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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Zc型系列浮子液位计是以磁浮子为测量元件，经磁系统耦合将受压或敞口
容器中的被测介质液位传递至指示器的液位或界位测量仪表。其基本型为现场
指示型，现场指示具体具有两种指示方式，一种是翻球式，另一种是翻柱式。
基本型配上液位报警器可实现远距离液位或界位的上下越位报警，限位控制或
联锁；与远传（变送）装置配合可将液位的变化转换成标准直流电流信号4~20mA
(两线制)，成为DDZ-Ⅲ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的变送单元，实现液位或界位的远跑
离指示，检测或控制。
   浮子液位计具有结构简单，检测功能齐全、读数直观、醒目、测量范围大等
优点。尤其对在大量程，强腐蚀性、易燃、易爆等场合更为实用。
浮子液位计有普通型，隔爆型和本质安全型三种结构形成，用户可以根据现场防
爆要求选用相应的产品。
   根据浮子液位计的使用情况及用户的需求，在原有现场指示型的基础上增加了
翻球式位指示，使现场指示更加可靠、清晰。对远传装置亦作了改进，原来的三
线制，改为两线制，并使之一体化，使仪表的各种性能提高。用户安装维修更加
方便。

                        

               一、标记及标记示例

                         标记

 
标记

 报警器代号

a 无
            b上限A
            c 下限B
            d 上、下限C

材质 

a.0Crl8Ni9(304)
     b.00Crl9Ni10(304L)
     c.0Crl8Ni9tl(321)
     d.0Cr18Ni12Mo2Ti(316Ti)
     e.00Cr17Ni14Mo2(316L)

显示大方 
a.翻板  F

         b.跟踪  H
         c.远传  Y

结构形式a.普通  A    b.带夹套 B

介质密度 g/cm³

中心距  L mm

密封面型式 a.突面  B.凸面   M

公称压力 Mpa

物位  指示仪

标准号

HG/TXXX-95  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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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示例
一个PN6.3MPa, 测量范围为1100，接口法兰密封面凸面，带上下限液位报警
器，本体材质为OCrl8Ni9Ti的翻板式带夹套磁翻板液位计所测介质密度为

30.7/cm ，标记为：HG/T 21584-95  ZC 6.3M-1100-0.7   BF321C

                     一、主要技术参数

  

1、基本型
   （1）测量范围（即安装法兰中心距）：500、800、1100、1400、
1700、2500、4000、8000mm;注：在500~8000mm测量范围内，用户可根据
需要任意选择。

（2）现场指示精度：±10mm。
（3）介质温度：-80~+250℃。

3   （4）介质密度差：≧ 0.15g/cm (测量界位)
3   （5）介质密度：≧0.45 g/cm (测量界位)

   （ 6） 工 作 压 力 ： PN2.5  4.0  6.4  10.0  16.0MPa。 压 力 ≧
PN10.0MPa，且介质密度≦0.8 g/cm时浮子加压力补偿装置。

St 2   （7）介质粘度：≧1 (10-4/M /S)
   （8）过程连接法兰：

当浮子液位计压力等级为PN2.3、4.0MI’a时，其过程连接法兰均按
JB82-59，DN20~25，PN40为动凸面法兰制造（即PN2.5MPa的压力等级仍
配PN4.0MPa等级的法兰），用户可配凹面法兰（可与带凹面法兰的阀门直
接连接）。

当浮子液位计压力等级为PN6.4,10.0,16.0MPa时，其过程连接法兰
为JB82-59，DN20~25，固定凸面法兰制造，过程连接法兰压力等级与浮子
液位计相同。用户自配凹面法兰（可与带凹面法兰的阀门直接连接）。

用户如需特殊法兰，在订货时需注明。
   （9）环境振动：频率≦25Hz,振幅≧0.5mm（在实际运行状态下）。

测量范围(mm)

重    量（Kg）

800 1100500 1400 1700 2500 4000 8000

17 20 22 26 29 3 52 93

  2、报警器
   （1）供电电源电具压：220V.AC,50HZ。

（2）输出信号：三常开，三常闭开关信号。
（3）开关触点容量：220V、2A。

   （4）工作寿命:>10 5次。
   （5）报警精度：±5mm。
   （6）环境温度：-40~+60℃。
   （7）环境振动：频率≦25Hz,振幅≦0.5mm。
   （8）防爆型式用防爆标志：经中国防爆电气产品检测中心检验合格。

(9)  报警开关防爆软管接头：M20X1.5阴螺纹。
  3.远传（变送）装置
   （1）远传装置量程：0~500mm至0~8000mm；在同一设备上，因量程过
       大而同时使用多台同一型号的浮子液位行时，远传部分可以串联
       使用，但用户在订花时须注明。

（2）精度：±10mm。
（3）回差：±10mm。 2

(图六)

