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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此用户手册要遵守以下条件与规定： 

·用户手册所有权相关信息属于 Solid 应用技术有限公司；类似的信息提供给单

独明确协助和已经得到授权的 SmartScan 用户。 

·在没有得到 Solid 应用技术有限公司的书面许可，此手册的任何内容不得用作

其他目的，不得向任何个人、企业或以其他任何的方式公开，无论是电子还

是机械方面的。 

·此手册的文字与图片仅作为解释与参考;在没有通知的前提下，基础的规范都

遵守于变更。 

·在没有通知的前提下，此文档的信息都遵守于变更；除有特别说明外，在此

文档中所涉及到的个人与公司的名称、信息都是虚构的。 

Copyright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SmartScan 是Solid应用技术有限公司的商标;其他公司、品牌产品和服务名称

为各自所有者的商标或为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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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向导： 

在安装与操作SmartScan系统之前，请反复阅读以下各点： 

● 请通过此安装手册说明对SmartScan进行安装、连接和操作。 



● 如果安装不正常或某些非意识的应用，可能会引起应用方面的问题。 

● 只有经过培训或授权相关人员可以对SmartScan进行安装与操作。 

● 当SmartScan重开时，要保证更换O环，以保证密封状态（IP67）。此O环仅

能使用一次。 

● 厂商许可的情况下，才可以对SmartScan进行更改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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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SmartScan简介 

SmartScan是非接触式、超声波、可持续的物位测量仪，可以提供对液体和

固体精确的测量，同时可以在不同的环境和温度自动进行调整补偿。SmartScan

是针对于存储容器、明渠等应用而设计。 

SmartScan是四线、低压设备，具有用户自定义的图像LCD显示屏。SmartScan

具有两个主要单位，主控制单位和传感器（通过电缆进行连接）： 

● 主控制（电子）单位：如果需要的话，此部件可以使用墙式支架或仪表板

支架将其安装在墙上。为确保合理的操作，此单位安装距离传感器 远为

200M（656ft），针对于EX传感器 远为100M（328ft）. 

● 传感器和数据线：传感器将提供其数据线，可用电缆长度相关描述查看第

16页。 

● 安装过程与配线连接的相关描述将在第二章安装SmartScan中详细介绍。 

SmartScan产品有两个系列，SmartScan25(25KHz)和SmartScan50(50KHz)，

都分别具有自身的模式（以下列表）。SmartScan25适用于各种传感器，适用于

不同的范围： 

SmartScan25： 

● SmartScan L应用于液体的测量（标准范围/长距离范围） 

● SmartScan S应用于固体的测量（标准范围/长距离范围） 

● SmartScan O应用于明渠的测量（标准范围/长距离范围） 

● SmartScan R应用于短距离液体的测量（标准范围/长距离范围） 



SmartScan50： 

● SmartScan L应用于液体的测量 

● SmartScan S应用于固体的测量 

● SmartScan O应用于明渠的测量 

● SmartScan D应用于直径的测量 

以下图表是SmartScan的正视图和侧视图，尺寸单位是毫米： 

         

     图1：正视图                             图2：侧面视图 

 

 

 

 

 

 



以下是墙式支架和仪表板支架的示意图，体积单位为毫米： 

 

图3：墙式支架托盘           图4：安装在墙式支架托盘的SmartScan

的后部视图 



 

图5：仪表板支架 

 

 

图6：安装在仪表板支架上的SmartScan俯视图 

 

 



传感器体积 

25KHz标准范围： 

 

25KHz长距离传感器： 

 

图7：SmartScan传感器体积 

 



50KHz传感器： 

 

图7：SmartScan传感器体积 

SmartScan25细节规范 

测量范围 

短距离    25R                 0.6M到10M（2ft到32ft） 

标准距离    25S                 0.6M到20M（2ft到64ft） 

            25L，25O           0.6M到25M（2ft到82ft） 

  长距离    25S，               0.6M到30M（2ft到98ft） 

            25L，25O           0.6M到40M（2ft到131ft） 

危险情况的安全版本 

短距离*   25R                 0.6M到10M（2ft到32ft） 

标准距离    25S                 0.6M到15M（2ft到49ft） 

            25L，25O           0.6M到20M（2ft到64ft） 

  长距离    25S，               0.6M到20M（2ft到64ft） 



            25L，25O           0.6M到25M（2ft到82ft） 

精度 

SmartScan   25L,25S,25º          测量范围的0.25% 

              25R               测量范围的03.% 

分辨率                           1毫米(0.04吋) 

周围温度补偿                     自动 

机械性能参数 

外壳防护                         IP 65/67（NEMA X4/X6），塑料ABS 

                                 墙式支架/仪表板支架 

污染指数                         2（每IEC61010） 

绝缘等级                         II（每IEC61010） 

机械配置                         密封管连接Pg9 

                                 大型连接1/2吋NPT 

                                 大型连接M20X2.5 

温度范围                     直流模式：-40度到60度（-40°F到140°F) 

                             交流模式: -20度到60度（-4°F到140°F) 

体积                         272 mm x 200 mm x 85 mm 

                               (10.7吋 x 7.9吋x 3.3吋) 

  重量                         1.6千克（3.5英磅） 

传感器 

湿度部分                       PolyProp (PP) (PVDF:可选项) 

SS或铝涂层(ECTFE/Halar) 



操作压力                      大气压力 

操作温度                      -40度到100度（-40°F到212°F) 

单位与传感器之间的信号电压    小范围4Vp-p/ 大范围400Vp-p 

  支架                           1" BSP, 1" NPT 

  变频器                         50Hz 

  传感器电缆到单位的 大距离     200M（656ft） 

电子细节规范 

  显示                           用户自定义LCD 

  电源                           18~30伏直流电（ 大0.25A） 

                                （外部保险丝：Slow Blow 1A T类型*)或 

                                100V~230V交流电，50/60Hz， 大70mA 

  输出                            4~20mA，750Ω负载，24V直流电 

  接口                           RS-232 或 RS-485 

  协议                           Modbus — RTU** 

  继电器                         5个独立的SPDT** 

证书 

CE - EMC, FM — Safety, FCC 

发送器: FM, (Classified): Non Incendive, Class 

I,II,III/ Division 2/ Groups ABCDFG/T4 

传感器: 3A, *EEx m IIC T5 

特性 

  水平位置、距离、流量、体积、重量、总数和直径。 



传感器相关建议 

25Hz传感器相关建议 

       原料            描述 

       不锈钢          液体测量的应用；对高酸性和酒精环境下具有较的抗

腐蚀能力。对回声不灵敏（固体的应用） 

       铝涂层          针对于具有回声复杂环境而设计的，如非传导蒸气， 

(Halar&ECTFE)      液体和固体；在高度的酸性和酒精环境中可以进行应

用；对回声有较高的灵敏度。 

25Hz传感器相关建议 

       原料            描述 

 玻璃材质          应用于液体和固体（不推荐用于沙尘环境）；对于高 

以加固环氧性能     酸性和酒精环境下有较高的抵抗性；用于快速反应。 

传感器电缆长度 

所有的传感器或者提供一根按规格裁切的连接线，或提供一根可以灵活应

用的连接线。 

传感器连接线细节规范：4线，0.75mm2的全面防护；与HELUKABEL 

P.N.16028相兼容(www.helukabel.de)  

注：当裁切/添加传感器连接线时，推荐使用连接器（包括规格裁切的和灵

活性传感器）；对于无类别传感器，请使用BULGIN MINI BUCCANEER连接器

(P/NPX0800/1或Solid AT' P/N ACC-I). 

按规格裁切的连接线（非危险） 

按规格裁切的传感器连接线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修改，以适应不同情况



下的距离。例如，你有一个带有5M/16.4ft连接线的SmartScan25传感器，那你

可以你可将连接线修改到5M/16.4ft~50M/164ft范围之间；或你有一个带有

35M/114ft连接线的SmartScan50传感器，那你可以你可将连接线修改到

5M/16.4ft~100M/328ft范围之间。 

连接线长度的修改根据以下表格来做： 

25Hz传感器连接线（CE） 

50Hz传感器按规格裁切连接线长度（M/ft） 可以修改的长度范围 

5m/16.4ft 5m/16.4ft到50m/164ft 
15m/49.21ft 5m/16.4ft到50m/164ft 

25m/82ft 5m/16.4ft到50m/164ft 
35m/114ft 5m/16.4ft到50m/164ft 
50m/164ft 5m/16.4ft到50m/164ft 
75m/246ft 50m/164ft到100m/328ft 
100m/328ft 50m/164ft到100m/328ft 
125m/410ft 100m/328ft到150m/492ft 
150m/492ft 100m/328ft到150m/492ft 
175m/574ft 100m/328ft到200m/656ft 
200m/656ft 100m/328ft到200m/656ft 

25Hz传感器连接线（CE） 

50Hz传感器按规格裁切连接线长度（M/ft） 可以修改的长度范围 

5m/16.4ft 5m/16.4ft到100m/328ft 
15m/49.21ft 5m/16.4ft到100m/328ft 

25m/82ft 5m/16.4ft到100m/328ft 
35m/114ft 5m/16.4ft到100m/328ft 
50m/164ft 5m/16.4ft到100m/328ft 
75m/246ft 5m/16.4ft到100m/328ft 
100m/328ft 5m/16.4ft到100m/328ft 
125m/410ft 100m/328ft到200m/656ft 
150m/492ft 100m/328ft到200m/656ft 
175m/574ft 100m/328ft到200m/656ft 
200m/656ft 100m/328ft到200m/656ft 

 

可变连接线 

可变的传感器连接线提供一个5M/16.4ft，同时可以修改其长度以适合长于



5M/16.4ft的情况。其修改可根据以下表格进行： 

25Hz传感器连接线 

25Hz传感器连接线长度 

5-50m / 16.4-164ft 
50-100m / 49.21-328ft 
100-150m / 328-492ft 
150-200m / 492-656ft 

50Hz传感器连接线 

可以修改的长度范围 

5m/16.4ft到100m/328ft 

100m/328ft到200m/656ft 

注：任何连接线超过100m/328ft,都会降低测量范围。 

EX单位的可变连接线 

25Hz传感器连接线 

固定连接线长度 

25m/82ft 
50m/164ft 
75m/246ft 
100m/328ft 

 

 

 

第二章：安装SmartScan 

警示 

● 保证SmartScan单位安装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以便可以看到其规定的温

度、压力和相关技术参数。 



● 保证其高压力源或其连接线与传感器距离至少1m/3.28ft. 

