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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手册受制于如下条件和约束： 
◆ 本手册所有内容信息属于 SOLID Applied Technologies Ltd.这些信息只提供给

授权的 MICROSCAN 产品的使用者。 
◆ 没有 SOLID Applied Technologies Ltd.的书面授权许可，任何个人单位不得复制

本手册的任何相关内容 
◆ 所有文本和图例仅作为说明参考，详细规格描述基于产品，如有变化不另行通告。 
◆ 非特别注明的共同和个别的名称，仅作为举例和说明。 

Copyright 鑐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MicroScan 是SOLID Applied Technologies Ltd.的注册商标。其他公司，品牌和服务

机构的商标分别属于其各自的所有者。 
Date Revision Software Version Catalog Number 
Feb.2004 1.5 4.09 English 6800200 
 
安全指导 
◆ MicroScan 必须在本手册指导下进行安装，连接，操作 
◆ 如果不正确的安装或者应用在不适宜的环境下，都会造成危险。 
◆ 只有经过授权的人员才有资格对 MicroScan 进行作安装和操作。 
◆ 不要擅自拆开 MicroScan 的机体，如果产品被打开，质量保证将自动失效。 
◆ 只有在厂家特别授权的情况下，可以对产品进行改变和修理。 
内容目录 
第一章． MicroScan 的介绍�������������������������� 

MicroScan 的详述 ������������������������� 
量程�������������������������������� 
机械参数������������������������������ 
电子参数������������������������������ 
MSU(MicroScan 设置器) 参数��������������������. 
传感器介绍 

第二章． MicroScan 的安装 
警告 
MicroScan 的安装 
   安装 MicroScan 在固定螺纹的法兰上\自由螺纹的法兰上 
   通过扩展导管安装 MicroScan  
   MicroScan 的电力线连接 
   MicroScan 与设置器（MSU）的连接 
   非本安连接 

第三章． MicroScan 设置和校准 
MicroScan 的功能 
重新设置 MicroScan 
输入罐高度值 
定义障碍信号 
设置 4mA 电流输出 
设置 20mA 电流输出 
选择低/高动态速度（仅对应于明渠和液体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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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工作范围 
选择液面显示 
恢复默认设置 
切换阻塞距离 
检验版本号码 
定义 22mA 信号错误信息 

第四章． MicroScan 的问题处理 
22mA 信号错误信息 

索引 
插图目录 
插图 1: MicroScan 前视图 
插图 2：MicroScan 侧视图 
插图 3: 螺纹法兰/自由螺纹法兰盘安装 
插图 4：MicroScan 电源连接 
插图 5：非本安环境正极接地 
插图 6；非本安环境负极接地 
插图 7：MSU 设置器与 MicroScan 的连接 
插图 8：MicroScan 功能菜单 
插图 9：MSU 设置器显示和功能键 
插图 10：扫描距离的过程 
插图 11：工作范围 
 
 
 

第一章  
MicroScan 介绍 
MicroScan 是超声波的非接触液位测量的一体化设备（传感器和电

子元件在一个独立设备中）。MicroScan 为液体和固体提供可靠精

确的测量。 
它可以应用在下面的测试任务中： 
◆ 平静表面的液体罐 
◆ 无粉尘的固体罐 
MicroScan 可以达到 5m 的量程及量程 0.25%的精度 
  
 
MicroScan 有如下两种配置： 
◆ 无显示无按键的 MicroScan 
◆ 有显示（选件）但是无按键的 MicroScan 
 
每种配置有如下的型号： 
◆ 测量液体的 MicroSca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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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固体的 MicroScan S 
MicroScan 前视图和侧视图： 
 

 
MicroScan 的详述 

精度                    量程的 0.25% 
分辩率                  1mm 
波束角                  5°@3db point 

环境温度补偿            自动 

 

 

测试量程 
MicroScan L 测液体            0.25m－5m 
MicroScan S 测固体            0.25m－3.5m 
 
机械参数                       
外壳                         IP65,单体，塑料外壳：ABS+UV 
                                   
防水部件                   传感器：聚丙烯/PVDF 可选 
                              液位型号有不锈钢 
                              固/液位型号有铝涂层 
工作温度                   －40℃ 到＋70℃ 

安装                        2”BSP 或 2”NPT 
机械适配                    导管连接 M20×2.5 或 1/2”NPT 



5 

工作压力                    正常大气压 
尺寸                        22.3×11×4.5cm 
重量                         0.75kg 
 