主要技术参数

基本型
测量范围：0~300mm内由用户任意选择      
指示精度：±10.0mm
工作压力：1.6MPa
工作温度：-40~250℃

3介质密度：≦0.79gcm
连接法兰：JB82-59,PN1,6MPa，DN150

报警器
输出形式：三常开、三常闭开关信号
触点容量：220V.AC，2A

5工作寿命：10 次
报警精度：±5mm
供电电源：220V.AC,50HZ
出线口接头：内螺纹M20×1.5

远传装置
远传量程：0~300mm
精度：±10mm
输出信号：4-20mA.DC
远传最大距离：3Km
负载抗阻：250Ω（不包括导线电阻200Ω）
供电电源：24V.DC 220V .AC 50Hz(配带稳压电源)
环境温度：-40~60℃
出线口接头：内螺纹M20×1.59



   （4）输出信号：4~20A.DC。
   （5）远传最大距离：3Km,敷设电缆电容，电感最大值不超过0.04uF、2mH。
   （6）电源电压：24V.DC,220V,AC50Hz(浮位液位计配带24V直流稳压电源)。
   （7）环境温度：-40~+60℃。
   （8）环境振动：频率≦25Hz,振幅≦0.5mm。

(9)  负载阻抗：250Ω
   （10）防爆软管接头：M20X1.5阴螺纹。

(11) 功耗：＜1.0W.
（12）二次表开口尺寸:152X76经中国防爆电器产品检测中心检验合格。

    4.接液材质
   （1）筒体:1Cr18Ni9Ti。

（2）浮子:1Cr18Ni9Ti。
（3）上、下连接法兰：1Cr18Ni9Ti。

   （4）排污阀：1Cr18Ni9Ti。

四、主要结构及工作原理
   
   1.基本型

基本型结构见图一，由筒体5、浮子7、浮子室6、法兰4.9、标尺架8、
指示器12、导管13部分组成。它经上、下过程连接法兰安装于容器的
侧面，根据浮子重量和浮子排开液体体积重量相等的原理，使装有永
久磁钢的浮子浮在被测介质中，并随液位或界位的变化而上、下移动。
浮子内磁钢所在的位置（即实际液位或界位的高度）通过磁系统的耦
合被传递到现场指示器，并从标尺上独处液位界位的高度。

图一 ZC系列基本型浮子液位计结构图

2.报警器
     报警器由报警开关盒转换器两部分组成。报警开关见图二，安装于
浮子室外侧，由浮子内测功驱动。它具有事故不排除报警不停止的记忆
功能；转换器安装管饭控制室内，它既向报警开关供电，又将报警开关
的动作信号转换成继电器触点动作（三常开、三常闭）作为报警开关为
无触点开关（晶体管开关），工作电压220V.AC.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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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订货须知

    订货时详细填写下列参数

    被测介质名称

    测量范围

    工作温度

    工作压力（MPA）

      ZC-109型顶装式磁翻板浮球液位计

   概述：
    ZC-109型顶装式浮球液位计是以浮球为测量元件，通过连杆，磁钢将液位

变化传达到现场指示器，使指示器醒目地指示出液位的高度，是UHZ-54型

浮球液位计的派生产品，液位计配有液位报警器和液位远传位置，液位报

警器可实现液位的上下极限报警，限位控制或事故联锁。液位远传装置可

将液位变化线性地转换成4~20mA电流信号，成为电动Ⅲ型仪表中的一个变

送单元实现远距离的指示检测控制和记录。

液位计使用与地下贮槽的液位测量，具有防爆功能，整机由不锈钢制成，

故可用于有腐蚀，有毒，易燃，易爆的场合。

   特点：
    结构简单，安装方便
    检测功能齐全
    耐腐蚀，防爆
    读数直观，醒目

    结构原理：
   ZC-109型浮球液位计是由基本型，液位报警器和液位远传达装
置三部分组成。
  基本型是按阿基米德定型和磁翻板材料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

    5.维修：

         如果介质有沉淀物不清洁，产品经一段时间使用后，需要清洗，清洗时

关掉上、下阀门，打开排污阀及封头螺钉进行清洗，如果需要清洗浮

子，则应拆下下盖，取出浮子清洁。

       远传（变送）装置发生故障是，检查相应元件，如果发现干簧管损坏，

应调换干簧管，并应与原向一致，其它的元件均可用相同规格的元件更

换。

       报警发生故障是，除液位开关内的集成电路损坏，需向我厂购置外，其

余元件均可用相同规格的元件更换。

        在打开远传装置及报警开关外壳盖前，应切断电源，在拆装过程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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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3.远传（变送）装置
（1）远传装置由传感和转换两部分电路组成。传感部份系一组装
在钢管里的电阻和干簧组成，它紧靠浮子室。转换部分装在传

图三远传装置结构及安装图

（2）工作原理：液位的变化，使传感部分中的电阻Px的电阻值发
生相应的变化。例如：液位在零位时，由于浮子内磁钢磁翻板        
驱动。使JG1吸合，RX值最大（输出4mA）。随着液位上升，浮子上
升，JG1失磁脱开，JG2得磁吸合Rx=R总-RJ，如此浮子上升，电阻
Rx随液位上升，阻值呈线性减少，到最高点时，Rx=0（输出20mA）；
液位下降，则反之，由转换部分提供的恒流源IH，在Rx上形成线性电
压，进入转换部分，转换成4-20mA的信号。