● 使用其直径为6~7的圆连接线，以保证单位保持密封状态（IP65/67） 

● 保证连接线走线正确，并顺着墙或大型拉紧。 

● 保证所有的连接线具有全面的防护外层（传感器连接线，接口线，电源线

和电流线） 

● 产品的安装和操作应遵守产品用户手册和产品认证来执行，否则将被禁止。 

安装SmartScan传感器 

以下传感器的安装步骤使用1号、2号丝扣和相关的闭锁螺丝帽来进行描述。

无论直接安装在容器上还是安装在大型上，其过程都是一样的。 

注：如果可用的话，可以通过螺栓直接将传感器安装到大型或罐体丝扣上，

保证大型或罐体丝扣与丝纹相吻合！ 

安装传感器使用1号丝扣： 

1. 打开要安装所在的容器（或大型） 

2. 通过容器顶部的安装孔，将传感器与容器内部进行连接，直至传感器固定在

顶部；传感器的丝扣尾部应从容器顶部露出。 

3. 在丝扣周围涂上跬油脂，从而将其密封（可使用Teflon）。 

4. 传感器线尾部的螺纹通过1号闭锁螺丝帽（不提供其SmartScan单位）。将螺

钉旋入传感器中，以防止传感器的螺帽从罐体顶部突出来。 

注：用手即可将螺丝帽拧紧。拧螺丝帽时，请将传感器的下部握住。 

5. 将传感器线包起到主要的SmartScan单位，第29页中有相关描述。 

安装传感器使用2号丝扣（25Hz标准范围的传感器）： 

    先前所描述的过程是使用1号丝扣，而使用2号闭锁螺丝帽要与2号BSP/NPT 



传感器螺纹配合。 

丝扣选项 

SmartScan传感器可以应用于BSP或NPT螺纹类型。50Hz传感器使用1号螺纹

安装；25Hz传感器使用1号或2号螺纹安装。（参考图2：第一章SmartScan介绍

中的传感器尺寸） 

25Hz传感器的1号BSP/1号NPT螺纹（标准范围）： 

 

 

 

图8：传感器螺纹选项 

 

 

50Hz传感器的1号BSP/1号NPT螺纹： 



 

25Hz传感器的1号BSP/1号NPT螺纹（长范围）： 

 

图8（内容）：传感器螺纹选项 

 

 

 

 

 

 

25Hz传感器的2号BSP/2号NPT螺纹（标准范围）： 



 

图8（内容）：传感器螺纹选项 

注：当安装无螺纹的支架部件时，需要1号或2号闭锁螺丝母（取决于使用

螺纹类型），以保证其传感器安装到罐体上，螺丝母需单买；当安装螺纹边时，

保证与SmartScan的螺纹相关吻合。 

传感器的配置 

当安装传感器，保证： 

 支架上面的死区域（阻塞距离） 

注：如果设备进入此死区，将无法进行正确测量。 

 

 与容器墙的位置至少0.5m(1.62ft) 



 

图9：传感器配置 

 与目标物体相垂直 

注：微小角度的不同可能会影响回声的质量 

 

 

 

 安装传感器要尽量远离噪声区，如进水口 



 

 

图9（内容）：传感器配置 

 

 

 

通过扩展大型安装传感器 

如果测量的水位在死区，可以使用扩展大型安装传感器。 

作用扩展大型，保证： 

● 传感器固定在大型的中心 

● 管理扩展平等与罐体侧部 

● 容器应为空，以允许错误回声的追踪 

● 内在大型直径至少3吋或4吋宽度 



 

图10：扩展大型安装 

如用扩展大型安装传感器，按照细节规范： 

25Hz和50Hz传感器 

大型长度 内部大型直径 

0.50m(1.64ft) 3吋/4吋 

注：建议参考本地经销商的优先权来进行安装；安装过程中，运行扫描距

离功能是 基本的要求；推荐使用PVC/塑料材质的大型，而不是不锈钢。 

SmartScan单位的配线 

SmartScan单位的低部由电子部件组成，包括传感线的接线端和电源线。电

子部件也同样包含可选的数字和模拟输出监视的连接器，还有5个可选的继电器

连接器。 

注：在连接器配线前，从密封管去除橡胶密封。 

 



 

图11：电子单位使用密封管/大型 

为给连接配线，去除电子单位上的棱纹面板，使用3-mm的Allen扳手工具。

以保证所以连接的配线完成后，其覆盖被安全的替换。 

SmartScan的安装与配线 

1. 第20页中有相关传感器的安装说明。 

2. 将传感器线（C1）布线到主单位位置，选择一个没有电磁干扰的路径（电动

引擎、抽水机或高压） 

3. 将传感器线（C1）缠起，在以下的传感器连接线缠包中有描述。 

4. 将任何可选的监视或继电线连接到主单位，在第31页和32页有描述。 

5. 连接电源线到主单位，第33页有描述。 

6. 如果需要的话，将主单位通过可选的墙式支架安装到墙上。 

 

 



传感器连接线 

传感器连接线相关细节：4线，0.75mm2全防护外套，兼容HELUKABEL 

P.N.16028. 

在传感器安装到容器上之后，连接线的尾部使用JP5接线端与电子单位相连

接。 

将与JP5连接的传感器连接线缠起 

注：在执行前保证电源是断开的。 

7. 通过小孔将传感器线旋拧，固定在SmartScan电子单位基部的右侧。 

8. 根据以下连接线中给出的颜色代码，将连接线中的每个颜色与连接端的JP5

正确的螺孔相连接（如果扩展连接线是黑色，根据括号中的代码） 

JP5 颜色 

1 绿色（黑色1） 

2 棕色（黑色2） 

3 蓝色 

4 白色（黑色3） 

5 黄色 

注：关闭密封管以保证其密封性；在大型的安装中，不要超过250英寸的距

离；O环只能使用一次。 

监视器的配线安装 

SmartScan数据可以通过用RS-485或RS-232与JP22连接的电脑进行监视，也

可以通过连接的模拟输出表，使用JP32进行在4mA和20mA之间进行的设定（在第

三章基本设置中描述如何设定4mA和20mA）。 



数字接口线到JP22的配线 

1. 通过小孔将所需连接旋拧，固定在电子单位的基部。 

2. 将连接线中的每个单线与连接端的JP22正确的螺孔相连接，应用于RS-485或

RS-232，要求如下： 

RS-485 RS-232 

JP22 线 JP22 线 

1 B 1 发送 

2 A 2 接收 

3 接地 3 接地 

4~20mA与JP32连接线的配线 

1. 通过小孔将所需连接旋拧，固定在电子单位的基部。 

2. 将连接线中的每个单线与连接端的JP22的螺孔相连接，正极与1口连接，负极

与2口连接。 

注：关闭密封管以保证其密封性；在大型的安装中，不要超过250英寸的距

离；O环只能使用一次。 

继电器的配线 

SmartScan的电子单位在JP26的连接端提供连接口， 多可以支持5个独立

的可编程继电器。继电器通常是用来启动某特定的动作，如控制吸水，当确定

一个数值发送到时，将触发警告或发送警示信息。（确定继电器数值，在第三

章基本设置中有相关描述） 

继电器到JP26端口使用直流电源 

1. 通过小孔（C2/C3）将所需连接旋拧，固定在电子单位的基部. 



2. 连接继电器线到合理的位置，图11中有所表明：电子单位，第28页 

继电器到JP26端口使用交流电源 

1. 通过小孔（C3/C4）将所需连接旋拧，固定在电子单位的基部. 

2. 连接继电器线到合理的位置，图11中有所表明：电子单位，第28页 

注：关闭密封管以保证其密封性，O环只能使用一次；如果单位装备到渠，

来替代密封管，C3孔将不可用，而用C4孔；在大型的安装中，不要超过250英寸

的距离。 

直流电源线 

在直流电源环境中工作时，SmartScan的电源线尾部通过连接端的JP2与电

子单位相连。 

电源线连接到JP2 

1. 通过C2小孔将所需连接旋拧，固定在电子单位的基部。 

2. 连接电源线到合理的JP2的螺丝位置，连接负极到位置2，连接正极到位置1. 

交流电源线 

在交流电源环境中工作时，SmartScan的电源线尾部通过连接端的JP1与电

子单位相连。 

电源线连接到JP1 

1. 通过C4小孔将所需连接旋拧，固定在电子单位的基部. 

