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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感谢您选择丹东通博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的产品。 

 

本使用说明书给您提供有关安装、连接和调试以及针对维护、故障排除和贮存方面的重要信息。请

在安装调试前仔细阅读并将它作为产品的组成部分保存在仪表的近旁，供随时翻阅。 

 

并可通过 www.ddtop.com 输入版本号下载本说明书。 

 

如未遵照本说明书进行操作，则本仪表所提供的防护可能会被破坏。 

 

商标、版权和限制说明 

通博、通博电器、通博泵业、DDTOP、均为公司的注册商标。 

 

本仪表的性能规格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丹东通博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有权在任何时候对本说明书所述的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质保 

丹东通博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保证所有刮板流量计自出厂之日起，一年之内无材料和制造工艺方

面的缺陷。 

 

在质保期内，如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而返回，提出的索赔要求经制造厂检验后确定属于质保范围内，

则丹东通博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免费为买方（或业主）维修或更换。 

 

丹东通博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对因设备使用不当，劳动力索赔、直接或后续损伤以及安装和使用

设备所引起的费用概不负责。除了关于丹东通博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某些产品的特殊书面保修证

明，丹东通博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质量保证。 

 

质量 

丹东通博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了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产品生产的全过程均严格依照质

量体系的规定范围执行，对产品和服务质量提供最强有力的保证。 

 

 

 

 

 

 

 

 

http://www.ddto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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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提示  

出于安全的原因，明确禁止擅自改装或改变产品，维修或替换只允许使用由制造商指定的配件。 

1.1 爆炸可能会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在有爆炸危险的环境中安装设备时，请务必遵守适用当地、国家和国际标准、规范和规程。应

确保按照本安或非易燃现场作业规程安装设备。 

1.2 过程泄漏可能导致严重伤害或死亡。 

如果过程密封件损坏，介质可能在连接处发生泄漏。 

1.3 不遵守安全安装准则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受伤。 

此说明书中所描述的各项操作需由受过专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质或终端用户特约的专业人员

来完成。 

2 产品说明 

2.1 产品主要结构-图 1 

 

 

 

图 1 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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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紧固件，包括螺栓螺母垫圈 

2． 法兰盖，可根据用户要求配置放空部件 

3． 发讯器，可 360°旋转，有 8 个观察位置 

4． 密封垫，两片 

5． 内筒，浮力测量元件 

6． 外筒，测量室 

2.2 工作原理 

被测介质液位的变化引起内筒所受的浮力发生变化，该变化传递到扭力管组件上，使扭力管与

芯轴同步转动一个角度。耦合在扭力管芯轴上的传感系统产生电压信号。液位控制器电子组件测量

液（界）位信号，提供 4～20mA 电流输出。微控制器测量环境温度可补偿由于过程温度变化而引

起的液体密度的变化。LCD 可显示模拟量输出、过程变量、过程温度(需安装 RTD)、扭力管旋转角

度及液（界）位的百分数范围等信息。 

 

2.3 包装 

请将包装废物送到专门的回收机构。 

 

2.4 吊装运输时 

请选用质量合格的吊装设备及吊装绑带，并注意安全。 

 

2.5 仓储 

贮存温度-20℃~40℃；贮存湿度≤40% 。 

3 技术特性 

3.1 主要性能 

 

3.1.1 已通过国家级防爆认证 

认证标志：本安型 Ex iaⅡCT5/T6 Ga 

隔爆型 Ex dⅡC T5/T6 Gb 

 

3.1.2 产品执行标准 

GB/T13969 浮筒式液位仪表 

Q/AMM 013 浮筒液(界)位变送器。 

3.2 主要参数 

3.2.1 电源电压：12～30V DC；控制器内有反向极性保护（HART 协议通讯时控制器电压≥17.75 V 

DC）。 

 

3.2.2 输出信号：4～20mA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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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形尺寸示意图-图 2 

若订货时要求为特殊尺寸，以实际尺寸为准。 

 

 

5 开箱及检查 

5.1 开箱验货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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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对照产品铭牌(图 3)与供货清单信息是否一致。 

 

 
图 3 产品铭牌 

 

5.1.2 对照装箱清单，检查各零件数量，材质是否正确。 

5.2 检查内容 

 

5.2.1 检查仪表外观是否有缺陷，损坏等异常情况。 

 