4

  现用水作校验介质。但浮子是按介质密度设计制造的，所以睡眠与磁钢

中点有一误差值，即Δh，由于磁钢在浮子中所处的高度是已知的。并

在浮子表面标明。如h介，而水可根据其密度计浮子的结构查（图十一）    

张相应密度校正曲线，找到浮子在水中所沉入的深度h水，两者只差即h介-h

水=Δh

  若h介>h水，即Δh为正，则工作介质的实际液位应比在校验玻璃管上读

得的水位指示值低Δh，这可将标尺上与校验玻璃管上水位指示值相同

的对应值联通标尺架一起向水位指示值水平线下面移动Δh。

  若h介<h水，即Δh为负，则与上述相反。

用上述方法还可以将测量一张介质的浮子液位计测另一种介质的液位，

同样可以校正你所需要的精度。

（图五）

   2.安装要求：

（1）浮子室内不允许有异物进入，如焊渣、石块、铁片等；（2）液位

计必须垂直安装于容器上。其最大不铅直度≦3；（3）浮子装入

浮子室时，勿将浮子上下颠倒。

   3.使用：

浮子液位计做耐压试验时，应将浮子取出，若要对浮子进行耐压试

验，应单独进行，且加压的速度尽量缓慢，试验压力与其工作压力。当

容器做耐压试验时，应切断液位计上下阀门，总之，液位计浮子不参加

设备耐压试验，液位计投入运行时，应先打开上阀门。然后慢慢打开下

阀门，避免容器内的受压介质快速进入浮子室，是浮子急速上升，造成

现场指示跟踪不灵（指示器跟随速度≤0.8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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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压电源
（1）稳压电源原理：
    ①电源：220V.AC 50HZ;②输出：24V.DC;③功率：10W;④功耗：0.5W。
（2）稳压电源外形尺寸：160×180×100（长×宽×高）。

五、构成及接线

    说明：
1.去掉安全栅，将安全栅两端的导线直接连接，即构成普通型或隔爆型系统图
2.安全栅具体安装及接线，调校要求，见该产品的使用说明书，系统检查及调
校时必须断开安全栅，交安全栅两端的导线直接连接，以防安全栅烧坏。
3.远传装置系统构成及接线见图四。

(图四)

六、调整和检验
浮子液位计在出厂前已要据用户提供的工作压力、介质密度调整好了标

尺的位置，并在浮子上标有工作压力，介质密及浮子上下端，按箭头所指方
向放入浮子室内，切勿颠倒放入，如果要现场需作更精确的调整时，则请按
如下步骤进行：
 1.调整时需要的食品及设备见（表二）

序号  名 称 规   格 精 度 数 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直流稳压电源

直流毫安电源

可变电阻管

检验玻璃管

塑料管

万用表

盲法表

法兰

阀门

三通接头

基准标尺

DC24V

DC0-25mA

0-100KΩ

Φ19×2.5

Φ22×1.5

DN20ˉ25,PN按选用压力等级确定

″          ″

J13H-100

自制

钢卷尺

±1.0%

0.5级

±0.1%

±0.1mm

1台

1台

1台

大于测量范围

1.5米

1只

1只

1只

1只

1只

1只

 3.调整
（1）用工作介质检验

 当检验介质为实际工作介质时，检验玻璃管中的液位高度（在基准

标尺上读得）应与现场指示器在标尺上的读灯笼一一对应。若有误差，

可移管动标尺架，满足精度要求。

  现场指示检验好后，然后检验远传（变送）装置，检验时先将传感

钢管下端标有“零点”的标记移动，并使之比现场指示零位高10mm。

再将传感钢管上端标有“靠筒体”标离得一侧紧靠体后固紧。然后

接通电源，读出直流毫这表的指示值，液位在“零位”时指示应为

4mA，满“量程”时，应指示20mA，如果指示有误差，则可调整转换

部分的“零点”和量程点位器。由于在调整两端输出时，互相略有影

响，所以必须反反复复调整几次，知道满足测量精度要求为止，然后

再逐点检查全量程内的各点输出。并将读数记入表内，以作各用。电

阻箱置于250是作为负载用的。如果要使远传（变送）装置输出+1-5

V.DC电压信号，可在输出回路中串250,0.5W精度电阻见图六，即可

在电阻两端取出+1-5V.DC信号。

仪表编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上行

下行

回差

真值 0 20% 40% 60% 80% 100% 备  注

指示值

误差值

远传值

误差值

报警点值

指示值

误差值

远传值

误差值

报警点值

最后调整报警开关报警点，调整的方法是将报警开关的37端的水平

中心线与现场指示标尺上所需的报警点在同一水平线上，然后将浮

子装有磁钢的地方在报警点上，下移动，现察报警开关是否动作，

如有误差，将报警开关作相应的上下移即可。上、下报警开关以同

样主法调整。

（2）用水作介质检验

磁钢在浮子中所处位置的高度是根据使用单位在订货时所提供的工

作介质密度确定的，因而已知的浮子在介质中磁钢的中点与介质液

面正好处于同一水平线面上，若工作介质不同，则工作介质密度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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