2. 连接电源线到合理的JP1的螺丝位置，连接零线到位置1，连接火线到位置2 

谨慎！JP1是高压电！！ 

注：关闭密封管以保证其密封性，O环只能使用一次。 

 



SmartScan25—原有的安全连接 

危险区域的安装（EX版本） 

设备的安装是依据NEC第504和505文章，以及ISA RP 12.06.02推荐文章，

来进行原有安全线路的安装。 

危险区域安装的详细说明（参考欧洲ATEX 94/9/EC，Annex II，1.0.6） 

以下说明应用于获得证书的设备，证书号为03ATEX2518X： 

● 设备可能在危险的环境中使用，如设备组为IIC、IIB和IIA的易燃、易爆气

体环境和温度等级为T1、T2、T3、T4的环境。 

● 设备可使用在零下40度到零上70度的范围环境中，不能在此范围以外的环

境中使用。 

● 安装应依据培训人员实习的应用代码来执行。 

● 设备不能由用户进行维修；维修应由厂商依据实践中的应用代码来执行。 

● 如果设备有可能接触到非正常物质，用户有责任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产

生非正常影响，保证保护类型不受干扰。 

● 证明编号中有“X”后 的话，表明应用的特殊情况。 

● 源自两个固有的安全障碍的补给应避免连接线的彼此接合，通过使用分别

的连接线或围绕屏幕线路的连接线来实现。 

● 非正常物质—如酸性液体或气体，可以对金属进行腐蚀，从而影响聚合体

的材料。 

● 适当的预防措施—如正规的检测作为正常检查的一部分或建立原料数据

表，这样会对特别的化学物质具有一定的抵抗性。 

● 生产厂商应该在服务中注明，设备必须具有说明的语言相关翻译，或具有



在相关使用国家的语言说明，同时包含相关的原始语种。 

● 说明书应该包含证书标志，来作为相关证书图片的细节说明；号码

DD-SN25Ex-作为标签。 

传感器线到障碍的配线（仅适用于IS） 

SmartScan25传感器应与Zener障碍相连接（参考38页的障碍相关细节说

明），以避免高压脉冲对单位的损坏。在配线到单位之前，需先保证电源与

SmartScan单位相连，开关是断开的。 

其两个屏障应相连；一个连接变频器，另一个连接温度传感器。首先将传

感器线尾部松开，并连接到屏障位置3和4（ 大线长通常是75m/246ft）；然后

屏障位置1和2通过使用附加的传感器线连接到SmartScan电子单位的JP5连接端

（ 大线长通常是25m/82ft） 

 

图11a：原有的安全连接 

    注：其完整的控制图可以从我们的网站进行下载：

www.solidAT.com/FAQ/Products/SmartScan25 

http://www.solidat.com/FAQ/Products/SmartScan25


变频器到屏障的连接 

传感器连接线到变频器的屏障 

1. 将传感器的绿线（GR）连接到屏障位置3，并旋紧。 

2. 将传感器的棕色线（BR）连接到屏障位置4，并旋紧。 

传感器连接线到温度传感器的屏障 

1. 将传感器的白线（WH）连接到屏障位置3，并旋紧。 

2. 将传感器的黄线（YE）连接到屏障位置4，并旋紧。 

注：传感器的蓝线是接地的，应与屏障的底盘相连。 

连接屏障到SmartScan单位 

变频器屏障与SmartScan单位JP5连接端的连线 

1. 传感器绿线（GR）头端与屏障位置1连接，另一端与JP5连接端位置1相连. 

2. 传感器棕线（BR）头端与屏障位置2连接，另一端与JP5连接端位置2相连. 

温度屏障与SmartScan单位JP5连接端的连线 

    通过C1孔将传感器线旋紧，将其固定在SmartScan电子单位基部的右侧。 

1. 传感器白线（WH）头端与屏障位置1连接，另一端与JP5连接端位置4相连。 

2. 传感器黄线（YE）头端与屏障位置2连接，另一端与JP5连接端位置5相连. 

注：在传感器线或其他线与单位连接时，保证其电源是断开的；传感器的

蓝线（BL）用于接地，应与JP5的位置3相连；传感器线的规范：4线，0.75mm2

全护包层，与HELUKABLE P.N.16028相兼容；推荐使用线性或振荡电源作为其

供应电源；在大型的安装中，不要超过250英寸的距离；当使用密封管时，确保

密封管是经FM许可，具有特殊等级和适合于其安装。 

警告：静电危险！传感器连接线应用潮湿的布擦除静电！ 



屏障细节规范 

变频器线圈屏障 

互连 

厂商 
Zener屏障零件编

号 

原有的安全

证书 
屏障 

终端 

SmartScan终

端 

MTL 778ac 
CSA, ATEX, 

FM, UL 

3 

4 

1 

2 

STAHL 9002/77-280-094-00
CSA, ATEX, 

FM, UL 

3 

4 

1 

2 

温度传感器线圈屏障 

互连 

厂商 
Zener屏障零件编

号 

原有的安全

证书 
屏障 

终端 

SmartScan终

端 

MTL 7755ac或755 
CSA, ATEX, 

FM, UL 

3 

4 

1 

2 

STAHL 9001/01-050-150-10
CSA, ATEX, 

FM, UL 

3 

4 

1 

2 

 

第三章：基础设置 

此章讲述如何通过基础菜单选项来设置和校准SmartScan准确的测量监测。 

SmartScan可以提供预排程序的默认设定，为即行的操作做准备。当设备一

旦上电，所测量的数据可以通过默认的屏幕进行读取，在第47页默认屏幕中有



描述。 

在此，推荐用实际中的罐体高度来代替其默认的罐体高度，第67页罐体高

度中有相关描述。当使用SmartScan时，罐体高度是从传感器表面到罐体底部的

距离，应将此高度输入到SmartScan中（对于流量测量，输入精确的水槽高度）。 

SmartScan的主菜单（第41页中表明），可使用户进入SmartScan的基本功

能选项，可以对默认值和校准值根据要求进行修改。同时，通过附加菜单，可

以定义SmartScan的特殊功能选项，在第5章中的附加特性中相关描述。 

 

图12：SmartScan主菜单屏幕 

注：主菜单所显示的选项取决于SmartScan的模型，所以没有必要观看所有

的选项。 

 



使用SmartScan的功能按键 

功能按键通常执行各种各样的操作，以下表格作出总结： 

按键 使用 

 

● 进入菜单（同时按下 键） 

● 进入菜单的功能，可以作部分修改 

● 在数字显示区域，从左到右进行移动（参考第34页的修改数

字参数） 

● 将修改存储到数据中 

 

● 进入菜单（同时按下 键） 

● 在数字显示区域，从左到右进行移动（参考第34页的修改数

字参数） 

● 返回到先前的功能步骤（不保存更改），或返回到默认屏幕

或  

● 在菜单内，进行到下一步或上一步功能 

● 在功能中，将可用数据/数字值卷起 

● 下一个按键：保存干扰信号（第74页有更多相关细节） 

修改数字值 

在部分功能中，显示在数字区域的值是可以更改的。可用于更改的数字值

是显示板中的数字（如 ）；这个值可以通过使用 和 按键在数字

间进行移动，使用 和 按键来收起在显示板有可能显示的数值。如果在

左侧数字上按 键，或者返回到先前的步骤，也有可能返回到主菜单，没有进

行任何的保存；如果在数字左侧上按 键，新值将会被保存。 



菜单和版本的选择 

SmartScan有两个菜单，主菜单和附加菜单。如想进入任何一个菜单，必须

要在显示板中的数字区域选择合适的数字，在选择正确的数字后（按ENT按键），

则相应的数字图标会闪烁，来显示SmartScan进入所选择的版本模式和菜单。 

数字 数字图标 版本模式/菜单选项 

  进入设定模式 

  进入主菜单 

  进入附加菜单 

进入版本模式或菜单的完整过程在此用户手册的相关章节进行描述。 

注：数字图标在SmartScan中有其他的功能，包括对继电器是否激活的识别。 

进入主菜单 

此章描述如何进入和设置SmartScan25和50. 

SmartScan主菜单屏幕（第41页有说明）是默认进入的菜单，使用固定在LCD

下方的按键。 

进入主菜单 

按 显示 解释 

同时按 和  显示密码窗口 

或  

或  

 
通常进入密码代码（716）来替代 后三位数

字。（功能按键在第42页有相关描述） 

  所需选项进入设定模式 



 

按 显示 解释 

 大约闪烁5秒，随后 显示出来 所需选项进入主菜单 

 大约闪烁5秒，随后主菜单屏蔽显示出来 主菜单屏幕在第41页 

注：按ESC返回默认屏幕。 

使用主菜单 

BACK和NEXT按键是用于在各种主菜单选项中进行切换，而目前正在使用的

选项以闪烁显示来表示。用户可以用任何的顺序对主菜单功能进行修改，但应

该记住对此项功能的修改会对其他功能所造成的影响。例如，改变罐体高度的

同时，也应该将默认数值改为20mA.大部分功能是有相关的 小和 大值的许可

范围；参考附件A，SmartScan的范围。 

当保存选项或SmartScan正在执行中，主菜单中罐体图像显示的等级是从0

到100%。在保存一个选项之后，主菜单将显示下一个选项。 

默认屏幕 

一旦SmartScan完成安装并上电后，LCD将显示默认屏幕。默认屏幕提供持

续的更新的测量数据以及目前某些功能的设定（或是默认设定，或是从主菜单

中所选择的设定）。继电器数字所显示的是目前激活的继电器，可以通过

SmartScan功能按键来指定显示指示类型，如等级、距离、体积和其他

(SmartScan50 SW ver.5.06)。更多细节请查看第50页。 



 