电子参数 
可选显示                    4 位，7 段数字 LCD 显示 
操作                        4 个按键 
环路电流                    4－20mA，750 欧@28VDC 
供电                        12－28VDC(CE 认证) 
认证                        CE-EMC 
  
MSU 参数                   
显示                         4 位，7 段数字 LCD 显示 
按键                         4 个按键 
连接线                       0.6m 
外壳材料                     ABS+UV 
尺寸                         9.5×11×2.5cm 

重量                         0.25Kg 

认证                         CE 

 

传感器介绍 
材料                        详述 
 不锈钢                     针对液位测量应用。在高度酸和酒精环境中有极好

的抵御作用。 
                            对回波不太敏感（在物位测量中） 
镀铝涂层                    针对复杂环境中的一些问题回波设计，例如不传到

的蒸汽，固体或液体。 
                            在困难环境中有良好的表现，对回波高度灵敏。 

 
 
 
第二章 
MicroScan 的安装 
 
警告 
◆ 确定 MicroScan 是安装在常温、常压及符合技术参数的条件下。 
◆ 确定高压电源和电缆与传感器距离 1m 以上 
◆ 试用 1/2”NPT 或 M20×2.5 适配导管连接，请确定设备的剩余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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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AWG 环线作为 MicroScan 的电线连接 
◆ 确定线路布线正确及与墙体和护管的紧密固定。 
◆ 安装和试用本产品应该遵循用户操作手册及产品认证。 
 
 
MicroScan 的安装 
当安装 MicroScan 时，确定： 

◆ 安装高于死区位置的区域。 

注意：如果产品进入死区，测试将不再准确。 

 

   

 
 
◆ 安装位置至少远离罐壁 0.5m  

 
◆ 垂直于测试目标的表面 
注意：甚至很微小的角度的差异也会影响回波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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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可能安装在远离噪音区域，比如加注口。 

 
 
                                                     
 
MicroScan 有 2 种螺纹类型：2�BSP 或 2�NPT 
MicroScan 可以安装在螺纹法兰盘也可以安装在无螺纹法兰上。 
如下所示： 

 
                    螺纹法兰和无螺纹法兰安装 
注意： 
当无螺纹法兰安装时，需要一个 2”落幕将设备从罐体内固定牢固。 
当安装螺纹法兰时，确定它与 MicroScan 相适配。 

▲ 安装 MicroScan 
1． 将 MicroScan 的螺纹下端插入罐体或导管的孔中。 
2． 用下面方法将 MicroScan 拧上： 

◆ 螺纹法兰安装：将设备拧到 2”的法兰中。 

◆ 非螺纹法兰安装：将 MicroScan 装在法兰上，再用 2�螺母固定在液罐上。 
注意： 
只能用手拧螺母。当拧紧螺母时，固定住传感器外套，确定密封保护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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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扩展导管安装 MicroScan 
如果液面进入测量的死区，就需要通过扩展导管安装 MicroScan。 
当使用扩展导管，请确定： 

◆ 传感器在导管的中心位置 
◆ 扩展管与罐侧壁平行 
◆ 扩展管内管直径至少 3”宽 
当安装扩展管遵循下面参数： 

导管长度 内管直径 

0.5m 3” 

1m 3” 
注意：提醒用户，当使用导管时信号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干扰 
      强烈提示：扩展导管的材料可以是 PVC 或塑料的，但不能是不锈钢的。 
 

MicroScan 的电源连接 
1 卸下 MicroScan 前面的 4 个螺丝。 
2  去掉 MicroScan 的前板 
3  拿掉导线口中的密封橡胶 
4  将电源线从导线口拧入 
5  去掉电源线的绝缘外套 
6  在接线区中，将＋24VDC 线与接点 1 相连，0VDC（地线）与接点 2 相连。 
7  确定接线完全连接牢固 
8  盖上前板 
9  拧紧前板上的螺丝 

          图 4.MicroScan 的电源连接 
注意：确定前板的 O 型环在前板的合适的位置保证主体设备的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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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MicroScan 与 MSU 配置器 
MSU 配置器是可以根据应用需求来简单快捷的配置 MicroScan 手持设

备。一旦 MicroScan 配置完成，MSU 配置器就可以用来配置其他的

MicroScan 单元。 
 
在连接电源前，MSU 配置器应该先与 MicroScan 连接。 
1． 去掉 MSU 配置器连接头上的塑料盖并找准 MicroScan 
2． 去掉 MSU 配置器多针街头的盖 
3． 将 MSU 配置器的公头连接到位于 MicroScan 左侧板上的母头。 
4． 确认连接头的正确位置及合适的连接。 
5． 向右旋转半圈 MSU 配置器街头的塑料扣，确定连接头的连接牢