5.2.2 若 ZTD 智能浮筒发讯器与其它零件采用分体包装，安装内筒前，请先拆除套在内筒上的两个

减震胶环（图 4）。 

 
图 4 减震胶环 

6 安装 

6.1 安装工具 

6.1.1 适用于过程连接件的扳手、法兰垫片和法兰螺栓 

 

6.1.2 水平仪 

6.2 安装技术要求 

6.2.1 安装测量室时，外筒侧法兰轴线必须垂直于水平面，如果 ZTD 智能浮筒发讯器与其余零件是

分体包装的，则按图 1 所示各零件位置安装，如果已经整体安装，则按 6.3.5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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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发讯器与内筒安装：用手提着内筒上的连接器拉环（图 5），把连接器套入发讯器杠杆顶端，

再将拉环转到闭锁位置，内筒即被锁在杠杆上（图 6）。 

 

 

图 5 

 

 

 

 

图 6 

 

 

6.3 安装操作过程-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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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安装 

 

 

6.3.1 将法兰盖与外筒连接的螺栓螺母拆下，取出密封垫，将 1 件密封垫放在外筒上端法兰密封面

上，如图 7-1. 

 

6.3.2 将内筒与发讯器按 6.2.2 连接好，装入外筒中，需保证发讯器环法兰与密封垫接触良好，如图

7-2。 

 

图 7-1                                  图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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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将另 1 件密封垫放在法兰盖密封面上，将法兰盖装在发讯器环法兰上，需保证发讯器环法兰

与密封垫接触良好，对齐法兰螺栓孔，如图 7-2。 

 

6.3.4 安装法兰盖与外筒连接的螺栓和螺母，并交替拧紧螺母，如图 7-3。 

 

6.3.5 将外筒侧法兰安装在装置上，需保证法兰与密封垫接触良好，如图 7-4.。 

 

 
图 7-3                                 图 7-4 

7 调试 

7.1 调试准备 

7.1.1 调试工具 

1) 电源 

2) 用于 HART 通讯协议的 230Ω～600Ω 电阻 

3）支持 HART 协议的手操器（罗斯蒙特 475） 

 

7.1.2 滑块锁定 

调校 DLC3100 智能液位控制器前，按住箭头位置滑块并沿箭头方向滑动到另一端，滑块进入

定位槽中锁定（图 8）。 



    

 11 / 33 

 

WWW.DDTOP.COM 

 

图 8 

7.2 电气接线 

7.2.1 拧下电源端子盒盖（图 9），连接各电流信号线（图 10）。其中 T 为测试端子；+接电源正极，

-接电源负极；R1，R2 接 PT100（温度传感器，若有）；内部接地线接铠装电缆外铠（若有）。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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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7.2.2 完成接线后，再检查接线的极性是否正确，仪表外壳必须接地良好，然后将 24VDC 标准电源

接通。 

 

7.2.3 使用 HART 协议通讯时，智能液位控制器的电源电压必须≥17.75VDC，若低于此电压，组态

信息会被认为不正确。 

 

7.2.4 在回路中必须接 230Ω～600Ω 的电阻，以便与 HART 通信器通信。 

 

7.2.5 推荐使用支持 HART475 通讯协议的手操器进行调试。 

 

7.3 调试操作过程 

7.3.1 调试前注意事项 

1）仪表不应受到强烈振动和冲击，特别是对挂有内筒的杠杆，不得大力拉压，以免损坏扭力

管。 

2）仪表不得参与装置在投产前所进行的气扫等有冲击性的工艺试验。 

 

7.3.2 在调试时，如果用水为介质（非实测介质），就会出现下面两种情况：ρ 介质＜ρ 水和 ρ 介质＞ρ 水。

但无论介质密度如何，都可通过公式：h 注水高度＝ρ 介质 · H 满量程高度／ρ 水 计算出对应的注水高度和对应

的输出电流值。 

 

※ 仪表在出厂前已经标定。 

 

7.3.3 调整现场 LCD 显示值（以 HART475 Ver3.7 为例） 

 

在通常情况下，用户在开始使用时，如果用户所提供的介质物理参数没有任何变更，可采用两

点校验法进行调试，。 

 