图13：SmartScan默认屏幕 

默认屏幕中的罐体图示对于罐体的水平容量给出了一个大概的可视指示，

同时数字区域也会给出一个确切的读数。如果水平进入死区，其数字区域显示

为 ；如果罐体是空的，数字区域将显示其罐体高度。 显示

SmartScna的临时读数。 

同时按ENT和BACK键，可刷新读数。 

注：仪表中的显示的默认值是从传感器到液体或固体之间的测量距离。测

量指示模式和测量单位可以进行更改，在第50页中的设定指示模式和第52页中

的设定测量单位有相关描述。 

 

 

 

 

 

 



设定主菜单选项 

以下功能在SmartScan主菜单中可应用： 

 

注：部分功能仅与特殊的SmartScan模型有关；可以按ESC返回到默认屏幕。 

设定指示模式 

主菜单中的第一个功能是设定指示模式。 

根据不同的SmartScan型号，以下的指示模式可以应用： 

● DIST：（默认设定）所显示的数据表示从传感器到罐体内容表面的距离。 

● DIA：所显示的数据表示标准原料的直径。 

● LEVEL：所显示的数据表示罐体内容从底部到表面的距离。 



 

● FLOW：屏幕显示液体临时流过固定渠的数据。如果需要，在流量模式下，

可以选择选项对数据进行标示。 

设定指示模式可以使用BACK和NEXT按键将其他指示模式进行绑定，在以

下表格有所描述。 

指示 指示绑定选项 

距离/水平 距离/水平 

流量 流量/水平/距离/总和（高）/总和（低） 

总和 总和/距离/流量 

体积 体积/水平/距离 

设定指示模式 

动作 显示 解释 

和  

在可用的选项中选择 

按 保存所选择的模式 例如  
显示所选择的模式几秒中，之后

再次显示其主菜单 

例如，如果单位设定为流量，可以使用NEXT按键将流量/水平/距离功能进

行绑定。 



设定测量单位 

SmartScan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和测量功能，对显示数据的测量单位进行设

定。以下测量功能可用： 

 METER（默认单位），INCH或FEET：距离测量，应选择其中一个选项。 

 M3/HR或G.P.M.:流量测量，应选择其中一个选项。 

在设定测量单位之后，在设置过程中，任何时候输入的数值都会显示在所

选择的单位中。功能值，如继电器将显示在所选择的测量单位中。 

设定测量单位 

动作 显示 解释 

和  

 

 

在可用选项中进行选择 

按 保存所选择的模式 例如  

显示所选择的模式几秒中，之后

再次显示其主菜单 

注：如果选择METER，任何相关的流量测量将以米制单位，也就是M3/HR；

相反也可以应用，如果用户选择M3/HR，任何相关距离或水平测量单位将是米；

如果选择INCH或FEET，任何相关的流量测量将以G.P.M为单位；如果选择G.P.M，

任何相关距离或水平测量将以INCH为单位。 

如果在使用流量模式，用G.P.M时，选择了METER，此METER将会快速闪烁几

秒钟。按ENT表示通过，流量测量将以M3为单位；否则，测量单位将继续以G.P.M

为单位。（此项只应用于SmartScan50模式，SW5.06） 

 

 



设定SmartScan50继电器数值 

用户可以设定继电器到5个不同的配置模式：水平，距离和流量（任何地方

都可以应用)，体积和总和（后两个模式仅能在体积/总和之后进行配置，在第5

章附加特性中有相关描述）。使用NEXT或BACK按键进行模式绑定，ENT.用来选

择模式。选择一个指示模式后，进行第一个继电器参数的设定。 

 非流量应用 流量应用 

指示模式 距离 水平 体积 流量 总和 

继电器模式 距离，水平 体积 流量、距离、水平 流量、总和

继电器设定选项 

例如，如果SmartScan设定指示模式，继电器可以设定流量/距离或水平数

值。任何单位或SW版本，继电器可配置水平或体积数值。 

SmartScan的每5个继电器允许客户开关的开和关，用于触发警报或控制抽

水等功能。 

除此之外，继电器4可以设定报告错误信息，继电器5设定流量总和脉冲（请

查看第60、61页的设置说明） 

继电器数值功能如下： 

● 打开数值：（默认值=0）如果罐体的水平测量高于进入的公开数值，则继

电器打开。 

● 关闭数值：（默认值=0）如果罐体的水平测量低于进入的关闭数值，则继

电器关闭。 

注：指示模式的默认状态是水平；所选择的模式应用于5个继电器.关闭数

值必须低于每个继电器的公开参数，否则将显示 信息。 



如果继电器数值高于罐体高度数值的话，将显示 信息。 

一旦无测量（由电子问题或声音方面的干扰所引起），继电器将转换到关

闭状态 。 

如果以下参数被修改，安全继电器参数将重置：罐体高度、继电器指示模

式（水平/距离/流量），测量模式（除了水平到距离的更改），水槽和堰的类

型，测量单位，橡皮桌。 

针对水平或距离来设定继电器数值 

动作 显示 解释 

进入继电器设定  RELAY图标闪烁 

为继电器指定一个模式 

 

选择所需的继电器配置模式：水

平、距离、流量、总和或体积。使

用NEXT按键来绑定模式，用ENT.来

选择模式 

进入公开模式 和

进入继电器设置的公开数值模式，

相应的继电器数字在设定继电器

数值的整个过程中持续闪烁 

或  

或  

 显示0或先前输入的继电器数值 

 

动作 显示 解释 

进入继电器数值  用于进入继电器数值 



在进入继电器1的 后按 ，

进入关闭参数 
和

进入继电器设定的关闭

数值模式。进入并用上面

提到的方法来保存关闭

参数 

在数字右侧按 以保存数值 和

重复前面的步骤来设定

将要使用的继电器开/闭

数值（如果用户不想设定

每个继电器，使用ESC按

键来退出设定模式） 

注：在距离模式中，继电器的开数值进入应该高于闭数值，否则 错

误信息将显示；继电器在距离模式中的开和关数值，应该不同于3CM以上的分辩

率。 

当设定流量、体积或总和时，继电器数值应该在两个分开的屏幕下进行配

置（在SmartScan已经设定这些指示后） 

 

设定流量的继电器数值 

动作 显示 解释 

进入继电器设定  RELAY图标闪烁 

为继电器指定一个模式  

从可选的模式中选择流

量，然后按  

或  
例如 和

选择你希望的配置的继

电器数字，用NEXT和BACK



按键和ENT.来选择OPEN，

然后再按ENT. 

  

这个屏幕允许用户 多

达到四个流量数值 

 

按 显示 解释 

 例如  

用此屏幕进入5个流量数

值中的低数值 

  

进入继电器的关闭模式，

在开模式中有相关描述

在以上例子中显示，继电器数值以这种方法进行配置：000001进入高数字

H=1和20000进入低数字L=20000，也就是说总数值是120000加仑。 

注：当继电器选择体积模式时，配置是相同的；当工作在流量或总和模式

中，继电器的开和关数值应该不相同。 

设定继电器4到报告错误 

此模式中用户可以使用继电器作为触发器来设定警告，以防止由于电子问

题或声音方面的干扰而引起的错误。用户可以配置继电器4到报告错误或保留正

常的设定模式。一旦错误模式启用，以下所描述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继电器

关闭或显示其错误信息。错误信息所表达以下情况： 

● --丢失回音或测量结果高于罐体高度 

● --接近于死区 

只要单位显示正确的测量结果，其继电器将保持开模式。 



设定继电器4的错误报告 

动作 显示 解释 

或  
 

使用NEXT或BACK移动到继电器4，并用ENT.按键进入

继电器模式 

 
 

选择Err En来打开错误警告或Err dS来屏蔽此功能

 

流量总和脉冲指示来设定继电器5 

对于流量总和脉冲指示设定或保持正常的设定模式，可以通过对继电器5的

设定来完成。这个选项可以通过使用外部计数器，来保留积聚在单位中的数值。

通过这个方法，即使单位被替换，总体的数值也可以保留下来。一旦对此项进

行了设定，继电器每Xm^3或加仑产生一个脉冲，这取决于用户所选择的数值（用

户可以确定X值）：1，10，100，1000，10000，100000.在任何时候，继电器总

体流量数值比从列表中选择的高的话，将会将生一个电子脉冲。用户可以选择

一个宽度在20~2000毫秒之间的一个脉冲，来匹配其设备的需求。例如，继电器

产生一个1000毫秒的脉冲，流量值每次都将达到10000M^3(提供从列表中选择数

值) 

注：优先设定继电器5的脉冲指示，用户可将SmartScan设定为总和模式（请

查看第5章附加特性）；设定继电器4和5为正常的工作模式，选择开或关模式，

然后进入所需的参数。当配置继电器5为tOt En，激活的选项是tOt En和tOt dS。

返回正常模式请按tOt dS；数量总计的结果每30秒进行更新。 

 



设定继电器5的脉冲指示 

动作 显示 解释 

或  

或  
 

使用NEXT和BACK移动到继电器5，用

ENT进入要求的操作模式 

选择使用或非使用模式 

 

选择tot En使用脉冲指示选项或

tot-dS来屏蔽此功能 

从列表中选择数值 
 

例如10000m3

使用NEXT在可选的脉冲数值中进行

选择，ENT保存其选择。1到100000

之间进行选择。 

进入脉冲宽度数值（用户

设备中有具体描述） 

 

例如1000ms

输入宽度在20~2000毫秒之间的脉

冲（10毫秒的分辨率） 

以上所说的配置例子，1000毫秒的脉冲每次将会发生，流量的总值将达到

10000m3. 