固。 

  
图 4.1    MSU 配置器通信连接 
 

非本安环境连接 
正极接地 

 
  图 5. 非本安环境连接正极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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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极接地 

 
               图 6：非本安环境连接负极接地 
 

供电＆负载阻抗推荐 
下面的表格参数给出了建议的不同电压下的阻抗（非本安） 
 
电压 小电流阻抗 大电流阻抗 

12V 0 欧姆 50 欧姆 

15V 0 欧姆 220 欧姆 

24V 41 欧姆 610 欧姆 

28V 68 欧姆 820 欧姆 

建议供电波动噪声参数 
下面是建议的供电波动噪声参数：  
小于15 V: 75 mV p-p max 
大于 15 V: 100 mV p-p max 
 

 
第三章 
MicroScan的设置和校准 
这一章解释如何设置和校准MicroScan 
MicroScan 为快速操作提供预编程默认设置。除了特殊需求下要校准

MicroScan，一般不需要改变默认设置，但是建议你用实际罐高值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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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罐高值。当使用 MicroScan 时，罐高被计算为传感器表面到罐底部

的距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罐高值，所以需要输入罐高值。 
MicroScan 包括 9 个程序，通过这些功能可以改变默认设置并根据需要

校准 MicroScan。改变设置需要使用 MSU 设置器。该设置器是手持的

可以进入 MicroScan 不同功能和菜单并根据需要进行设定。你可以通过

MSU 设置器对许多 MicroScan 进行设置。 
 
为了方便 MicroScan 的设置，可以将 MSU 设置器安装在 MicroScan 上

面，将 MSU 的 4 个塑料引脚插入 MicroScan 面板上的 4 个螺丝孔，入

下图所示： 

   
图 7：MSU 安装在 MicroScan 上 
 
MicroScan 的不同功能是通过进入不同的功能菜单实现。功能 Pr01，
Pr02， Pr04， Pr05 是保证设备正确运行的 主要的几个功能。 
功能 Pr03 基本上排除在罐中存在有时人眼无法看到的阻碍信号和错误

回声。 
剩下的功能（Pr06，Pr07，Pr08，Pr09）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定制 MicroScan
的监视界面或者还原厂家的默认设置。 
注意：Pr06 功能只用在 MicroScan 液位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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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说明了 MicroScan L 和 MicroScan S 中的不同功能菜单中的功能。 

             
                 MicroScan 功能菜单 
使用 MicroScan 的功能 
MicroScan 有一个可选择的 LCD 显示屏能够使你浏览连续刷新出

来的测试数据，或者通过 MSU 设置器 LCD 显示屏。通过使用 MSU 的

功能按键，显示屏用来显示 MicroScan 的菜单选项、功能设置和数据参

数。下图显示了 MSU 显示和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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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U 显示功能按键 

 
注意：当把 MSU 安装在 MicroScan 上合并为一个显示设备时，测试结果将只在 MicroScan 的

显示屏上显示（MSU 的显示屏不工作） 
 
功能键被用来执行不同的操作，总结如下： 

按键 作用 

 
◆ 进入功能菜单（当同时按下 时） 
◆ 选择功能 
◆ 进入一个功能的下一步 
◆ 从左到右在显示的数字间移动 
◆ 保存改变的数据 

 ◆ 进入功能菜单（当同时按下 时） 
◆ 退出功能菜单恢复到液位显示界面 
◆ 从右到左在显示的数字间移动 
◆ 退出一个功能不保存改动 
◆ 清除错误信息 
 

 

◆ 在功能菜单中翻页 
◆ 在有用的数据值中翻页 
◆ 单独按 NEXT 按键：记录下阻碍的信号 
 

注意：在有些功能，显示参数的字符能被分别更改。会有闪动的光标指示（闪动的光标在插图

中显示为灰色的字符，如 ），在这种情况下，按 ENT 和 ESC 按键可以在字符中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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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闪动的字符可以通过 BACK 和 NEXT 按键进行更改。 
▲ 开始 MicroScan 进入功能 
按键/动作                 显示                    解释 
→连接 MSU 到 

MicroScan 上 
 
 

→将电源到 MicroScan                   MicroScan 读取数据时的临时显示 
 
 

→经过短暂的暂停                       距离读取 
 
 
 
 
 
→同时按下 

和                          进入功能菜单 
 
 