按以下步骤操作： 

两点校验法：将内筒挂在杠杆上，操作手操器，进入 HART。选择菜单 2（Online）→2（Confin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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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Calibration）→1（Calibration）→2（Two Point）→1(PV Units)在此界面调整液位至 0 点，

输入液位值 0.0，点击 ENTER→1(Confirm) 点击 ENTER→在此界面调整液位至 100%，输入液位值（例

800mm），点击 ENTER→1(Confirm) 点击 ENTER→设置完成（图 11，菜单间转换按手操器右键）。 

 

 

图 11 

完成上述操作后，智能液位变送器即可使用。 

 

※ 在设置时应特别注意测量单位的统一性。 

 

8 注意事项 

8.1 使用密度要与设计密度相同，若密度更改则需重新更改参数，校准仪表； 

 

8.2 拆装过程中要尽量保护扭力管，防止其受力损坏； 

 

8.3 确定电源安全可靠，并且电源要按照正确的正负极连接； 

 

8.4 不要用不配套的手操器对仪表进行操作； 

 

8.5 震动较大的场合不合适使用浮筒液（界）位变送器； 

 

8.6 粘度≥500mPa/s 的介质不合适使用浮筒液位计测量； 

 

8.7 电子部件的操作温度范围为-40℃~+80℃，液晶屏显示的温度范围为-30℃~+80℃（超出范围

液晶无显示，远传正常）； 

 

8.8 调试结束后拧紧显示器与电源盖，防止仪表进水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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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故障分析与排除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故障排除方法 

