

 连续测量，维护量小

 中文菜单，便于操作

 隔离 4~20mA 输出

 根据泥层自动调节发射功率

 先进的算法

 探头清洁设备（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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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碰撞的可选摆动支架（可选）

1.3 技术规格

环境温度: 变送器：-20～60℃

传感器：-20～60℃

存储温度： 变送器：-40～60℃

传感器：-20～50℃，

介质温度： 0～50℃

防护等级： 变送器：IP65
传感器：IP68

量程 ： 0.5~12.0m
分辨率： 1 mm(公制单位)
精度 ： 10mm（依介质情况有所变化）

输出： 4~20mA, 最大负载：750Ω
继电器输出： 5A/250VAC，5A/30VDC———“R1”“ R2” “R3”
电源： 85~265VAC，50/60Hz

1.4 典型应用

 水厂 沉淀池

 洗矿场 沉淀池

 电力 灰浆沉淀池

 污水处理厂 初沉池、二沉池、浓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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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安装与接线

2.1 传感器安装

2.1.1 传感器特性

材质 304不锈钢超声波探头

安装螺纹 R1螺纹（1寸锥管螺纹）

电缆长度 10m或根据要求定制；

介质温度 0℃ ~ 50℃
尺寸 直径：64mm 高：85mm
重量 1.5千克（包括 10米电缆）

防护等级 IP68
超声波传感器实物图如图 2.1所示：

图 2.1 传感器实物图

传感器的尺寸如下图 2.2 所示：

图 2.2 传感器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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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 传感器安装

当运输传感器时，不能对传感器有撞击和不必要的外部压力。尤其是发送

和接收声波的探头底面应该用海绵或软材料包装以减少外部撞击。

在选择传感器安装位置时，需要遵循如下标准：

 应保持传感器与泥面和池底面垂直。

 传感器探头应完全浸没在水中，并且距池壁至少 30 cm。

 探头正下方不能有障碍物，以避免超声波信号被障碍物阻挡。

 探头安装要远离有流速突变引起的气体泡沫和活性漂浮固体，以保证

精确稳定的测量。

如果选用厂家配套的浸没式安装支架，请按照如下方法安装传感器：

1、首先在安装传感器的池壁合适位置打入四个M10钢制膨胀螺栓，将如

图 2-4所示的传感器池壁安装支架通过M10螺母和弹簧垫片固定在池壁的螺栓

上，安装完成后如图 2.3中右图所示。

图 2.3传感器池壁支架安装示意图

2、将浸没式传感器的电缆穿过塑料连接管、安装管、套管、盖和锁紧螺

母；将浸没式传感器的螺纹与塑料连接套的螺纹孔相接并拧紧；塑料连接套则

与安装管相连；然后将安装管穿过套管，根据现场测量深度通过两个紧定螺钉

将套管与安装管固定；将盖与安装管拧紧，防止雨水和其他物质进入安装管；

将锁紧螺母拧紧，固定电缆。传感器与安装管安装完成后如图 2.4 所示。

弹簧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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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传感器支架安装示意图

注意：在连接传感器与塑料连接管时，请旋转塑料连接管而不要旋转传感

器，否则传感器的电缆有可能被损坏，同样在连接安装管与塑料连接管时请旋

转安装管。

3、将安装好的传感器安装管装入安装在池壁上的支架上，并用两个蝶形螺

栓固定，传感器的浸没式安装完成后如图 2.5 所示, 如果需要将传感器拆下清

洗，请参考图 2-6，拆卸时不需要将所有支架的零件拆下，只需要将图 2.6中图

所示的两个蝶形螺栓拧松，然后将安装有传感器的支架向上抽出约 15cm，然后

沿图 2.6中图所示箭头方向拿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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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浸没式传感器安装示意图

2.6传感器拆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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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传感器整体固定

2.2 变送器安装

2.2.1 变送器特性

外壳材质 机身/表面：FRP；窗口：聚碳酸酯

重量 2kg
防护等级 IP65
尺寸（图 2.8） 231×185×119mm

图 2.8 变送器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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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变送器的安装