→                                 用来搜索需要的菜单选项 
 

→                                             进入选择的功能 
 

注意：如果有出错信息 出现，请按 ESC 按键返回主菜单。 
显示的参数值是米，厘米，英尺或者英寸，取决于 MicroScan 的版本。 
 

 重新启动 MicroScan 
Pr01 功能可以重新启动，刷新 MicroScan 的 测试读数（其他存储的功

能设置不会改变）。通过重新启动，一个默认的读数会显示在 MSU 的

显示屏上（或者 MicroScan 的显示屏，决定于型号），然后 MicroScan
开始扫描（类似于断开设备的电源）。 
当改变 MicroScan 中的设置或者接收到错误信息的时候会用到重新启

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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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当显示为 8.8.8.8 时 4－20mA 的电流读数将会是 28mA 左右。 
 
▲ 如何重新启动 MicroScan 

按键/动作                 显示                    解释 

→                                需要菜单选择 
 
 

→将电源到 MicroScan                   MicroScan 读取数据时的临时显示 
 
 

→经过短暂的暂停                       距离读取 
 
 
 
 
 
→同时按下 

和                                   返回功能菜单 
 
 
 

输入罐高值 
Pr02 功能可以输入罐高值。这个值的默认 大值与产品型号的量程有关。如果你输入一个值超

过了这个 大值，Err 错误信息就会显示并且数值不会被保存。 
注意：任何时候罐高值都是需要的，你应该输入传感器表面到罐底的距离。 
The first digit can be modified to read between 0 and 1 for metric units or 
between 0 and 5 for feet units. 
 

▲ 如何输入罐高值 
按键/动作                 显示                    解释 

→                                  需要菜单选择 
 

→                              显示出测试单位，每米或英尺 
                                                （根据 MicroScan 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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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 后存储的罐高值 
或默认值（量程的 大值） 

 
 
 
 
→同时按下 

或                                   用来输入一个新的值 

→  
 
 
 

→                               要保存新的值，   按 ，然后显示 
YES，显示屏回到功能菜单 

 
   OR 

→                                      要返回主菜单而不进行保存， 

                                            按 。 
 

定义阻碍信号 
Pr03功能可以锁定和存储 多4个阻碍信号（错误回波）到MicroScan的内存中，以

避免一些障碍和对测试内容的干扰，比如：罐内的搅拌器，侧墙或者其他人们无法

用肉眼察觉的障碍。这个功能是得到准确测试结果的本质，因此必须在安装设备前

进行设置。阻碍信号应该在空罐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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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距离扫描的过程 

每个读数（扫描距离）使用Pr03功能被作为一个阻碍信号存储起来，直到读取到一

个真实回波。如果4个障碍信号已经存储同时输入第5个值，那么第1个值将被删除

同时存储新的一个值。 
注意：一个真实目标的高度读数也许不很准确，例如，目标高度为4m，可能给出读

数是个范围3.98-4.02。这个显示值是距离单位。 
 
▲ 如何定义障碍信号 
按键/动作                 显示                    解释 

→                                  需要菜单选择 
 

                                      选择搜索定位声音干扰或清除已存储

的干扰。  

→                             
                                                                      

→                             在选择后 3 秒然后返回菜单 Pr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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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按下 

                               当MicroScan搜索障碍信号时的临

时显示 
 

→经过短暂时间                        障碍的深度信号 
 

→                                         保存障碍信号然后再次搜索同时显示

下一个读数。连续按这个键存储下4个障

碍读数。 
 

→                                    实际目标高度读数指示出没有更多障

碍信号。 

→                                    存储输入值 
 
注意：如果显示出一个障碍或者错误回波或错误目标，按NEXT. 如果这个值指示出真实目标， 
真实距离，按ENT. 

配置4mA电流输出 
Pr04功能可以通过输入参数在远程监控时使用4mA的信号。你可以定义4mA的测试 
距离数值。这个测试数值类型用Pr.04定义。这些定义同时可以作为应用20mA值在 
Pr05的设置。距离和液位测量能同时在MicroScan液体\固体型号中定义。 
要为液位测量设置4mA 和20mA，就要配置Pr04和Pr05的液位参数。 
例如：如果我们测量一个罐，用罐高4m配置，4mA的值将显示罐高0，20mA值将 
显示满罐位置。因此，输入在Pr04中的值为0.000m，在Pr05中的值为4.000m。 
 
