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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简介 
BRL700 磁致伸缩液位计是采用磁致伸缩原理研制而成的高精度可测量各种液体的液

位、界面信号的液位计。与静压式液位计、磁翻板液位计、电容式液位计、射频导纳式等产

品相比有明显的优势，而且一只变送器可以用来测量液位、界面、温度，具有极高的性能价

格比。 
磁致伸缩液位计的结构，是采用铝合金外壳、不锈钢测杆、磁致伸缩线（波导丝）、可

移动磁环（内有永久磁铁）和电子部件等部分组成。 

二、应用 
磁致伸缩液位计用于石油、化工原料储存、工业流程、生化、医药、食品饮料、罐区管

理和加油站地下库存等各种液罐的液位工业计量和控制，大坝水位，水库水位监测与污水处

理等等。 

三、工作原理 
在测量液位时变送器电子仓的电子部件产生一激励脉冲，此脉冲沿波导丝向下运动。在

变送器测杆外配有一磁环，此磁环沿测杆随被测物体的移动而移动。由于磁环会产生一个磁

场。当电流产生的磁场与磁环相加形成螺旋磁场，产生瞬时扭力，使波导丝扭动并产生张力

脉冲，这个脉冲以固定的速度沿波导丝传回，在接收回波线圈上会产生感应电流脉冲、即返

回脉冲，通过测量起始脉冲与返回脉冲之间的时间、乘以固定速度，便能精确地确定被测物

体位置。由于传感元件是非接触的，长期在线连续的测量不会对传感器造成任何磨损。 

 

四、 主要特点  
★耐恶劣使用环境、高可靠、寿命长；  
★高精度、高稳定性；  
★高分辨率  
★绝对位置输出；  
★具有反向极性保护功能  
★防雷击、防射频干扰  
★抗震抗冲击  
★ 结构精巧，适应范围广；  
★安装方便，无需定期维修或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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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术性能 
诊断功能： 仪表故障时，输出报警输出电流； 
组态功能：  可以对工程单位、量程、阻尼、报警上下限，杆长，底部偏移量、显示

变量组态；  
监测动态变量功能：液位值、百分比、输出电流等。 
电流校准功能：    可对模拟输出电流进行校准； 
用户校准功能：    可以进行现场标定； 
上下限校准：      两点校准功能，实现零点和满度的微调； 
定点微调：        进行任意点修正，实现平移功能； 
就地组态功能：     对工程单位、量程、阻尼、报警上下限，底部偏移量、显示变量等组态

并具有数据恢复功能； 
就地校准功能：      能就地进行上下限校准，定点微调； 
液晶显示功能：      带背光多功能数字液晶显示；可显示各种工程单位。 
通信功能：          符合 H ART 协议的通信功能； 
数据备份和恢复： 制造商对仪表组态、标定后，对制造商原始信息进行备份，用户现场非

法调整造成仪表不能正常工作时，现场输入或远程指令调入制造商出厂信息，并覆盖用户非

法错误信息，达到正常工作状态。 

六、技术指标 
电    源： 12~36VD 
工作温度： 电子仓： －40℃ ～ ＋85℃ ；测 杆： －40℃ ～ ＋125℃ 
量程范围： 硬杆 500mm～5000mm ；可卷缩软杆 1000mm～20000mm； 
输出形式： 4～20Ma+HART；(数字通讯) ； 
线性误差： 优于±0.1%FS ，最小绝对误差小于 0.5mm  
重 复 性： 优于±0.05%FS  
分 辨 率： 优于±0.05%FS  
迟    滞： 优于±0.05%FS  
响应时间： 0.2～6ms（根据杆长）  
测杆材料： 1Cr18Ni9Ti、304SS、316SS 或用户特殊定制  
连接形式： 通常 M20×1.5、或 DN80、DN100 法兰等用户特殊定制 

七、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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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按键现场调试说明 

1.  现场显示说明 

LCD 的全亮显示图如图图 4-1 所示： 

图 4-1 LCD 的全亮显示图 

其它显示说明： 

        若在通讯状态，闪烁显示 LCD 左上角的 。 
        若固定输出电流，LCD 显示 。 
        若低于报警下限，LCD 显示“下箭头”。 
        若高于报警上限，LCD 显示“上箭头”。 

2.   按键功能说明 
现场组态能实现单位、量程、阻尼、报警上下限，底部偏移量，显示变量等组态数据设

置，校准上下限和定点微调等功能。 
标准的磁致伸缩液位计表头上都有三个按键，分别为“M”、“S”、“Z”。 
        Z 键用于进入提示数据设置界面和移位； 
        S 键用于进入数据设置界面、增加数字和数据保存； 
        M 键用于数据保存。 