当运输变送器时，注意不要造成碰撞和不必要的外部压力。

变送器安装注意以下几点：

 避免变送器受阳光直射；

 避免使变送器产生过多震动；

 避免变送器靠近大的电机或者处于强的电磁场中；

 避免变送器直接遭受雨水。

 如果情况允许应将变送器安装于稍稍高于操作者平视水平的位置， 这

样将会有利于操作者可以非常舒服地浏览前部面板和进行控制操作；

 为变送器的开启和维护保留出足够的空间， 变送器安装具体尺寸如图

2.9所示；

可以参考图 2.7 所示的支架结构进行安装。

图 2.9变送器安装图

2.3 清洁设备安装和接线（可选）

2.3.1 自清洗设备的安装



第 2章 安装与操作

- 9 -

1.传感器 2.清洁设备安装架 3.清洁设备

图 2.10 清洁设备

2.3.2 自清洗设备的接线

清洗采用潜水泵冲洗探头，由于潜水泵采用 12V 直流电源供电，为方便用

户使用，我们配了电源适配器，接线如下：

图 2.11 清洗设备的接线

通常，应使清洁设备喷嘴对准传感器安装，NO3、COM3 为仪表变送器上的

端子。

注意：潜水泵严禁在空气中长时间运行，否则有可能损坏泵！

2.4 摆动支架（可选）

摆动支架是用来避免探头被污水处理厂中的圆形或矩形的清洁设备中的刮

泥机的刮板所损坏而设计的，具体应用参见转轴支架说明，如图 2.12。

转轴支架规格：

材质 探头保护罩：尼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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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安装管道：STS316

法兰安装 1寸 NPT 螺纹(探头/客户提供管道)

尺寸 20A, 20S STS 316 管道 x L335

减震方法 减震器

重量 2kg

转轴支架（用于带水面刮板的沉淀池）

图 2.12 转轴支架

2.5电源与接线

2.5.1电源要求

AC 220V， 50 Hz，≥ 15W。

只有铜芯电缆可用。

本仪表是为连续运行而设计的，用户需要提供专门的仪表电源并且在 15 安

培电源回路上提供漏电保护的隔离开关,且应位于变送器附近。

2.5.2 传感器配线

探头电缆标准长度为 10m,当需要延长时,请与厂家联系。

电缆最大长度为 50米(符合标准)。
警告 在扩展电缆时注意不要损坏防护，可能引起水进入探头

2.5.3 用户接线

用户在打开接线端子盖之后可以看到 24位绿色端子和 3位黑色端子，其功

能分别详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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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位绿色信号端子接线说明

序

号

标识 说明 备注

1 mA1+ 4—20mA正 第一组传感器信

号线；如果只有一

个传感器，默认为

第一组

2 mA1- 4—20mA负

3 mA2+ 4—20mA正

4 mA2- 4—20mA负

5 VCC 电源 5V输出

6 GND 地线

7 A RS485通信

8 B RS485通信

9 AGND AGND:地线 屏蔽线（粗黑）

10 TR1+ 发射 1正 红线

11 TR1- 发射 1负 黑线

12 TEP1 温度传感器 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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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GND AGND:地线 绿线