当进行距离测试中的4mA和20mA设置，4mA值将指示出被测目标表面与传感器的 

小距离。20mA值将指示出被测目标表面与传感器的 大距离。因此，4mA 和 
20mA在这种模式下指示出罐体中空的部分 
▲ 如何输入 4mA 值 

按键/动作                 显示                    解释 

→                                  需要菜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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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4mA（20mA）值的格式： 
                                               液位（L000）,距离（d000） 

→                
 
 
 

→                              后存储的 4mA 或者 0 默认值 
                               
 
 

→ 或                                   用来输入一个新的数值。 

 
 

→                             当光标停在右端时，按 用来储

存新的数值， 

→                                           当光标停留在左边，按 ，不

存储结果返回主菜单 
  
 
 
注意：4mA和20mA必须不同，否则会显示出一个出错信息。4mA和20mA的值必需 
高于罐高，同时不能低于死区值。因为有死区，传感器＆被测目标 高的表面之间 
的距离 小应该为0.2m（短量程型号），或者0.6m（标准量程）。 
当采用米制单位时，4mA值的第一位数字可以在0－1之间更改，用美国标准时，在 
0－5之间更改。 
在进入Pr04功能以后，仪表发生一个固定的22mA的电流在4－20mA线上。当 
Microscan转为常规的扫描模式，4－20mA线返回一个规律的功能。 
在Microscan固体型号和液体型号中的4mA 和20mA的默认值是液位。 
测试模式选择4－20mA值将不再影响选择显示的测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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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起电源时，测试配置将根据设备的 后配置存储下来。 
 
 

配置20mA电流输出 
Pr04功能可以让你输入20mA标记来进行远端监控。 
▲ 如何输入 20mA 值 
按键/动作                 显示                    解释 

→                                  需要菜单选择 
 
                                        
                                               

→                
 
 
 

→                              后存储的 20mA 或者默认值（量程的

大值） 
 
 
 
 

→ 或                                   用来输入一个新的数值。 

 
 

→                             当光标停在右端时，按 用来储

存新的数值。当 YES 开始显示，显示

返回功能菜单。 

→                                           当光标停留在左边，按 ，不

存储结果返回主菜单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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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类型（液位、距离）的选择，Pr04和Pr05是一样的应用。 
给4mA和20mA的值必须不同，否则错误的信息会显示出来。 
4mA和20mA的值应该不高于罐体的高度，同时也不应该低于死区的值。 
当采用米制单位时，4mA值的第一位数字可以在0－1之间更改，用美国标准时，在 
0－5之间更改。 
在进入Pr04功能以后，仪表发生一个固定的22mA的电流在4－20mA线上。当 
Microscan转为常规的扫描模式，4－20mA线返回一个规律的功能。 
 

选择低/高动态速率（只适用液体型号） 
Pr06功能可以让你选择需要的速率和精确度，这里有2项可以

用到的的设置： 
  SE0   低动态模式（默认设置） 
这种模式在比较没慢的得出测试结果时，保证了较好的精确度。 

  SE1   高动态模式 
  这种模式有较高的数据更新率，但是测试结果的精确度比较小。 
 

▲ 如何选择速度模式 
按键/动作                 显示                    解释 

→                                  需要菜单选择 
 
                                        
                                               

→                              显示但前操作模式的设置。 
                       Or 

                        
 

→                              后存储的 20mA 或者默认值（量程的

大值） 
 

→                             用来在操作模式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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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选择的操作模式 
 

定义工作范围 
Pr07 功能允许你增加超越罐高的距离范围，这样就精确了一些复杂的 
罐体（锥形底的罐）测量读数。当在有锥型底的容器中会引起错误的 
回波＆错误的测试结果，就需要这个功能了。这个输入的范围可以从 

小罐高到 Microscan 大量程的两倍。默认设置是输入罐体高度。 

 
                      图 11：默认工作范围 

▲ 定义工作范围 
按键/动作                 显示                    解释 

→                                   需要菜单选择 
 
                                        
                                               

→                           当进入功能后显示出来。 
 
 
 

→                              显示的是 后存储的罐高值。要转换到

锥型罐输入一个接近 2 倍罐高的值。这

个值不能高于 2 倍罐高，也不能超过



23 

Microscan 的 大量程。 
 
 
 
 

→ 或                                   用来输入一个新的数值。 

 
 

→                                 保存输入的值 

→                                  用来移动到下一个功能 
 

注意；建议只在距离模式下使用Pr07功能。 
 
 
 
 
 
 