注：在三按键模式下，任何时候都可以按下“M“键，保存当前的设置数据。 

3. 组态功能说明 
在正常运行状态，按 Z 键进入现场组态调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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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M”、“S”、“Z”三个按键输入操作码 00002，按 M 键进入组态功能，此时按 M
键操作代码循环出现 0，2，3, 4，5，9,10 ，分别对应的功能如下表： 

左下角“88”字符显

示 
设置变量 

00 返回正常显示 
1 输入操作码 
2 设置单位, m cm mm 
3 设置量程下限 
4 设置量程上限 
5 设置阻尼 
6 定点微调（不允许进入） 
9 第一浮子报警下限（一般不设） 
10 第一浮子报警上限（一般不设） 

注：通过输入***02 功能码可以进入设定菜单循环，除定点微调即 06 功能不能实现外其他

功能都可设置。 
设置单位：当功能代码为 02 时，按 S 键，右下侧循环显示 m cm mm ，如下图： 

 

 
循环到需要的单位后按 M 键确认，操作代码显示 3，进入第一浮子量程下限 

设定界面。如下图： 
此时，按 S 键进入送数操作，输入仪表的第一浮子量程下限值，送数操作方法见附件，送

数完毕后按 M 键进入操作码 4 第一浮子量程上限设定，如果不需要修改按 M 键跳到操作码

4 第一浮子量程上限设定。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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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按 S 键进入送数操作，输入仪表的第一浮子量程上限值，送数操作方法见附件，送

数完毕后按 M 键进入操作码 5 阻尼设定，如果不需要修改按 M 键跳到操作码 5 阻尼设定。

如下图：  
此时，按 S 键进入送数操作，（特别说明，如果阻尼值设为 05678，按 M 键确认后恢复出

厂设置）输入仪表的阻尼值，送数操作方法见附件，送数完毕后按 M 键进入操作码 9 第一

浮子量程下限值设定，如果不需要修改按 M 键跳到操作码 9 第一浮子量程下限值设定。如

下图： 
 

 
此时，按 S 键进入送数操作，输入仪表的第一浮子报警下限值，送数操作方法见附件，送

数完毕后按 M 键进入操作码 10 第一浮子报警上限设定，如果不需要修改按 M 键跳到操作

码 10 第一浮子报警上限设定。调整方法同报警下限值，不在叙述。 
设定完功能代码 10，按 M 键功能代码变为 0，此时如果不需要操作，过 10 秒钟自动返回运

行界面，如果要重新设定，按 M 键进入相应的功能码进行操作。 
特别说明报警上下限的设定意义在此值范围外超出报警上限电流输出 22mADC 固定不变,低
于下限电流输出 3.8mADC 固定不变。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进行报警设定或将报警设定为与量

程的上下限一致。 
送数操作方法：变送器处于现场组态模式，送数状态设置过程如下： 

a. 按下 S 键进入数据设置界面，同时符号位开始闪烁，表示可修改符号位。 
b.     若再次按下 S 键，可以切换数据的正负（正号用上箭头表示）。 
c.      按下 Z 键，第一位数字开始闪烁，此时该位可修改，按下 S 键该位数字在 0~9 之间循

环。 
d.     再次按下 Z 键，可依次设置第二位到第五位数字，设置方法与第一位完全相同。 
e.      设置完第五位数字后，按下 Z 键，开始设置小数点。四个小数点同时开始闪烁，表示

可以设置小数点，此时按 S 键，小数点位置循环切换。 
f.       小数点设置完成后，按下 Z 键，左下箭头开始闪烁，表示可以保存设置。 
g.     按下 M 键，保存设置，进入下一个功能；按下 Z 键，符号位开始闪烁，可重新开始设

置数据。 
其他设定功能：如果输入功能码如下可进入其他功能，请不要随便进入否则造成不可恢复的

错误。 



 

 
电话：029-89688580     传真：029-89688580    技术支持：13363909154     http://www.xabrsy.com  

 6

输入****6：可以操作第 6（定点微调） 
输入***31：可以操作第 31（下限校准）,32（上限校准）项； 
输入***60：可以读写第 60（底部偏移量）项； 

4 、显示变量设置 
液晶显示屏能显示“电流”、“百分比”、“主变量”三种变量的一种或交替显示其中的两

种（间隔时间 4 秒）。在实时正常显示状态，使用 S 键能改变显示变量。 
方法如下：按下“S”键，当前显示变量（如：电流）发生变化，循环显示“电流、百分

比、主变量、温度”,当所需要的显示变量（如：主变量）出现在屏幕上时，松开“S”键，

即实现了将显示变量“电流”改为“主变量”。 
LCD 可以设置的显示变量包括电流、主变量百分比、主变量、环境温度【若组态时选择了

“连接”温度传感器，则会显示温度值】；使用按键设置显示变量时，小数点位置是固定

的，规定如下： 
电流的显示小数点位置为 3； 
主变量百分比显示小数点位置为 2； 
温度的显示小数点位置为 1； 
主变量的显示小数点位置与单位有关，单位为 mm 时，小数点位置为 1；单位为 cm 时，小