14 AGND AGND:地线

15 TR2+ 发射 2正

16 TR2- 发射 21负

17 TEP2 温度传感器

18 AGND AGND:地线

19 COM1 固态继电器 1输出

20 NO1 固态继电器 1输出

21 COM2 固态继电器 2输出

22 NO2 固态继电器 2输出

23 COM3 固态继电器 3输出 没有选择清洗装

置则没有24 NO3 固态继电器 3输出

提示 ：温度传感器为 10K热敏电阻，接进端子之前，兰线和绿线之间的

电阻在 25摄氏度时应该为 10K,温度越低阻值越大。如果用户只选择了一支传

感器，我们默认为 TR1+，TR1-。（菜单项 4.3 选择传感器 失效）

 3位黑色电源端子

N L PG :为仪表电源端子，采用与传感器不同的黑色三位端子。

序号 标识 说明 备注

1 N 220V---N

2 L 220V---L

3 PG PG

注意： 由于仪表采用自动功率控制，在将传感器正确连接前，请勿上电，

以免发射模块损坏。



第 3章 操作说明

- 13 -

第 3 章 操作说明

3.1 仪表的操作界面

USL 单通道泥水界面计的操作界面如图 3-1 所示，操作界面由一个 192 x 64

像素的液晶屏和五个按键组成。

3.1.1 仪表工作模式

USL有两种工作模式：测量模式和设置模式。上电后仪表就进入了测量模

式，直接开始测量，如果用户需要进行一些参数设置，按MODE键就可以进入

设置模式，进入设置模式时需要进行密码检查，要求操作人员输入授权密码，

如果输入密码错误，则无法进入设置模式，然后返回测量模式。如果输入密码

正确，则进入设置模式，显示主菜单，然后可以通过 UP 或 DOWN 和 SET键

设定参数。完成设置或者不需要继续设置时按 RUN键就可以进入测量模式进行

测量。

3.1.2 显示界面

比例显示

柱状图

当前增益

温度

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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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按键操作

USL的面板有 5个按键，所有操作都将通过这 5个按键来完成。

MODE：按此键以退出测量模式，进入设置模式，显示设定菜单。

SET： 在进入设置模式后，此键才有效。显示菜单画面时，按此键可

以进入选中的菜单。显示参数设置画面时，按此键可以存入设定的

数据并返回上级菜单。选择菜单，或者修改参数。

UP DOWN ：在进入设置模式后，此键才有效。显示菜单画面时，

按此键可以上/下滚动菜单，改变选中位置。显示参数设置画面时，

按此键可以增加/减小参数值，持续按此键可以快速增加/减小参数

值。

RUN : 按此键进入测量模式，退出设置模式。

在运行状态下，一直按住 SET 键，在数据刷新时直接显示波形，同时也

可以看到上下盲区线。

注意：每次设置完参数后需要按 SET键进行确认才能保存数据，否则断电

后数据会丢失。

3.2 菜单概述

设置模式由 4 个菜单组成。在测量模式时，用户可以通过按下 MODE 键

进入设置模式。主菜单包括系统参数设置,继电器设置,校准和测试和其他参数

设置四个部分。

*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菜单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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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设置-------------(0-1000默认值为 0）
单位设置--------------------(m和 mm默认 m）

传感器距底面距离-----------------(0-10m)
滤波系数------------- (1-200)
池面盲区------（300mm----10m）

系统参数设置 池底盲区--（0mm---10m）

4mA对应的泥位-------(0mm----10m)
20mA对应的泥位--------- (0-10m)
时间设置 ----------------(年-月-日-时-分）

数据记录间隔--------（0---59分钟）

显示历史趋势线-------（显示历史数据 192点）

版本信息------------ （版本信息）

继电器一开通设置-（大于等于此值上限报警输出）

继电器一关断设置-（小于等于此值上限报警关闭）

继电器设置 继电器二开通设置--（小于等于此值下限报警输出）

继电器二关断设置 -（大于等于此值下限报警关闭）

故障输出延时-----（出现故障后等待多长时间报警）

故障输出设置-----------（故障输出形式）

4ma 校准--------（0-2000）
20ma 校准-------（0-2000）

校准和测试 12ma 输出-（12mA输出-----测试前两项校准结果）

继电器一测试------------（继电器一测试）

继电器二测试-----------（继电器二测试）

清洗继电器测试---------（清洗继电器测试）

清洗间隔设置 -----（清洗间隔 0-24小时）

清洗时间设置---------（每次清洗的时间 0-200秒）

其他参数设置 选择传感器---------（选择传感器有几组）

发射脉冲数设置-----（0-9） 一般选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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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设置流程说明

一般情况下，只要进行以下操作就可以正常使用

传感器距

底面距离

4mA对应

的泥位

20mA对应

的泥位

池面盲区

池底盲区

滤波系数 4mA校准

20mA校准

3.3.1传感器到底面距离设置

系统参数设置—〉传感器距底面距离

具体操作如下：

具体操作如下：

按MODE>

请输入密码

0000

通过 UP&DOWN键输入正确密码，一般出厂密码为 0000，然后

按 SET>

*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通过 UP&DOWN 键选择需要的主菜单项“01.系统参数设置” 后

按 SET>

01. 密码设置

02. 单位设置

* 03. 传感器距底面距离

04. 滤波系数设置

通过 UP&DOWN 键选择需要菜单项“03.传感器距底面距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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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SET>