通电后，液晶无显示，

无信号输出。 

1.电源极性接反或电源故障。 

2.线路中有断路。 

1.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检测电源回路是否有断路； 

2.如电路中存在安全栅，则检查安全栅是否正常工作； 

3.正确的连接正负极电源。 

装 置 实 际 液 位 发 生 变

化，而仪表指示与输出

不随液位变化，或变化

幅度不一致。 

1.内筒防震胶环没有取下，与外筒壁发生

摩擦。 

2.内筒或杠杆被异物卡住。 

3.外筒安装不垂直与内筒发生摩擦。 

4.内筒连接器装反，内筒与外筒壁摩擦。 

5.发讯器的锁紧装置没有推到开锁位置。 

1.由于在运输过程中，为防止内外筒发生碰撞损坏，内筒出厂时

会安装防震胶圈，设备安装的过程中要取出该胶圈。 

2.检查内筒与杠杆处是否有异物，并将异物清除。 

3.校正外筒与地面垂直。 

4.重新正确安装内筒。 

5.将锁紧装置推到开锁位置。（按箭头方向）。 

仪表显示输出最大值或

超量程，并且调试无变

化，现场指示无变化。 

1.内筒脱落。 

2.仪表接线盒有故障。 

3.发讯器的锁紧装置没有推到开锁位置。 

1.连接好内筒。 

2.更换接线盒。 

3.将锁紧装置推到开锁位置。 

仪表校准后投入使用，

与实际液位值有偏差，

指示不准。 

1.工艺参数不准（实际密度与设计密度不

一致）。 

2.现场伴热导致介质密度发生变化。 

3.就地指示液位计指示不准确。 

1.重新确定工艺参数，按新的密度重新校准仪表，或使用定点迁

移功能修改仪表显示与输出。 

2.调整伴热温度，防止被测介质密度变化。 

3.检查就地指示液位计，确定其准确的反映实际液位。 

调校仪表线性不好，且

有较大的回差。 

1.内筒被杂物卡住，量程拉不开。 

2.内筒防震胶环没有取下。 

3.电源电压不正常。 

4.校验时参数计算错误。 

5.发讯器的锁紧装置没有推到开锁位置。 

1.清除杂物。 

2.取出胶环。 

3.调整电源电压。 

4.重新计算正确参数。 

5.将锁紧装置推到开锁位置。 

表头显示乱码，输出信

号不变化。 

1.线路板故障。 

2.电源电压不正常。 

1.更换仪表表头。 

2.检测电源更换安全栅。 

调校时仪表输出电流忽

高忽低。 

1.电源故障。 

2.仪表绝缘不好。 

1.检查电源，更换安全栅。 

2.检测仪表接线端子的绝缘性，若绝缘有问题，更换仪表表头。 

仪表液晶显示百分数、

液位值与实际输出的电

流值不符。 

1.URV 与 LRV 输入错误。 

2.未用正规的手操器进行仪表校准，导致

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不符。 

1.重新输入 URV 与 LRV 数值（URV=量程；LRV=零点）。 

2.利用手操器模数校准功能，对电流进行校准。 

仪表显示 0%；液位变化，

仪表输出不变。 

1.仪表参数密度值变为“0”。 

2.仪表参数扭力管刚度为“0”。 

3.发讯器的锁紧装置没有推到开锁位置。 

4.内筒脱落或防震胶环未取出。 

1.重新输入正确密度值。 

2.重新输入扭力管刚度值 8-30，重新两点校验仪表。 

3.将锁紧装置推到开锁位置。 

4.重新安装内筒或取出防震胶环。 

仪表输出持续降低，无

法正常校准。 

1.扭力管故障。 

2.内筒瘪、漏、进介质。 

1.更换扭力管。 

2.更换内浮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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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操器通讯不上 
1.检查手操器型号，版本。 

2.电源是否有问题。 

1.使用支持 HART 协议的手操器（罗斯蒙特 275、375、475）。 

2.更换电源。 

3.换安全栅,或串 250 欧电阻。 

 

10 拆卸 

10.1 警告 

在拆卸前应注意危险的过程条件,如:容器内的压力、高温、腐蚀性的或有毒的介质等。 

请参照 6.3 安装操作过程及 7.2 电气接线章节中的说明，以操作步骤相反的顺序拆除完成各部

件。 

10.2 废物清除 

废物处理请按各地区现行准则执行。 

11 产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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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附件：DLC3100 按键操作菜单 

1. 上电后主界面如下所示 

 

中间位置偏上当前的测量类型，液位显示液位，界位显示界位。 

中间位置显示当前的液位值，包括工程单位、百分比、电流输出值。 

右下角菜单栏，使用“→键”可以进入菜单，进行参数组态。 

左下角显示当前的报警信息，如果发生报警，会出现报警闪烁显示，使用“←键”可以查看当前

的报警信息。 

 

2. 按键操作 

液晶面板有四个按键，分别是“↑键”、“↓键”、“←键”和“→键”四个按键。一句按键的操作时长

将按键分为短按和长按两种情况： 

 

短按： 短按是指按下和释放按钮的动作时间不超过 3 秒。短按适用于所有“↑键”、“↓ 

键”“←键”和“→键”四个按键。 

长按： 长按是指按下、按住、释放按钮动作 3 秒以上。长按只适用于“←键”和“→键”。 

 

3. 按键菜单 

在正常显示时，短按“→键”及进入菜单。 

 

在主菜单通过短按“↑键”或者“↓键”可以设置的如下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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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仪器设置菜单 

选择“仪器设置”菜单，短按“→键”进入下面左侧界面。 

在此界面长按“→键”3S 后释放该按键， 进入下图中间界面、短暂显示后直接进入单位选择 

菜单（下图右侧界面）。 

 

 

 

通过按“↑键”和“↓键”可以在公制和英寸之间切换选择， 按输入键可以选择当前的单位 

并进入菜单，选择“公制”单位后进入浮筒长度设置菜单。 

 

 
下面有“按> 输入”和“按< 返回”循环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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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按“←键”3S 释放后返回 3.1 单位设置菜单。 

●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设置数值的位，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数值 

的大小。 

● 长按“→键”3S 释放后进入浮筒体积子菜单。 

 

 

下面有“按> 输入”和“按< 返回”循环切换。 

● 长按“←键”3S 释放后返回浮筒长度设置菜单。 

●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设置数值的位，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数值 

的大小。 

● 长按“→键”3S 释放后进入浮筒重量子菜单。 

 

 

 

下面有“按> 输入”和“按< 返回”循环切换。 

● 长按“←键”3S 释放后返回浮筒体积设置菜单。 

●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设置数值的位，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数 

值的大小。 

● 长按“→键”3S 释放后进入杠杆长度子菜单。 

 

 

 

下面有“按> 输入”和“按< 返回”循环切换。 

● 长按“←键”3S 释放后返回浮筒重量设置菜单。 

●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设置数值的位，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数 

值的大小。 

● 长按“→键”3S 释放后进入安装方式子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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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有“输入>”和“< 返回”两个选择 