设定SmartScan25继电器数值 

SmartScan25用户 多可以设定5个继电器开关。每个继电器的开关，用户

可以设定其功能的开或是关状态，如触发警告。 

继电器数值功能如下： 

● 开数值：（默认值=0）如果罐体的水平测量高于进入的开数值，则继电器

打开。 

● 关数值：（默认值=0）如果罐体的水平测量低于进入的关数值，则继电器

关闭。 



注：每个继电器的关数值必须低于其开数值，否则错误信息 将显示；

如果继电器数值高于罐体高度数值的话，将显示 信息。 

一旦无测量（由电子问题或声音方面的干扰所引起），继电器将转换到关

闭状态 。 

如果以下参数被修改，安全继电器参数将重置：罐体高度、继电器指示模

式（水平/距离/流量），测量模式（除了水平到距离的更改），水槽和堰的类

型，测量单位，橡皮桌。 

针对水平或距离设定继电器数值 

动作 显示 解释 

进入继电器设置  图标闪烁 

进入开模式 和

进入继电器设定的开模式, 相应的继

电器数字在设定继电器数值的整个过

程中持续闪烁 

或  

或  

 显示0或先前输入的数值 

按 保存数值 和

重复前面的步骤来设定将要使用的继

电器开/闭数值 

设定20mA/4mA水平 

SmartScan使用用户可以设定高度、体积或流量数值作为20mA和4mA的标志。

这些数值可以通过模拟电表对远端罐体的水平、体积或流量进行监控。其模拟

输出显示出目前罐体的深度或当前的水平，作为4mA到20mA表范围的一个点。



20mA默认数值是罐体高度（或 大体积数值），4mA默认数值是0（或 小的体

积数值） 

注：20mA和4mA的数值必须不同，否则将显示错误信息 ，而且两者都

必须小于罐体高度数值，否则也将显示错误信息 ；在距离和水平测量的模

式中，死区可能影响用于20mA/4mA水平的 大数值；对于SmartScan25模型，

20mA/4mA 大数值是罐体高度负0.6m/1.9ft;对于SmartScan50模型，20mA/4mA

大数值是罐体高度负0.4m/1.3ft。 

20mA/4mA水平的设定 

动作 显示 解释 

 
 

主菜单中所需的选项闪烁 

按 进入到20mA或4mA

设定 

显示默认数值或先前输入的20mA或4mA

数值 

或  

或  

 
通常用来输入新数值（第40页中有功能

键的描述） 

4—20mA数值的应用是可靠的，例如，测量距离时，其数值将处在距离上（水

平操作如此） 

注：4mA--20mA体积数值由6个数字来表示（流量也可应用）；总和数值由

较大的数字来表示，因此需要两个分别的屏幕来显示高（H）和低（L）数字（第

60、61页有相关解释） 

设定流量测量 



PARSH.FLUM功能可以使用户在SmartScan明渠模式中，设定水槽/堰类型和

测量。相关参考第4章SmartScan明渠。 

设定罐体高度 

用户可以使用TANK h功能输入罐体高度。用户SmartScan模型的默认数值是

相关测量范围的 大值（参考附件A中的SmartScan范围表格）。如果用户输入

的数值超过其 大数值，将会显示其错误信息 。 

 

图14：罐体高度 

罐体高度的设定不会影响其测量范围或根据测量范围计算机出的设备精

度。参考第1章SmartScan简介中的相关细节。 

注：罐体高度在任何时候需要时，都应该是传感器表面到罐体底部的距离。

当罐体为空时，为了获得精确的测量结果，强烈推荐采用此种操作；对于流量

测量，输入精确的水槽高度。在4mA，20mA或继电器功能中，如果输入的罐体高

度低于先前的数据，其功能将自动回复到默认值。 

设定罐体高度数值 

动作 显示 解释 



或  
 

用NEXT或BACK来从指示模式中选

择所需的方式：距离、水平、DIA

保存所选择的项 例如  

显示所选择的项目几秒后，罐体图

标进行闪烁 

和  
 

用NEXT来选择测量单位：METER、

INCH、FEET。用ENT来保存选择 

或  
 用NEXT或BACK移动到tank.h 

 例如 表

显示 后保存的罐体高度或默认

数值 

或   输入新的数值 

 

设定应用类型 

SmartScan主菜单显示（默认）SOLID，此模式是针对于固体应用；而LIQUID

是针对于液体的应用。SmartScan模式显示SOLID、LIQUID和STORAGE I, II和

PROCESS（参考第六章直径模式设定） 

当SmartScan单位配置为LIQUID或FLOW（明渠）模式，在指示模式中自动选

择FLOW选项，并在应用类型菜单中选择FLOW选项。对于其他功能，应该在输入

数值前就完成以上操作，以便于所有的数值进行流量的自动调整。 

设定应用模式 

动作 显示 解释 



 

 

所需选项的闪烁是取决于正在使用

的类型（例如应用于固体，仅SOLID

这项会出现） 

 例如 只适用于液体模式

显示所选择的项目几秒后，重新显示

主菜单 

 

设定操作模式 

操作模式功能使用用户具有设定SmartScan来补偿环境所影响到的测量读

数。 

固体和液体的应用，每个模式决定在环境情况下进行改变时，所需求的反

应时间。根据用户应用的不同细节需求，用户可以固体或液体模式，从而提供

较高速的读数，但其精度将会降低（每个周期执行较小数字量的计算） 

(对于直径的应用，只适用于SmartScan50模块，参考第六章直径模式设定) 

模式设定的是由从主菜单中的STORAGE I, STORAGE II和PROCESS选项中所

做出的选择来确定的，在某些情况下，应结合特殊应用类型的选择（或SOLID或

LIQUID）；以下章节中将描述模式功能与设定。 

注：操作模式与流量应用无关。当在流量应用模式中的时间，选择STORAGE 

I, STORAGE II和PROCESS中的一种，将出现警告信息 ，并自动返回距离模

式。用户则必须重新设置流量模式。 

 

液体模式 

有三个模式适用于液体模式，每个模式推荐用户如下： 



● ：推荐以下情况应用： 

 不稳定的水面 

 较低的填充/清空速度 

 应用在传感器安装靠近罐体墙侧的情况 

● ：是STORAGE I的两倍，推荐以下情况应用： 

 正常的表面情况下 

 应用需求较快的读取速度 

注：STORAGE I和STORAGE II液体模式不适合测量泡沫表面，因为其不能对

信号进行处理。 

● ：此模式适合应用在快速读取速度比精确要重要的情况中。即使

处理过程还不完全，读取数据也会在短时间内显示出来。推荐在以下情况

中使用： 

 表面为泡沫状 

 涌动的情况 

 水汽的状况 

 应用于快速读取的需求 

固体模式 

以下三个模式是应用于固体应用模式。其主要的不同是在搜索过程中，需

要选择正确的回音。 

每个模式推荐使用在以下情况中： 

● 和 ：适合用于满是灰尘的环境中。 

● ：谷类、粮食方面的应用 



设定传感器的偏移量 

SmartScan是从传感器的顶部开始测量，尽管如此，当传感器固定在一个点，

其真实罐体高度的上部或下部，用户可以用主功能来输入其差分量；如果传感

器安装在大型外部的顶部或大型内部的底部，这个可能是必须的。 

如果传感器固定在罐体高度的上方，其差分量要从测量到的实际数值中减

去，所以偏移量作为负值和正矢量进入输入。 大允许偏移数值是2.0m， 小

数值为-2.0m。其数值仅可以输入到单位中。 

设定传感器偏移量 

动作 显示 解释 

  所需选项闪烁 

  默认数值 

或  
或  通常在负值和正值中绑定第一个数字

或  

或  

 保留5个数字，继续输入新的数值 

 

 

 

设定扫描距离数值 



 

图14：扫描距离过程 

SmartScan 多可以确实8个干扰信号(错误回音)并将其存储起来。错误的

回音可能是由障碍物引起，例如墙体之类的，可能产生错误读数，而且会干扰

对罐体内容的真实扫描。当罐本是空时，可以确定其罐体信号。 

每个扫描距离被作为干扰信号存储起来，直到读数到达以显示是真实的回

音。如果已经存储了8个干扰信号，第9个信号接收到，将第一个数值删除，存

储新的数值。 

从默认屏幕中进入扫描距离功能，在扫描功能操作中，AUTO.CAL将显示在

屏幕的下方，来指示用户你正处在扫描距离模式中。 

注：实际目标的读数可能并不精确；例如目标高度是6m，所显示的数字可

能是5.998 

 

设定扫描距离 



动作 显示 解释 

在默认屏幕中同时按

和  

和

SmartScan寻找干扰信号

时的临时显示 

注：当显示SEARCH信息时，什么都不要按 

等几秒 例如  显示干扰信号的深度 

 
 

保存干扰信号，继续寻找

信号并显示下一数据，继

续下去。 

 

动作 显示 解释 

  这个过程 多可以保存8个干扰信号 

 
例如  实际高度数值表明没有多余的干扰信号 

 
 保存真正的回音数值，并完成扫描距离操作

注：按NEXT来保存已确定的干扰；按ENT退出功能，同时保存真正的回音数

值。 

清除扫描距离数值 

用户可以使用AUTO功能来保存所有的扫描距离（参考第72页设定扫描距离

数值） 

 

清除扫描距离数值 



动作 显示 解释 

  所需选项闪烁 

 
 清除扫描距离数值 

注：如果 在默认屏幕底部显示的话，那可能是声音干扰的信号。通

过用不同的传输序列可能解决这些干扰。 

 

查看处理器信息 

用户可以查看SmartScan中的三个处理的版本号和物理地址，如下： 

● 屏幕处理器：在代码前显示S 

● 主处理器：在代码前显示H 

● 联合处理器：在代码前显示C 

查看处理器信息 

动作 显示 解释 

在主菜单中同时按 

和  

  

或  

或  

 输入数值000.003 

在数字右侧按  例如 显示的是屏幕版本号 

或  
例如 查看每个处理器的版本号和地址



 
 返回主菜单 

 

第四章：SmartScan明渠 

此章介绍在SmartScan50模型中，如果针对于明渠来设定其流量参数，并解

释在设定流量测量时的渠/堰的方法. 