传感器距池底距离

8.000 m

通过 UP&DOWN 键修改此值到实际值（例如 8m）后，按 SET 保存此参数（8m）

并且进入上一级菜单

01. 密码设置

02. 单位设置

* 03. 传感器距底面距离

04. 滤波系数设置

到此为止传感器到池底距离设置完毕。同样的操作就可以设置其他参数。

如果此时要进入第一级菜单就需要按MODE 键。如果不需要进行其他参数设

置，直接按 RUN键进入测量模式。

3.3.2 4mA 对应的泥位

系统参数设置—〉4mA 对应泥位 一般设为 0m。

3.3.3 20mA 对应的泥位

系统参数设置—〉20mA 对应泥位

设置为探头距底面的距离或者根据需要设置（比如传感器距离池底是 4.8m
我们可以将此项设置为 4.8m也可以为了方便设为 4m）。以上属于常规也可能是

必须的操作，设置完了之后在运行状态下按住 SET键，在数据刷新时显示实际

采集的波形，通过观察波形确认仪表状态是否正常，如果一直按住 SET没有显

示波形，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

 阻尼滤波设置比较大，数据刷新慢。建议滤波系数大于 30，但是为了

观察波形可以先将此值设置小（比如 5），正常工作后再调整到 50或
者更大的值；

 主页面的 GAIN : **%在变化，此时仪表在自动调整功率，没有正常数

据显示，需要等待。

3.3.4 池面、池底盲区设置

一直按住 SET就会显示以下波形图。

其中比较长的两条线分别表示上下盲区。正常情况下波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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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面盲区线之前为发射后的余震信号，所以池面盲区应该在这个信号之后；

池面盲区增大此线向后移，随着发射功率增大，余震信号会加宽，所以该线应

该离开余震信号一些距离。（一般池面盲区设在 300-500mm 或者更大）。

如果能看到底面回波并且底面盲区线又在底面回波线中间或者后面（如下

图所示），此时就需要调整底面盲区设置。

要么调整传感器距池底距离使之出现正常波形，要么增大池底盲区使该线

向前移出现如下波形。

重要提示：

 实际测量时，仪表只分析池面盲区和池底盲区之间的信号，如

果余震和池底回波在此之间就会得到错误的测量结果。

 仪器采用了自动功率控制技术适应了更多的工况，所以上电初

时可能一两分钟没有结果，此时仪表可能在自动调节功率。

 实际上池底不可能非常平，传感器安装也不可能完全垂直于池

底，以及泥层的不同都会影响到测量，所以池底盲区的设置是

必要的。

3. 4 输出设置

仪表正常工作后，用户端 4mA 和 20mA 设置的值应和仪表的设置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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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即 4mA对应的泥位、20mA对应的泥位）。

通过 校准和测试>4mA 校准(调整到用户端接收到 4mA为止),
校准和测试 >20mA 校准 (调整到用户端接收到 20mA为止),

最后 校准和测试>12mA 输出 (不能调整，只能用来测试，正常情况下用

户端此时应该接收到 12mA电流，如果不正确再进行上述两项的操作)

3.5 菜单详细说明

仪表正常工作时，可以通过按“MODE”键进入菜单模式，此时液晶屏显示

如下，提示输入密码：

请输入密码

0000

通过“▼” 和 “▲”键可以更改液晶屏上显示的密码，当输入密码为正确密

码时（出厂密码为 0000，密码范围 0000~1000），按“SET”键可以进入菜单，

如下图所示的菜单界面，界面左侧的光标“*”用于指示当前选定的菜单，按“SET”
键可以进入该菜单，按“▼” 和 “▲”可以更改光标的位置。当输入密码错误时，

液晶显示屏将显示“ERROR”信息，并在 1秒后自动回到测量模式。

*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3.5.1 系统参数设置

3.5.1.1 密码设置

仪表密码设置是为了保证仪表始终由专业人员进行操作，以避免由于不具

备操作权限的人员的错误操作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设置密码的方法为：首先

按下“MODE”键，输入密码（出厂密码为 0000）后按“SET”键；进入菜单界面

后，通过“▼” 和 “▲”键至“01 系统参数设置”处， 按下“SET”键进入第二级

菜单界面，如下图，通过“▼” 和 “▲”键至“密码设置”菜单处；按下“SET”键进

入下图所示的密码设置界面，通过“▼” 和 “▲”键输入正确密码，密码的输入

范围为 0000~1000；再次按下 “SET”键保存并退回到上一级菜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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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1. 密码设置