选择距离或者液位显示 
Pr08功能可以使你既看在MSU或者Microscan LCD显示中看到距离或者测试 
液位。 
有两种设置： 
◆ d000距离模式（默认设置）：在这种模式下，Microscan显示从传感器到物体表

面的距离。 

◆ L000液位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Microscan显示从罐底到液位的高度。 
注意：根据显示做的测试模式的选择不会影响根据4－20mA值做的测试模式的选择。

（Pr04）。 

 

▲ 选择距离或者液位显示 
按键/动作                 显示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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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菜单选择 
 
                                        

                          

→                              显示当前距离/液位模式设置 
 
 

                               用来在不同模式中切换。 
 

→                                 保存选择的模式。 
 
 

 恢复默认设置  
Pr09 功能允许清楚所有用户定义过的设置恢复到默认

的出厂设置。 
注意 ： 如果你决定不恢复到默认设置，请按ESC当CLCL显示的时候。

当ENT被按过后就不能再重新选择了。 
         
▲ 恢复默认设置 
按键/动作                 显示                    解释 

→                                需要菜单选择 
 
                                        
                          

→                             
 
 

→                                 恢复所有的设置到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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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阻塞的距离 
该功能可以定义一个测试结果将被忽略的区域。这个选项是作为需要扩展管测量液位� To

切换阻塞的距离： 
下面的指导给出了输入罐高值.输入00.01来代替输入罐高值，然后继续如下操作：. 
 
按键/动作                 显示                    解释 

→                                插入这个码来输入阻碍区域 
                                        
                          

→                            这个信息将闪动几秒，指示输入到阻

碍距离范围。 
 

                    切换阻碍距离到0.75m 

→                                           保存输入并返回到Pr02。 
注意： 
阻碍距离的切换限制到1.5m 
从阻碍距离区域接受到的回波将被被忽略，测试结果将基于下一个回波。 
 
 

检验版本号 
作为附加的功能描述，你可以检验Microscan的版本号码 
要检验检验Microscan的版本号码 
 
Verifying the Version Number： 
下面指示如何输入罐高值，代替罐高值输入一个00.17， 然后继续如下

操作： 
 
按键/动作                 显示                    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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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暂停后                          
                   

→                                            显示版本号码 

 
定义22mA信号出错信息 
Microscan允许你定义是否下面的信号出错指示：当电流输出达到22mA
接近区域和丢失回波将被激活。Microscan默认设置失去22mA模拟电流

同时在MSU的LCD显示屏上显示出错信息。  

NEAR ZONE- 无论何时距离低于默认的死区， 信息就会显示在

Microscan的显示屏上。 
LOST ECHO-当回波丢失，或者在测试结果超过罐高时或者返回的回波

没有被接收到， 信息就会显示在Microscan的显示屏上。 
 
你可以选择使用或者不使用这些出错信息和22mA模拟信号： 
◆ d000 不使用 
◆ E000 使用 
参考第4章，问题解答详细列出了22mA模拟信号出错信息。 
▲ 在Microscan上使用22mA模拟信号出错信息 
下面指示如何输入罐高值，代替罐高值输入一个00.16， 然后继续如下

操作： 
 
 
 
按键/动作                 显示                    解释 
                          

→                             

                                         用来在模式中切换 

→                                      使用22mA出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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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MicroScan的问题解答 
这一章详述当进行MicroScan 校准时可能发生的问题的解答，如下： 

出错信息 详细描述 解决 

 

区域中有噪音 检查供电 

 

供电有问题 确定供电符合第2章中详述的

Microscan 安装规格。如果问题继

续，请更换电源。 

 

传感器断开 联系分销商得到根多的指导 

 

3个8s和1个1s的组合，显示出

缺电导致的按键下按时间过

长 

联系分销商得到根多的指导 

 

在启动设备后显示几秒。如果

显示时间超过了几秒钟，可能

是如下问题： 
◆ 电压过低 
◆ 负载阻抗过高或者多余 
一个非常规脉冲导致设备自

动重新启动。 

确定供电符合第2章中详述的

Microscan 安装规格。如果问题继

续，请更换电源。 

 
 
 
 
 
 
 

22mA 信号出错信息 
下面信息列表将会出现在显示上或者符合一个22mA模拟电流错误输出

信号： 
 

出错信息 详细描述 解决 

 

传感器断开 联系分销商得到根多的指导 

 

接近死区 将传感器调整到死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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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体是空的 检查罐中物质的液位 

 

区域内有噪音 检查供电 

 

供电有问题 确定供电符合第2章中详述的

Microscan 安装规格。如果问题继

续，请更换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