注：参考第3章基本设定，解释进入和使用SmartScan主菜单功能按键。 

选择流量设定 

用户可以使用主菜单中的PARSH.FLUM功能来选择渠/堰，来设定流量测量。 

当设定流量参数时，渠/堰的类型值（X）先被输入进去，随后字母（U）或

（E）作为美洲或欧洲明渠流量标准表示，代码值（YY）表示其正常的渠/堰的

大小，如 。默认值是欧洲标准。明渠类型和代码在第81页的流量测量的

明渠中有相关描述。 

如果用户希望插入自定义的流量测量，用户必须输入.001；之后将会自动

启动一个附加功能菜单（Pr1），使其手动输入的数值与表格保持一致。第5章

附加特性中有相关描述。 

选择流量设定 

动作 显示 解释 

 主菜单中的所需选项闪烁 

 
显示 后保存的流量设定或默认值 

或
 用于选择新的类型值（X） 

 
显示屏的 后两个数字 



 

动作 显示 解释 

或  
 

用于选择新的渠/堰长度的代码（YY），符合先前选定的

类型（X）（一个单位中的两个数字被修改） 

 
 选择被保存的数值 

明渠流量测量 

设定明渠时，渠/堰的代码基于这三个数字：X  E/U  YY 

X：特殊的渠/堰类型 

E/U：欧洲或美洲标准 

YY：渠/堰的尺寸大小 

渠/堰类型 

PARSH.FLUM功能中第一个输入的数值（X），以下渠/堰类型在美洲和欧洲

标准中都可以应用： 

类型（X） 欧洲标准（E）83~91页 美洲标准（U）93~100 

1 矩形凹形堰渠，第38页 矩形凹形堰渠，第93页 

2 矩形凸形堰渠，第84页 矩形凸形堰渠，第94页 

3 梯形堰渠，第85页 梯形堰渠，第95页 

4 V形（三角形）堰渠，第86页 V形（三角形）堰渠，第96页

5 Khafagi-Venturi Flume，第87页 Parshall Flume，第97页 

6 Parshall Flume，第88页 
Palmer Bowls Flume Trapezoidal 

Throat Cross-selection，第98页 

7 
Palmer Bowls Flume Trapezoidal 

Throat Cross-selection，第89页 
H Flume，第99页 



8 H Flume，第90页 Leopold-Lagco Flume，第100页 

9 
Neyrpic Venturi Flume/Long-base 

Weir，第90、91页 
 

 

 

 

渠/堰—欧洲标准 

矩形凹形堰渠（类型1） 

代码（YY） 顶长（cm） 

01 20 

02 40 

03 60 

04 80 

05 100 

06 150 

07 200 

08 300 



 

图16：矩形凹形堰渠 

矩形凸形堰渠（类型2） 

代码（YY） 顶长（cm） 

01 20 

02 30 

03 40 

04 50 

05 60 

06 80 

07 100 



08 150 

09 200 

10 300 

 

图17：矩形凸形堰渠 

梯形堰渠（类型3） 

代码（YY） 顶长（cm） 

01 30 

02 45 

03 60 



04 80 

05 100 

06 150 

07 200 

08 300 

 

图18：梯形堰渠 

V形（三角形）堰渠（类型4） 

代码（YY） 顶长（cm） 

01 90 

02 60 



03 53.8 

04 45 

05 30 

06 28.4 

07 22.5 

英国标准 

08 90 

09 45 

10 22.5 

 

图19：V形（三角形）堰渠 

 



Khafagi-Venturi Flume（类型5） 

代码（YY） 渠类型 B0（cm） 

01 QV302 12 

02 QV303 30 

03 QV304 40 

04 QV305 50 

05 QV306 60 

06 QV308 80 

07 QV310 100 

08 QV313 130 

09 QV316 160 

 

图20：Khafagi-Venturi Flume 



Parshall Flume（类型6） 

代码（YY） 口宽（in） 

01 1 

02 2 

03 3 

04 6 

05 9 

06 12 

07 18 

08 24 

09 36 

10 48 

11 60 

12 72 

13 96 

14 120 

15 144 



 

图21：Parshall Flume 

Palmer Bowls Flume Trapezoidal Throat Cross-selection（类型7） 

代码（YY） 渠的直径（in）D 

01 6 

02 8 

03 10 

04 12 

05 15 

06 18 

07 21 

08 24 



09 27 

10 30 

 

图22：Palmer Bowls Flume Trapezoidal Throat Cross-selection 

H渠（类型8） 

代码（YY） 渠大小尺寸(ft) 测量点（cm） 

01 0.5 5 

02 0.75 7 

03 1 9 

04 1.5 14 

05 2 18 



06 2.5 23 

07 3 28 

08 4.5 41 

 

图23：H渠 

Neyrpic Venturi Flume/Long-base Weir（类型9） 

Neyrpic Venturi Flume 

代码（YY） Venturi Flume类型 

01 1253AX 

02 1253AY 

03 1253AZ 

04 1253A 



05 1253C 

06 1253D 

07 1253E 

08 1253F 

09 1253F 

 

图24：Neyrpic Venturi Flume 

Long-base Weir 

代码（YY） Long-base Weir类型 

10 1245A 

11 1245B 

12 1245C 

13 1245D 



 

图25：Long-base Weir 

渠/堰--美洲标准 

矩形凹形堰渠（类型1） 

代码（YY） 顶长（in） 

01 12.00 

02 18.00 

03 24.00 

04 30.00 

05 36.00 

06 48.00 

07 60.00 

08 72.00 

09 96.00 



 

图16：矩形凹形堰渠 

矩形凸形堰渠（类型2） 

代码（YY） 顶长（cm） 

01 12.00 

02 18.00 

03 24.00 

04 30.00 

05 36.00 

06 48.00 

07 60.00 



08 72.00 

09 96.00 

 

图17：矩形凸形堰渠 

梯形堰渠（类型3） 

代码（YY） 顶长（cm） 

01 12.00 

02 18.00 

03 24.00 

04 30.00 



05 36.00 

06 48.00 

07 60.00 

08 72.00 

09 96.00 

 

图18：梯形堰渠 

V形（三角形）堰渠（类型4） 

代码（YY） 顶长（cm） 

01 90 

02 60 



03 45 

04 30 

05 22.5 

 

图19：V形（三角形）堰渠 

 
 
 

Parshall Flume（类型5） 

代码（YY） 口宽（in） 

01 1 

02 2 

03 3 



04 6 

05 9 

06 12 

07 18 

08 24 

09 30 

10 36 

11 48 

12 60 

13 72 

14 96 

15 120 

16 144 



 

图20：Parshall Flume 

Palmer Bowls Flume Trapezoidal Throat Cross-selection（类型6） 

代码（YY） 渠的直径（in）D 

01 4 

02 6 

03 8 

04 10 

05 12 

06 15 

07 18 

08 21 



09 24 

10 27 

11 30 

12 36 

13 42 

14 48 

15 60 

16 72 

 

图21：Palmer Bowls Flume Trapezoidal Throat Cross-selection 

 



H渠（类型7） 

代码（YY） 渠大小尺寸(ft) 测量点（cm） 

01 6 1.96 

02 9 2.75 

03 12 3.54 

04 18 5.51 

05 24 7.08 

06 30 9.05 

07 36 11.02 

08 54 16.14 

 

图22：H渠 



Leopold-Lagco渠（类型8） 

代码（YY） 顶长（in） 

01 4 

02 6 

03 8 

04 10 

05 12 

06 15 

07 18 

08 21 

09 24 

10 30 

11 36 

12 42 

13 48 

14 54 

15 60 

16 66 

17 72 



 

图26：Leopold-Lagco渠 

 

第五章 附加特性 

此章将对SmartScan中的附加菜单中的可用功能进行描述。此附加菜单的功

能可以使用户调整SmartScan的参数，以便于执行以下任务： 

 在体积格式中显示扫描结果 

 对整体流量积累值的结果进行显示 

 对直径的整体流量总和结果进行显示 

 对不同罐体体积的计算 

 对自定义的渠计算流量测量 

 对于不同的测量单位，应考虑其计算结果 

 对于圆锥罐体底部的的干扰，可以调整其结果 

 允许不同气体的补偿 

注：通过SmartScan的显示，可以使用其附加特性菜单的功能 



进入附加菜单 

首先用户输入密码，之后使用功能按键从默认的屏幕进入其附加菜单功能，

在第三章中有相关的描述。 

进入附加菜单 

动作 显示 解释 

(在输入密码之后)  进入设定模式 

 