02. 单位设置

03. 传感器距底面距离

* 04. 滤波系数

密码设置

0000

3.5.1.2 单位设置

USL泥水界面计提供二种显示单位：m和 mm。出厂默认设置为 m，用户

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单位。单位设置的方法与密码设置方法类似，进入菜

单界面后，通过“▼” 和 “▲”键至“01 系统参数设置”处， 按下“SET”键进入

第二级菜单界面，通过“▼” 和 “▲”键至“单位设置”菜单处；按下“SET”键进入

单位设置界面，通过“▼” 和 “▲”键至相应的单位选项处，再次按下“SET”键保

存并退回到上一级菜单界面。

*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1. 密码设置

*02. 单位设置

03. 传感器距底面距离

04. 滤波系数

单位设置

1．m
2．mm

3.5.1.3 传感器距底面距离

指的是传感器底面距离池子地面的距离，实际上仪表测量的直接结果是传

感器到泥面的距离，而用户需要的是泥层的高度，根据前两个结果很容易就得

到泥层高度。一般来说这个数据要用户提供，但用户往往提供给我们的是整个

水池的水位，而实际上传感器要没入水中一些，池底有时也不会很平坦，此时

就需要根据采集的实际波形进行微调。

设置传感器距底面距离的方法与密码设置方法类似，进入菜单界面后，通

过“▼” 和 “▲”键至“01 系统参数设置”处， 按下“SET”键进入第二级菜单界

面，通过“▼” 和 “▲”键至“传感器距底面距离”菜单处；按下“SET”键进入传感

器距底面距离设置界面，通过“▼” 和 “▲”键移动光标调至对应的实际距离，

再次按下“SET”键保存并退回到上一级菜单界面。

*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1. 密码设置

02. 单位设置

*03. 传感器距底面距离

04. 滤波系数

传感器距池底距离

8.000 m

3.5.1.4 滤波系数

滤波系数设置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平稳的信号，不会因为工艺中某些短时间

的波动而造成测量数据不稳定的变化。滤波系数为平均值滤波的次数，此值越

大，信号越稳定。一般而言泥层高度变化比较缓慢，建议正常运行时此值〉=50，
调试时为加快速度可设置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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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系数的设置与密码设置方法类似，进入菜单界面后，通过“▼” 和 “▲”
键移动光标至“01 系统参数设置”处， 按下“SET”键进入第二级菜单界面，通

过“▼” 和 “▲”键移动光标至“滤波系数”菜单处；按下“SET”键进入滤波系数设

置界面，通过“▼” 和 “▲”键移动光标即可输入滤波系数，再次按下“SET”键保

存并退回到上一级菜单界面。滤波系数输入范围为 001~100，一般设为 50。

*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滤波系数设置

005

01. 密码设置

02. 单位设置

03. 传感器距底面距离

* 04. 滤波系数

3.5.1.5 池面盲区

超声波发射之后由于惯性还有一小段余震，池面盲区就是为了消除余震设

置的。池面盲区的设置方法与密码设置方法类似，进入菜单界面后，通过“▼” 和

“▲”键移动光标至“01 系统参数设置”处， 按下“SET”键进入第二级菜单界面，

通过“▼” 和 “▲”键移动光标至“池面盲区”菜单处；按下“SET”键进入池面盲区

设置界面，通过“▼” 和 “▲”键移动光标即可输入池面盲区，再次按下“SET”
键保存并退回到上一级菜单界面。（盲区的具体数值设置请参看 3.3设置流程

说明）

*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池面盲区设置

0.500m

* 05．池面盲区

06．池底盲区

07．4mA对应的泥位

08．20 mA对应的泥位

3.5.1.6 池底盲区

底面信号有可能会被误以为是泥层信号，特别是泥层比较薄的时候。设置

此项就是为了屏蔽底面信号的影响。池底盲区的设置方法与密码设置方法类似，

进入菜单界面后，通过“▼” 和 “▲”键移动光标至“01 系统参数设置”处， 按

下“SET”键进入第二级菜单界面，通过“▼” 和 “▲”键移动光标至“池底盲区”
菜单处；按下“SET”键进入池底盲区设置界面，通过“▼” 和 “▲”键移动光标即