● 短按“←键”返回杠杆长度设置菜单。 

● 短按“↑键”和“↓键”可以在两个选项间切换。 

● 短按“→键”进入扭力管材质选择菜单。 

 

 

下面有“输入>”和“< 返回”两个选择 

● 短按“←键”返回安装方式设置菜单。 

● 短按“↑键”和“↓键”可以在多个材质选项间切换。 

● 短按“→键”确认选择并 249 型选择菜单。 

 

 
 

下面有“输入>”和“< 返回”两个选择 

● 短按“←键”返回扭力管材质设置菜单。 

● 短按“↑键”和“↓键”可以在多个材质选项间切换，这个默认选择“其它”。 

● 短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扭力管壁选择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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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有“输入>”和“< 返回”两个选择 

● 短按“←键”返回 249 型设置菜单。 

● 短按“↑键”和“↓键”可以在多个材质选项间切换，这个默认选择“其它”。 

● 短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应用选择菜单。 

 

 

 

下面有“输入>”和“< 返回”两个选择 

● 短按“←键”返回扭力管壁设置菜单。 

● 短按“↑键”和“↓键”可以在多个材质选项间切换，这个默认选择“其它”。 

● 短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作用方式选择菜单。 

 

 

 

下面有“输入>”和“< 返回”两个选择 

● 短按“←键”返回应用设置菜单。 

● 短按“↑键”和“↓键”可以在多个材质选项间切换，这个默认选择“其它”。 

● 短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温度补偿选择菜单。 

 



    

 21 / 33 

 

WWW.DDTOP.COM 

 

下面有“输入>”和“< 返回”两个选择 

● 短按“←键”返回作用方式设置菜单。 

● 短按“↑键”和“↓键”可以在多个材质选项间切换，这个默认选择“其它”。 

● 短按“→键”确认选择并进入密度输入菜单。 

 

 

 

下面有“按> 输入”和“按< 返回”循环切换。 

● 长按“←键”3S 释放后返回温度补偿设置菜单。 

●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设置数值的位，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数值的大小。 

● 长按“→键”3S 释放后返回主菜单。 

 

 

3.2 校验菜单 

选择“校验”菜单，短按“→键”进入下面左侧界面。 

在此界面长按“→键”3S 后释放该按键， 进入下面中间界面， 短暂显示后直接进入校验菜单 

（下图右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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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验通过短按“↑键”或者“↓键”可以选择如下校准菜单。 

 
 

3.2.1 两点法校准 

● 短按“↑键”或者“↓键”选择两点法校准菜单 

● 短按“→键” 

 

调整液位到零点。短按“→键” 

 
● 短按“↑键”或者“↓键”，在 mm 和% 切换单位 

● 短按“→键”设置第一点液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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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设置数值的位，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数值的大小。 

● 长按“→键”3S 释放后进入第二点设置菜单 

 

 

调整液位到零点。短按“→键”  

 
● 短按“↑键”或者“↓键”，在 mm 和% 切换单位 

● 短按“→键”设置第二点液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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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设置数值的位，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数值的大小。 

● 长按“→键”3S 释放后进入校验完成，返回主菜单 

 

3.2.2 最小/ 最大法校准 

短按“→键”进入该菜单 

 

● 短按“↑键”或者“↓键”， 在干位和浸没来回单位， 干位表示浮筒完全在液体外部，浸没表

示浮筒完全浸没在液体里。 

● 选择“干位”短按“→键”进入零点标定界面。 

 

 

短按“→键”确认并进入满度点校准菜单 

 

短按“→键”确认，仪表校准完成，返回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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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两点延迟法校准 

这种情况用于液位不能立即改变的情况下校准， 

短按“→键”进入该菜单 

 

如果是第一点校准，选择不是，短按“→键” 

 

调整液位到零点。短按“→键” 

 

● 短按“↑键”或者“↓键”，在 mm 和% 切换单位 

● 短按“→键”设置第一点液位值 

● 长按“→键”3S 释放后第一点校验完成，返回主菜单当液位改变时，至少变化 5%，可以进行

第二点校准。 

短按“→键”进入该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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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第二点校准，选择是，短按“→键” 

 

调整液位到零点。短按“→键” 

 

● 短按“↑键”或者“↓键”，在 mm 和% 切换单位 

● 短按“→键”设置第二点液位值  

 

●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设置数值的位，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数值的大小。 