闪烁大约5秒后， 将

显示出来 
 

用 或 改变显示到

，然后按  

闪烁大约5秒后，

将显示出来 
用 或 来收起附加

菜单选项 

注：SmartScan50模型：按一次ESC返回到主菜单，按两次返回到默认屏幕；

SmartScan25模型：按一次ESC返回到默认屏幕。 

 

 

 

设定附加菜单选项 

用户可以任何的顺序，进入和修改附加菜单功能。功能中的可用选项，和

SmartScan机能中的实用程序是根据所使用的模式来决定的。 

 

 



以下功能是可以使用的： 

 

 

选择一个指示 

使用功能Pr 0，用户可以修改SmartScan默认屏幕，从而来显示体积、总流

量或直径总和的指示。选择以下的指示模式： 

 Ind1:体积模式。默认屏幕可以指示出体积读数，在数字区域显示其数值和

罐体图形的水平显示。 

注：当选择此模式，用户可以使用Pr 1和Pr 2来自定义体积测量，在第106

页中的手动插入大型表格值和108页的半自动插入大型表格值中有相关描

述。 

 Ind2:流量模式的总和（目前对于50O模式SW ver.5.06可用）。默认屏幕可

以指示总积累流量的数值，并对输入点的计算以及每30秒升级。流量的总和



以两个分开的屏幕的9个数字值来显示：高和低。高的数字以H来表示，紧跟

着前5个数值；低是以L来表示，紧跟后四个数值。用户可以使用NEXT和BACK

按键来绑定高和低屏幕（对于这个模式，在罐体图形中没有水平指示）。此

外，用户可以用相同的按键将水平、距离和流量数值进行绑定，此模式中，

用户有三个按键可以应用，重置总数计数器，将其激活或解除。用NECT和BACK

将选项进行绑定，用ENT选择所需的选项。 

● 0：重置总和数值 

● 1：激活总和模式 

● 2：关闭总和模式 

 Ind3：直径模式的总和（SmartScan50D模式）。默认屏幕指示出滚轮和传感

器间积累的距离总和，以数字区域以数字的形式表示出来和罐体图形的水平

（参考第六章直径设定模式，以获得更详细的信息） 

选择其指示 

动作 显示 解释 

  必须的菜单选项 

 例如 显示指示选项 

或  
例如 用于选择所需的指示选项 

 
 保存所选择的选项，并返回附加菜单

 

手动插入大型表格数值 

Pr 1功能可以使用户手动创建一个体积计算或用户自定义流量测量的距离



点的大型表格，应用于SmartScan25O和50O模型中。 

此种表格用于在IND1被选择时，手动插入距离/体积值，在选择一个指示中

有相关描述。当知道罐体的体积与距离的比率，手动插入可以应用，或是在用

在用户自定义罐体上。在此大型的表格中， 多支持24个线性点的输入，点1从

小距离和 大体积开始（ 接近于传感器的点）。随着每个并发的输入，距

离要降低，而体积要逐渐增大。 

在主菜单中，在.001作为PARSH.FLUM数值输入后，大型表格可以自动的进

入自定义的水渠模式（参考第四章明渠设定）。在这个模式中，表格通常用于

手动插入， 多可以达到24个距离/用户自定义的水渠测量值，对于距离/体积

值也是一样的。任何自定义的水渠值可以输入，只要是传感器与水渠间距离的

大值输入。 

注：用户可以在任何时候，按ESC键来退出Pr 1。然而，这个功能建议用户

首先输入 少8个点。数值可以在距离单位中输入；当工作在用户模式，退出Pr1，

并返回主菜单。 

手动插入大型表格值 

动作 显示 解释 

  所必须的菜单选项 

  第一点的设定 

 和 显示0或先前保存的值 

或  

或  

 

用于办公设备距离数值

（SmartScan选项中，在测量单

位来确定） 



按右侧的 来保存 

数值 
 

显示0或先前保存的体积数值/

自定义的水渠参数。使用先前描

述的距离数值按键，输入6个十

进制的数字，从而表示相应的距

离数值 

按右侧的  例如  

在先前步骤中， 后输入的三个

数字，在十进制前显示出来；使

用此按键，用户可以一个十进制

的点后输入一个数字 

在十进制后输入一个

数字之后，点  
 重复每个点插入表格的过程 

 

半自动插入大型表格数值 

Pr 2功能，可以使用用户通过SmartScan标准的距离数值自动的创建大型表

格，而不是像上部分所谈的一样手动输入和创建。这个方法可以使体积更加精

确的指示出来，但由于附加设备的需要，如流量计，所以校准的速度就会减慢。 

此功能在罐体为空时开始，以便针对 小距离/ 大体积点1的计算;当罐体

为空时，随后的点将继续计算。 

注：用户通过用ESC按键在任何状态下退出Pr 2；然而，这个功能建议用户

首先输入 少8个点。相同的表格可以用在Pr 1和Pr 2中，任何对功能的修改都

将应用在相互的表格中；数值可以在距离单位中输入；8个点中的 小点应输入

在表格中，以接收精确的读数； 大的点是24. 



半自动插入数值 

动作 显示 解释 

  所必须的菜单选项 

  第一点的设定 

 

和  

或先前保存的数值 
进入距离读数模式 

 例如  显示SmartScan扫描的距离

按 以保存当前扫描

的距离 
 

显示0或先前输入的体积数

值；输入体积数值，像先前描

述的103页的手动过程 

  重复每个点插入表格的过程

注：体积模式中的4~20mA参数同样输入到表格中。 

 

插入读数系数 

Pr 3功能可以使用户输入系数值K，用于三个不同的选项。对于每个选项，

所输入的K，在SmartScan中以此公式进行应用：Y=K(X) 

以下为选项和其变数： 

● 重量的测量：变数表示以下参数 

Y=千克结果 

K=重力 

X=体积 

● 使用两选一的单位进行测算：变数表示以下参数 



Y=根据新的测量单位而显示的结果 

K=先前测量单位和目前单位的因素区别 

X=根据先前测量单位而显示的结果（米、英尺或英寸） 

● 转换体积值到百分比和正矢量：变数表示以下参数 

Y=以百分比的形式显示测量数值 

K=100/ 大体积的因数 

X=表格中标准的体积参数 

可变参数在体积数值中以百分比进行显示 

Y=体积数值中显示百分比 

K= 大体积因数/100 

X=百分比数值 

插入K系数 

动作 显示 解释 

   所需的主菜单选择 

  显示默认K的数值 

或  

或  

 K值从0.001到99.999 

 

擦除表格数值 

Pr 4功能可以擦除所有用于Pr 1 和Pr 2功能，并输入到表格中的数值，在

第106页和108页有相关描述。 



擦除表格数值 

动作 显示 解释 

 所需的主菜单选择 

 
擦除所有表格数值 

 
显示0几秒后，将指示擦除的数值，并返回附加菜单 

注：输入气体因数参数，将自动补偿确定在表格和K-因数中的距离数值。 

 

配置圆锥体的高度 

Pr 5功能可以使用户输入一个具有圆锥形状的罐体的高度数值。在用户不

能将传感器安装在罐体中心的话，或圆锥体造成错误的回音和持续错误的测量，

这点可能是需要的。输入的圆锥体高度数值可能从 小值000.000（默认数值），

大值为罐体高度的一半。 

 

图27：锥体高度 

注：如果锥体高度高于罐体高度值的一半，错误信息 将显示。 



输入冠体高度值 

动作 显示 解释 

 所需的主菜单选择 

 

显示默认的罐体高度或

先前的保存数值 

或  

或  

 用于输入罐体高度 

 

定义22mA/3.7mA信号错误信息 

当电流输出达到22mA或3.7mA时，Pr 6功能允许用户定义错误信息是否显示

在近区域和丢失的回音。SmartScan默认设定可以使22mA模拟电流和错误信息出

现在LCD显示器中。 

近区域—任何时候水平都低于所定义的死区域（根据所使用的SmartScan模

式）， 信息将显示在SmartScan的LCD上。 

丢失的回音—任何时候其水平低于程序设定的4mA数值（在第61页中的设定

20mA/4mA水平中的定义），或是回音丢失， 信息将显示在SmartScan的LCD

上。 

罐体为空—罐体为空时或测量距离高于罐体的高度（典型的是在圆锥尾部

的空罐体）， 信息将显示在SmartScan的LCD上。 

用户可以选择使用或不使用这些错误信息和3.7mA/22mA模拟信号： 

 0：使用22mA信号错误信息 



 1：使用3.7mA信号错误信息 

 2：屏蔽信号错误信息 

选择3.7mA/22mA信号错误信息 

动作 显示 解释 

  所需的主菜单选择 

  激活22mA信号错误信息 

或  

或  

 用于绑定这些选项 

注：错误信号模式的出厂默认值是非使用。 

输入SmartScan25的气体补偿因数 

对于不同的气体类型，Pr 7功能可以补偿声音速率的改变。用户可以输入

每个气体的合理因数，根据其气体列表“气体因数表格”（附件B）。例如，声

音在空气中的速度（室温）是343m/sec，而在甲烷（CH4）中的速度是445.82 m/sec，

因此因数445.82/343=1.29应输入到此类型的气体中以做补偿。如果此种气体是

由100%的甲烷组成的话，此因数可以进行补偿；如果气体不纯，音速就无法进

行估算，因此可能会与实际的情况有些差别。推荐使用上文涉及到的测量指示

器（用一个类型或其他测量设备），并对SmartScan和测量指示器的结果进行补

偿。如果结果是正确的，点ENT；如果比预想的要高，则继续校准其因数，以满

足容器中的气体参数。例如，如果气体由水和气体组，用户可以加+/-0.01到已

经输入的因数图表中，已经满足实际的应用情况。 

“气体因数表格”（附件B） 多支持33个不同类型的气体。不包括在此列



表中的气体，咨询Soli AT用户服务(support@solidgroup.com)  