数点位置为 2；其它单位，小数点位置为 3。 

九、 接线方法 

 

电源—信号端子位于电气壳体内的接线端子侧。接线时，将接线端子侧（标有 FIELD TERMINAL）的

端盖拧开，接线端子图如上图所示，左侧端子是电源正信号端子，右侧端子是电源正信号端子，用户不

需要连接任何设备。电源是经过信号线供给到变送器，不需要附加电源线。注意，不要把电源—信号线

接到测试(试验)端。变送器的信号线不需要屏蔽，但用两根扭在一起的双绞线效果最好。信号线不要与

其它设备的电源线一起通过导线管或明线槽，也不可在大功率设备附近穿过。电气壳体上的接线孔应当

密封(用密封件)，以防在电气壳体内积水，如果接线孔不能密封，电气壳体应朝下安装，以便排出内部

积水。信号线可以浮地或在信号回路中任何一点单点接地。变送器壳体可以接地或不接地。电源稳压要

求不高，即使电源电压波动 lV，对输出信号的影响也可忽略不计。检查绝缘电阻不能使用高压兆欧表。

线路检查只准用不大 200V 的兆欧表进行测试。输出电流在 4～20mAdc.的变送器最大输出电流不超过

22m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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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场所安装 
为使安装的变送器保持防爆功能，必须注意下述事项(详见防爆说明书)。 
1.      盖子必须拧紧，保证最少啮合 6 扣，不得损坏螺纹。 
2.      传感器与电气壳体的连接部位，最少啮合 6 扣，且不能有损坏螺纹。 
3.      接线孔必须用合适密封件密封。 
4.      如果壳体上另一个接线孔不用，必须用带螺纹的金属塞塞住，最少啮合 6 扣。 
5.      电气壳体的电路侧和接线侧之间的密封层不得损坏，接线端子都必须完好。 

十、 使用注意事项 
1. 在定货或安装前，用户应先了解安装现场情况，并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使安装现场的环

境温度、冲击、振动及压力以及尺寸符合液位计的安装允许范围，购买者或用户应对产品的

应用、防蚀及功能选择负责，所订购产品应符合使用环境要求一致；  
2. 测杆不能弯曲，使用后，应将产品放回包装管内；液位计的电子部件端或最末端不允许受

大的冲击或振动。  
3. 液位计不可直接用于有化学反应或其它对液位计有损害的易燃、易爆、腐蚀、蒸汽和液体

等场合，必要时需有防护措施给予保护。  
4. 液位计的电子部件防溅但不可浸没，切不可让液体浸至六角基座上方。安装完毕，应对电

子仓进行保护处理。  
5. 液位计的屏蔽电缆线必须避开大功率电源、射频信号源和其它有噪声的传输线等。 

十一、常见故障及排除 

注意：1.按上述方法故障排除不了，请送生产厂家检修。  
2.由于客户原因造成产品损坏，不在保修范围内。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解决方法 
在测杆长度范围内一直 
输出 4mA 

磁环或浮子处于死区 调整磁环或浮子位置，进入

非死区即可正常工作。 
输出 4mA 不变，LCD
显示 。 

变送器地址为非零地址 用调试软件修改为零地址 

在测杆长度范围内一直

输出 20mA 
磁环或浮子处于死区 调整磁环或浮子位置，进入

非死区即可正常工作。 
输出 0mA 1 电源丢失 

2 连线不良 
检查磁环或浮子、电源和连

线 
输出不稳 1 磁环和测杆之间应保持垂直，

夹角不能大于 12°。 
2 浮子和测杆之间应保持平行，

夹角不能大于 12°。 
3 供电电源功率不足。 

检查磁环或浮子和电源 

输出 22 mA不变 超出上限报警值 重新设定上限报警值 
输出 3.8mA不变 超出下限报警值 重新设定下限报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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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选型 

 

 

 

 

 

 

 

 

 

型号 变送器类型 
BRL700— 磁致伸缩液位计 
代号 量程范围 
A 
B 

智能型 
现场总线型 

代号 输出形式 
E 输出 4-20mAdc（两线制） 
S 输出 4-20mAdc+HART 信号（两线制） 

F 现场总线信号 RS485 
代号 结构材料 
304 304 不锈钢 
316 316 不锈钢 
F4 聚四氟乙烯 
代号 浮子耐压 
A 开口罐（常压） 
B 小于 1.6MPa 
C 小于 2.5MPa 
D 特殊要求 
代号 量程范围杆长（mm） 
0500 500mm 
....... ……… 
代号 安装方式 
A M20×1.5 
B M33×2.0 
F 法兰式（注明法兰规范） 
代号 附件 
M4 LCD 数字液晶显示 
D 隔爆型 
P 普通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