● 长按“→键”3S 释放后进入校验完成，返回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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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重量法校准 

使用重量进行标定，不推荐使用。 

 

3.2.5 零点/ 量程法 

与 3.2.2 最小/ 最大法校准操作一致。 

 

3.2.6 修正零位 

调整当前的零点值，零点迁移，满度值不变。 

 

3.2.7 修正增益 

调整当前的满度测量值，零点夜跟着满度值变化。 

 

3.2.8 扭力管率 

对扭力管刚度系数进行修正，不推荐使用。 

 

3.3 液位补偿菜单 

选择“液位补偿”菜单，短按“→键”进入下面界面 

 
在此界面长按“→键”3S 后释放该按键，进入下面界面 

 
短暂显示后直接进入校验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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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设置数值的位， 短按“↑键”和“↓键”可以输入数值的大小。 

● 长按“→键”3S 释放后进入输入完成，返回主菜单 

 

3.4 范围设置菜单 

选择“范围设置”菜单，短按“→键”进入下面界面。 

 

 
在此界面长按“→键”3S 后释放该按键，进入下面界面。 

 
 

短暂显示后直接进入低范围输入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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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设置数值的位， 短按“↑键”和“↓键”可以输入数值的大小。 

● 长按“→键”3S 释放后进入输入完成，进入高范围输入菜单 

 

 
●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设置数值的位， 短按“↑键”和“↓键”可以输入数值的大小。 

● 长按“→键”3S 释放后输入完成，返回主菜单 

 

 

 

 

 

 

3.5 密度设置菜单 

选择“密度设置”菜单，短按“→键”进入下面界面 

在此界面长按“→键”3S 后释放该按键，进入密度输入菜单 

 



    

 30 / 33 

 

WWW.DDTOP.COM 

 

 

●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设置数值的位， 短按“↑键”和“↓键”可以输入数值的大小。 

● 长按“→键”3S 释放后输入完成，返回主菜单 

 

 

3.6 报警设置菜单 

 

校验通过短按“↑键”或者“↓键”可以选择报警设置菜单 

 

 

这些菜单操作都相似，下面以过程变量高位设置来说明组态过程。 

 

3.6.1 过程变量高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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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按“→键”选择过程变量高位设置后进入过程变量高位设置菜单， 选择启用进入报警点设 

置菜单 

 

 

 

● 短按“↑键”或者“↓键”，在 mm 和% 切换单位。 

● 短按“→键”设置报警值菜单。 

 

 

● 短按“→键”和“←键”可以切换设置数值的位， 短按“↑键”和“↓键”可以输入数值的大小。 

● 长按“→键”3S 释放后输入完成，返回报警菜单。 

● 在报警菜单，短按“↑键”和“↓键”选择完成返回报警设置菜单。 

 

3.7 强制使用菜单 

这个菜单的作用是当出现一些问题时， 也可以让表继续工作， 人为消除报警使用。短按“→ 

键”。 

 

 

仪表返回主菜单，正常测量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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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保护菜单 

这个菜单的作用保护菜单，阻止人员操作菜单。 

短按“→键” 

 

● 短按“↑键”和“↓键”可以选择是否启用或者禁止菜单保护。 

● 短按“→键”确认选择后返回主菜单。 

 

3.9 设置回顾菜单 

这个菜单的作用查看您刚刚进行操作过的菜单。 

 

 
 

● 短按“↑键”和“↓键”可以查看您要查看的选项。 

● 短按“→键”进入查看。 

● 短按“←键”返回主菜单。 

 

3.10 测 LCD 显示器菜单 

这个菜单的作用测试显示器是否有问题。可以测试显示器全亮和全灭。 

 

 

● 短按“↑键”和“↓键”可以查看您要查看的选项。 

● 短按“→键”进入查看。 

● 短按“←键”返回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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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HART 设置菜单 

这个菜单的作用设置 HART 版本。 

 
 

● 短按“↑键”和“↓键”可以查看您要查看的选项。 

● 短按“→键”进入选择。 

● 短按“←键”返回主菜单 

 

3.12 语言设置菜单 

这个菜单的作用设置菜单语言。 

 

 

 

● 短按“↑键”和“↓键”可以查看您要查看的选项。 

● 短按“→键”进入选择。 

● 短按“←键”返回主菜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