可输入池底盲区，再次按下“SET”键保存并退回到上一级菜单界面。（盲区的

具体数值设置请参看 3.3设置流程说明）

*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池底盲区设置

0.450 m

05．池面盲区

* 06．池底盲区

07．4mA对应的泥位

08．20 mA对应的泥位

3.5.1.7 4mA对应的泥位、20mA 对应的泥位

一般 4mA 对应的泥位为 0m，20mA 对应的泥位为探头距底面的距离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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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设置（比如传感器距离池底是 4.8m我们可以将此项设置为 4.8m也可

以为了方便设为 4m）。4mA对应的泥位、20mA 对应的泥位的设置方法与密码

设置方法类似，进入菜单界面后，通过“▼” 和 “▲”键移动光标至“01 系统参

数设置”处， 按下“SET”键进入第二级菜单界面，通过“▼” 和 “▲”键移动光

标至“4mA对应的泥位”菜单处或 20mA 对应的泥位；按下“SET”键进入 4mA对

应的泥位设置界面或 20mA 对应的泥位设置界面，通过“▼” 和 “▲”键移动光

标即可输入对应的泥位，再次按下“SET”键保存并退回到上一级菜单界面。

*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4mA对应的泥位

0.000m

05．池面盲区

06．池底盲区

*07．4mA对应的泥位

08．20 mA对应的泥位

*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20mA对应的泥位

10.00m

05．池面盲区

06．池底盲区

07．4mA对应的泥位

* 08．20 mA对应的泥位

3.5.1.8 时间设置

时间设置用于设置变送器的系统时间，进入“时间设置”界面的方法与

进入“密码设置”界面的方法相同，时间设置界面显示的时间格式是：年/月/

日/时:分。可以通过“▼” 和 “▲”键调整光标“*”所在项的值，如当光标

在“2007”下时，可以通过“▼” 和 “▲”来调整时间的年份。按“SET”
键可以移动光标的位置，每按一次“SET”键光标右移一项，

如当前光标在“2007”下，按“SET”键一次，则光标右移一项值“06（月）”

下，此时可以调整时间的月份。当光标处于分钟项时，按“SET”键将保存数据

并退出时间设置界面。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9．时间设置

10．数据记录间隔

11．显示历史趋势线

12．版本信息

时间设置

2007/06/08/8:08
*

时间设置

2007/06/08/8:08
*

时间设置

2007/06/08/8:08
*

时间设置

2007/06/08/8:08
*

3.5.1.9 数据记录间隔、显示历史趋势线

仪表具有数据记录功能，总共可以记录 192个数据，该项菜单设置数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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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间隔，例如设置为 30分钟，每隔 30分钟仪表就会记录一个数据，总共可以

记录 96小时的数据。设置数据间隔的方法与密码设置的方法类似。

根据数据间隔记录的数据值描绘出历史数据的变化趋势，通过观察历史趋

势线用户可以清楚直观地了解泥位的变化趋势。查看历史趋势线的方法与进入

密码设置的方法类似。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9．时间设置

*10．数据记录间隔

11．显示历史趋势线

12．版本信息

数据记录间隔

30分钟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9．时间设置

10．数据记录间隔

*11．显示历史趋势线

12．版本信息

3.5.1.10 版本信息

记录了此仪表的软件版本和出厂编号。查看版本信息的方法和进入密码设

置的方法类似。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9．时间设置

10．数据记录间隔

11．显示历史趋势线

*12．版本信息

软件 V4.0 (SN08070601)

All RIGHT RESERVED.2007

3.5.2 继电器设置

3.5.2.1 继电器设置

变送器具有两个控制继电器输出，分别用于上限和下限输出控制。具体动

作如下：当测量值大于继电器一开通值时，继电器一开通，测量值小于继电器

一关断值时继电器一关断；当测量值低于继电器二开通值时继电器二开通，当

测量值大于继电器二关断值时继电器二关断。

进入“继电器一开通设置”界面的方法与进入“密码设置”界面的方法相

似，首先按下“MODE”键，输入密码（出厂密码为 0000）后按“SET”键；进入

菜单界面后，通过“▼” 和 “▲”键移动光标至“02 继电器设置”处，按下“SET”
键进入第二级菜单界面，通过“▼” 和 “▲”键移动光标至“继电器一开通设置”
菜单处；按下“SET”键进入继电器一开通设置界面，通过“▼” 和 “▲”键输入继