注：调整气体因数参数的过程应当重复执行，直到达到所需要的测量数值；

如果ESC或ENT在10秒内都没有按，原始气体因数将会显示出来。输入的气体因

数参数将自动补偿在表格和K-因数中的距离数值。一旦因数输入被允许，

SmartScan将返回附加菜单屏幕。 

输入气体补偿因数 

动作 显示 解释 

  所需的菜单选择 

  显示默认因数 

或  
例如  氨水因数的输入 

 例如  显示测量数值补偿，包括气体因数闪烁10秒 

或  允许气体因数的输入 

 例如  调整气体因数 

 
 

如果所接受的距离并不确切，点ESC，并再次加/

减+/-到已经确定的气体因数，否则点ENT 

 

 

第六章 直径模式的设定 

此章描述如何进行配置SmartScan，从而来测量目标物体的厚度/直径。 

SmartScan配置为直径模式，用户可以通过皮带而运动的滚轮直径。器件测

量传感器与滚轮在水平点上的距离，之后处理数据并确认滚轮脱离皮带。当传

mailto:support@solidgroup.com


感器和皮带之间并没有滚轮移动，SmartScan以罐体的高度作为配置。

信息将显示，以表示在皮带上并没有目标进行测量。以下图片表明了这个应用。 

 

图28：测量皮带上的滚轮 

一旦SmartScan确定传感器与皮带间的目标，将可以确定传感器与目标 高

点的距离。SmartScan将会从传感器的安装高度中减去测量的距离(d)，来计算

其目标的厚度。DIA=t.h. – d 

当目标继续移动，SmartScan将测量传感器与皮带之间的距离， 将

第二次显示。 

优先设定SmartScan为直径模式，保证用户使用的是SmartScan D。 

 

 

设定直径模式 

动作 显示 解释 

和  
 

从指示模式中选择DIA，按ENT

保存选择 



和  
例如  

确认罐体高度设定为 大允许

的数值；点ESC退出。数值显示

变频器与皮带之间的距离 

和  
和

在应用类型选项中选择SOLID，

从操作模式中选择STORAGE1.

点ESC保存所做的选择 

退出和返回默认菜单  

只要变频器检测不到棍轮，元

件将显示此信息 

 

直径应用的操作模式 

SmartScan50D有5个操作模式可以应用，直径应用模型由SOLID或LIQUID，

并结合其中的一个模式选项来确定。 

模式 
主菜单选择： 

应用类型 

主菜单选择： 

模式类型 

0   

1   

2   

3   

4   

 

每个模式设定SmartScan操作如下： 

 模式0： 和  



设定以下测量方法： 

● 自动温度补偿 

● 仅显示直径 

● 如果滚轮是空的，将显示 后的测量直径 

 模式1： 和  

设定以下测量方法： 

● 持续的距离补偿 

● 仅显示直径（仅用于文件） 

● 在第一个结果出现后将停止测量，测量下个目标要重新启动 

● 如果滚轮是空的，将显示 后的测量直径 

 模式2： 和  

设定以下测量方法： 

● 自动温度补偿 

● 仅显示直径 

● 在第一个结果出现后将停止测量，测量下个目标要重新启动 

● 如果滚轮是空的，将显示 后的测量直径 

 模式3： 和 . 

设定以下测量方法： 

● 持续的距离补偿 

● 仅显示直径 

● 在得到读数后继续测量 

● 如果滚轮是空的，将显示 后的测量直径 



 模式4： 和  

设定以下测量方法： 

● 自动温度补偿 

● 仅显示距离和直径 

使用直径总和选项 

总和选项可以使用户获得从操作开始的时刻进行积累的直径总和。这个选

项与计算器相结合，可以对每次滚轮移动后的总体直径总和进行更新；默认屏

幕显示直径读数的总和，以数字的形式在数字区域显示出来，同时以罐体图象

的水平来表示。 

设定直径总和选项 

动作 显示 解释 

  
进入附加菜单，在第五章附加特性中有

相关描述 

保存所做的选择  所需的菜单选择 

  

从可用的指示选项中选择指示3，点ENT

保存并返回附加菜单 

 

例如，在第一

个滚轮之后

，第

二个滚轮之后

（0.482直径）

 

当检测不到滚轮时，此元件将显示

。在第一次检测到后，直径测

量数值将显示；随后当第二个检测到

后，将显示测量数值的总和 



注：选择主配置菜单中的DIA，来屏蔽直径总和功能；当测量直径/厚度，

4-20mA数值表示传感器与滚轮顶部距离；3.7mA/22mA信号错误信息不能在

SmartScanD中应用。 

 

第七章 SmartScan答疑 

此章描述当非法数值输入到SmartScan功能中，错误信息的显示，或用户选

择一个无法应用的模式。如果一个非法数值输入，其正常的错误信息将显示，

同时在屏幕右侧认错的罐体图标水平将由0%变为100%，随后数字区域显示

，以便用户输入新的数值；如果选择了非法选项，错误信息将显示出来，

同时罐体图标填满，显示变回到菜单选择。 

可能出现的错误信息如下： 

错误 描述 

 输入的数值大于所允许的 大值 

 输入的数值小于所允许的 小值 

 输入的闭值大于输入的开值 

 输入4mA的值与20mA的值相等 

 所选择的模式在使用的模型中不能应用 

 输入的20mA/4mA/继电器的值大于罐体的高度 

 输入的罐体高度大于SmartScan模型所能支持的范围 

 所选择的单位在使用的模型中不能应用 

 输入的开值大于输入的闭值（在距离模式中） 

 大型表格不能在体积模式或渠/堰类型，或测量模式中输入 



 输入的罐体高度小于SmartScan测量的真实罐体高度 

 
如果在显示屏幕的底部显示，表示目前的进程有问题，如声音干扰。

22mA/3.7mA信号错误信息 

以下列表中的信息将在屏幕中，并与22mA或3.7mA的模拟电流错误输出信号

一致（根据用户的设定），默认是22mA: 

错误 描述 

 罐体为空或丢失回音 

 传感器设定在接近于死区的地方 

 

附件A SmartScan范围 

此附件提供了在SmartScan25和SmartScan50模型中，功能的 大和 小的

许可值： 

SmartScan50所允许值 

功能 SmartScan50所允许值 固体、液体和流量

应用 

纸滚轮和表面测量

应用 

罐体高度（ 大） 

固体、液体和流量 

标准范围：20m/65ft 

20m/82ft 

长范围：3m/98ft 

40m/131ft 

固体：8.5m/28ft 

液体和流量：

12m/39ft 

3m/9.8ft 

罐体高度（ 小） 0.6/1.9ft 0.4/1.3ft 0.5/1.3ft 

继电器 
从0到 大的罐体 

高度 

从0到 大的罐体

高度 

从0到 大的罐体

高度 



4mA水平 
从0到 大的罐体 

高度 

从0到 大的罐体

高度 

从0到 大的罐体

高度 

20mA水平 
从0到 大的罐体 

高度 

从0到 大的罐体

高度 

从0到 大的罐体

高度 

4mA水平用于流量

测量 

从0到55500m3/h 

(224200G.P.M) 

从0到55500m3/h 

(224200G.P.M) 
不能应用 

20mA水平用于流量

测量 

从0到55500m3/h 

(224200G.P.M) 

从0到55500m3/h 

(224200G.P.M) 
不能应用 

手动 从-2m到2m 从-2m到2m 从-2m到2m 

 

附件B 气体因数表格 

以下表格包含了33种不同类型的气体和对于音速的补偿因数。输入所需的

因数（参考第五章附加特性），将立即改变测量结果，从而适用于当时的实际

情况。 

气体 符号 因数 

乙酸 C2h4o2 0.62 

丙酮 C3h6o 0.63 

乙醛 C2h4o 0.74 

乙酰氯化物 C2h3c1o 0.54 

乙炔 C2h2 0.99 

氨 H3n 1.26 

氩 Ar 0.92 



苯 C6H6 0.53 

溴 Br2 0.41 

Bromochlorodifluoromrthane Cbrclf2 0.37 

丁酮 CH3COCH2CH3 0.56 

二氧化碳 CO2 0.77 

一氧化碳 CO1 1.01 

四氯化碳 CCl4 0.38 

氯气 Cl2 0.68 

二甲基醚 C2h6o 0.71 

乙烷 C3h6 0.90 

乙醇 C2h6o 0.71 

氦气 He 2.93 

氢气 H2 3.79 

硫化氢 H2S 0.89 

异丙基酒精 C3h8o 0.62 

甲烷 CH4 1.29 

甲基联氨 Ch6n2 0.71 

氖 Ne 1.30 

氮 N2 1.01 

硝基甲烷 CH3NO2 0.63 

氧气 O2 1.02 



丙烷 C3H8 0.72 

丙醇 C3H8O 0.61 

四氢呋喃 C4H8O 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