电器一开通时的值，再次按下“SET”键保存并退回到上一级菜单界面。采用相

同的操作可完成继电器一关断设置、继电器二开通设置和继电器二关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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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1．继电器一开通设置

*02．继电器一关断设置

03．继电器二开通设置

04．继电器二关断设置

继电器一开通

9.000 m

继电器一关断

8.500 m

* 01．继电器一开通设置

02．继电器一关断设置

03．继电器二开通设置

04．继电器二关断设置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1．继电器一开通设置

02．继电器一关断设置

*03．继电器二开通设置

04．继电器二关断设置

继电器二开通

1.000 m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继电器二关断

1.500 m

01．继电器一开通设置

02．继电器一关断设置

03．继电器二开通设置

*04．继电器二关断设置

3.5.2.2 故障输出延时和故障输出形式

故障输出延时是指出现故障后等待多长时间报警，故障输出形式是指报警

的方式，一般选择保持最后输出。

故障输出延时的设置方法与继电器的设置方法相同，首先按下“MODE”键，

输入密码（出厂密码为 0000）后按“SET”键；进入菜单界面后，通过“▼” 和 “▲”
键移动光标至“02 继电器设置”处， 按下“SET”键进入第二级菜单界面，通过

“▼” 和 “▲”键移动光标至“故障输出延时”菜单处；按下“SET”键进入故障输出

延时设置界面，通过“▼” 和 “▲”键输入故障输出延时值，再次按下“SET”键保

存并退回到上一级菜单界面。故障输出形式的设置方法与故障输出延时的设置

方法类似。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3．继电器二开通设置

04．继电器二关断设置

05。故障输出延时

*06．故障输出形式

故障输出延时

10 分钟

故障输出形式

1．输出 3.8mA
2．输出 21mA
3．保持最后输出

03．继电器二开通设置

04．继电器二关断设置

* 05。故障输出延时

06．故障输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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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校准和测试

3.5.3.1 4mA和 20mA 校准

仪表正常工作后，用户端 4mA和 20mA对应的值应和仪表设置值保持一致

（即 4mA对应的泥位、20mA对应的泥位）。

一般用户可能都会用到 4~20mA模拟信号，仪表采用 16位高精度电流输出

模块足以满足用户需求，但是由于传输距离远、接收设备误差等总会导致一些

小误差，数字化调整可以消除这一误差，0-2000的调整范围实际上对应了输出

3.8mA-4.2mA. 同样可以调整 20mA。
在使用 4~20mA输出信号前，用户需要根据现场的实际输出负载对该项输

出进行校正。在 4~20mA电流输出设置前，需准备好一个万用表，把万用表接

在 mA+和 mA-输出端。或者把 4~20mA 输出接入系统，然后进入“4mA 校准”
界面，如下图所示，按 “▼” 和 “▲” 键改变屏幕上的输出值直到用户系统测

得的输出电流为 4mA为止。按下“SET”键保存并退回到菜单界面。20mA校准

与 4mA校准的操作相同，在此不再介绍。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1．4mA校准

*02．20 mA校准

03。12 mA 输出

04．继电器一测试

4mA校准

1000

20mA校准

1000

*01．4mA校准

02．20 mA校准

03。12 mA 输出

04．继电器一测试

3.5.3.2 12mA输出

此项用于对 4mA和 20mA校准的验证，不能调整，只能用来测试，正常情

况下用户端此时应该接收到 12mA电流，如果不正确再进行上述两项的操作,进
此界面的方法与 4mA校准方法一样。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12mA输出01．4mA校准

02．20 mA校准

*03。12 mA 输出

04．继电器一测试

3.5.3.3 继电器测试

根据提示进入菜单，按住“▲”键继电器开通，可以测试继电器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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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4．继电器一测试

*05．继电器二测试

06．清洗继电器测试

继电器一测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按▲键继电器开通

继电器二测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按▲键继电器开通

01．4mA校准

02．20 mA校准

03。12 mA 输出

*04．继电器一测试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4．继电器一测试

05．继电器二测试

*06．清洗继电器测试

冲洗继电器测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按▲键继电器开通

3.5.4 其他参数设置

3.5.4.1 清洗间隔设置

仪表内有一个专用于控制自动清洗时间的继电器。进入“清洗间隔设置”

界面的方法与进入密码设置的方法类似。首先按下“MODE”键，输入密码（出

厂密码为 0000）后按“SET”键；进入菜单界面后，通过“▼” 和 “▲”键移动光

标至“04 其他参数设置”处， 按下“SET”键进入第二级菜单界面，通过“▼” 和

“▲”键移动光标至“清洗间隔设置”菜单处；按下“SET”键进入清洗间隔设置界

面，通过“▼” 和 “▲”键输入清洗间隔的时间，再次按下“SET”键保存并退回到

上一级菜单界面。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1．清洗间隔设置

02．清洗时间设置

03．选择传感器

04．发射脉冲数

清洗间隔

20 小时

3.5.4.2 清洗时间设置

设置每次清洗的时间一般为 100秒，它的设置方法与清洗间隔的设置方法一

样。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1．清洗间隔设置

*02．清洗时间设置

03．选择传感器

04．发射脉冲数

清洗时间

10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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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3 选择传感器

此仪表的变送器可以带两个传感器进行工作，一般选择的是接一组传感器

进行工作。进入此菜单的方法与清洗间隔的设置方法相似。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1．清洗间隔设置

02．清洗时间设置

*03．选择传感器

04．发射脉冲数

选择传感器

* 1．一组传感器

2。两组传感器

3.5.4.4 发射脉冲数设置

仪表自动调整发射功率，水池比较浅（比如小于 2米）的时候，可以通过

减小此值来减小余震，提高分辨力；水池比较深（比如大于 5米）的时候可以

通过增加此值来增大功率。一般情况下默认为 5不需要调整。它的设置方法与

清洗间隔的设置方法相似。

01. 系统参数设置

02. 继电器设置

03. 校准和测试

*04. 其他参数设置

01．清洗间隔设置

02．清洗时间设置

03．选择传感器

*04．发射脉冲数

发射脉冲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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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维护与问题解答

4.1 变送器的维护

为了使变送器正常工作，维护人员需要对变送器进行定期维护，维护时请注

意如下事项：

1、 安装在室外的变送器请检查仪表箱，是否有漏水等现象；

2、 检查变送器的工作环境，如果温度超出变送器的工作温度范围，请采取

相应措施，否则变送器可能损坏或降低使用寿命；

3、变送器的外壳是塑料外壳，不要用坚硬物体刮擦，请使用软布和柔和的

清洁剂清洁外壳，注意不要让湿气进入变送器内部；

4、检查变送器显示数据是否正常；

5、检查变送器接线端子上的接线是否牢固，注意在拆卸接线盖前将 220V
交流电源断开。

4.2 传感器的维护

USL在正常运行时，除非传感器底面粘了杂物，一般情况下不需要维护。如

果传感器探头粘了污泥或者其他东西影响了正确的测量，请及时清理或者选购

清洗设备。

1、用水流清洗传感器的外表面。如果仍有杂物残留，请用湿的软布进行擦

洗；

2、检查传感器的电缆，正常工作时电缆不应绷紧，否则容易使电缆内部电

线断裂，引起传感器不能正常工作；

3、检查传感器的外壳是否因腐蚀或其他原因受到损坏。

4.3 常见问题解答

如果使用中出现问题，请查阅下表并参照本手册作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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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问题 解决

LCD 显示 1. 无显示.

2. 显示闪烁.

*显示板供电问题.

1)检查电源连接.

2) 检查电源电缆.

3) 检查主板和显示板的连接电缆.

3.显示不清晰. * LCD 对比度问题.

1) 调整主板上的对比度电位器.

电流输出 1. 接收到电流值不正确. * 4——20mA 设定问题.

1) 检查 4和 20mA 设定值.

2. 没有电流输出. * 电流输出模块问题.

1) 检查电流输出接线是否正确.

2) 如果接线正确，请联系我们.

泥位测量

显示值

1. 显示值为 0.000m 1) 检查传感器电缆来连接是否正确

2) 仪器是否正在自动调整发射功率

3）检查池底盲区设置

2.显示值为满量程. 1）传感器粘污或损坏

2）检查池面盲区设置

3. 显示值不稳定. * 传感器接线问题或阻尼系数太小.

1) 检查传感器接线.

2) 增大阻尼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