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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電源電壓：14-28VDC
信號輸出：4~20 mA current loop；22mA max
顯示模組：短電纜插頭連接
LCD：6位數，10 mm (0.394＂)
按鍵：UP / OK / DN
材質：聚丙烯
連接管：1/2 inch NPT
傳感器：黑色，PVDF和Viton A墊片
安裝尺寸：HTSL1 06: 2" NPT or 2＂ G 

     HTSL1 12: 3" NPT or 3＂ G
墊片：Viton A（僅G螺紋）
電器連接：兩線式快速端子

•反射超聲波技術

•用顯示模組簡單配置

•增加溫度範圍

•增加輸出過濾

使用環境
溫度： -40至80°C（-40至176°F）
壓力： 30 psi (2 bar)
防塵等級： IP68

功能性
範圍：    HTSL1 06：6.0M

    HTSL1 12：12.0M
盲區：    HTSL1 06：20cm

    HTSL1 12：45.7cm
準確性：在20°C時空氣中量程的0.2％
解析度：  HTSL1 06：2mm

    HTSL1 12：5mm

聲波寬度：HTSL1 06：4.6cm

    HTSL1 12：15.2cm

簡介

從換能器的底部發出超聲波。聲波反射到

處理它下面的介質。聲波能量返回到換能器。基

於微處理器電子設備可測量聲脈衝產生與接收之

間的飛行時間。這轉化為傳感器和下面的過程介

質之間的距離或範圍。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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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圖
HTSL1 06 尺寸圖 

HTSL1 12 尺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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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技術

冷凝是液位應用中最常見的變數。冷凝會減弱聲音帶有水平音波頭的超聲波傳感器的信號，削弱了它

們的信號強度和信噪比高達50％的比例，大大降低了它們的測量可靠性。

反射型音波頭與平坦的水平面音波頭不同，大量的水滴無法附著光滑的垂直表面。通過垂直放置音波

頭，冷凝水會從音波頭流出，並且不影響傳感器性能。

無阻礙的發送和接收信號被重定向到45º反射器上的液體，提供可靠的液位測量。

平面液位計 反射式液位計

訊號衰減 可靠的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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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感器安裝方式高度示意圖
傳感器高度（SH）從容器底部到傳感器底部。該值必須考慮容器的形狀以及任何立管，配件，結構或

與水箱或安裝相關的擴展（請參見以下範例）。

定義的參考點傳感器高度的總為安裝螺母的底部。

簡易式垂直 圓頂頂部提高高度 圓頂偏心改變高度

開放式垂直 延伸式 錐底提升高度

簡易臥式垂直 立管提升高度 安裝夾具提升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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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位計設置高度範例 (FILL-H) 
FILL-H（Fill-Height）定義最高點在傳感器將讀取液位變化的儲罐。

Dead Band 定義為盲區

Sensor Height定義為傳感器高度

當液位超過FILL-H時，傳感器將讀取滿（只要級別不進入盲區）。

定義FILL-H的參考點始終是傳感器高度的底部位置。該值必須考慮到傳感器的盲區，任何立管，與儲

罐或裝置相關的配件，結構或擴展件，以及儲罐的幾何形狀。 

如為錐形儲罐時傳感器需設置在底部上方，如設置罐壁直邊時，有液位時(高於錐形)正常，無液位時會異常

以地面為參考點非地面參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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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A示例中，“傳感器高度＂將4mA設置為儲罐底部。填充高度將20mA設置為坦克直邊的頂部。

B示例中，4-20mA傳感器範圍與液位測量的實際單位相關。的現在操作範圍的工程值為0到10英尺或0到1000
加侖或0到120英寸。

C示例中，將20mA設置降低了1英尺，因此新的操作範圍是0到9英尺，0到900加侖或0到108英寸。

於HTSL1 4-20mA的信號輸出到本地顯示器/控制器或遠程設備如PLC，SCADA， DCS或其他顯示器/控制器。

相對傳感器高度和填充高度設置4-20 mA信號設置。

這些設置可創建一個操作範圍，該範圍可以轉換為定義單位的液位讀數（即英寸，英尺，加侖，米，升

等）。

 C

傳感器輸出到本地顯示/控制器

電線連接 

（+) Power：連接到24 VDC電源

（-）Return：4-20 mA輸出

（W）Tx（Out）＆（G）Rx（In）：此端子用於工程人員內部

更新韌體及校正使用。

注意：

1.（+）和（-）線可以延伸到1,000英尺

2.電源電壓不得超過28 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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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設定

測量容器時，請考慮到傳感器配件，立管，圓頂頂部和

底部，並確定位置測量值來自傳感器。

傳感器高度受安裝位置的影響。

感測器沿著容器的傾斜部分安裝會導致降低（HEIGHT

值。另一方面，傳感器安裝在立管/噴嘴中會導致更高

的高度（HEIGHT）值。

配置的基本測量值（高度和Fill-H）如下所述：

1. 高度（傳感器高度） - 容器底部到傳感器底部的距離

a. 容器的底部將是傳感器的零級別/空級別。

b. 此設置確定4mA位置。

2. FFILL-H（填充高度） - 容器底部到容器滿液位的距離

a. 該FILL-H通常設定為滿液程度。

b. 此設置確定20 mA的位置。

c. 距傳感器底部8英寸（20cm）傳感器無法設置無法

設置20mA。

最大的FILL-H值如下：

最大的填充高度 = 高度 – 8英寸（20cm） 

使用顯示面板進行設定

HTSL1可以在安裝之前進行配置。傳送器具有自動儲存功能，因此任何設置關閉電源後，安

裝前配置的配置不會丟失。要配置，請按照下列步驟操作下面：

1.測量水箱

1-1 首先測量鑰匙箱和配件尺寸。
1-2 正確的水箱尺寸將導致準確的傳感器測量。

2.設置度量單位（UNITS）

2-1 單位可以基本的工程單位長度進行配置，包括英尺，英寸，厘米或米。

3.設置傳感器高度（HEIGHT）

3-1 這是水箱的空設置（4mA）。

4.設置填充高度（FILL-H）

4-1 這是儲罐的完整設置（20mA）。

5.設置故障安全（SAFE）
5-1這是傳感器的最大測量範圍。傳感器將忽略所有回波返回超出此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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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層菜單 

• 頂層菜單將繼續滾動通過右邊列出的項目，直

到確定按下按鈕。

• 返回到正常/操作模式

RUN出現在顯示的時候按OK。

如何進入頂層菜單

1. 按住OK（大約5秒鐘），直到顯示菜單選項

2. 菜單選項將滾動顯示

3. 使用OK選擇菜單選項

如何退出頂層菜單設置 
當選項出現RUN時，按OK。

設置測量單位（單位）
1. 在頂層菜單模式下，選擇 UNITS.

2. 按OK在 INCHES(英吋), CM(公分), FEET or METERS

做選擇

a. 在選擇的項目上按住OK 2 秒後釋放。

b. 要取消UNITS，選擇EXIT。

c. 選擇退出以返回至上一級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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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傳感器高度 (Height)
1. 在頂層菜單模式下，選擇 TANK.
2. 選擇 HEIGHT(高度).

3. 使用向上和向下鍵時，設定 HEIGHT (高度)

4. 輸入完成後, 請按住OK五秒鐘然後放開.  螢幕顯

示SAVED即完成

5. 選擇 EXIT 返回至上一層菜單。

注意: 可使用REV MA功能，來反轉電流輸出，HEIGHT設置4mA位置，容器底部為20mA。

注意：可使用REV MA功能，來反轉電流輸出，FILL-H設置20mA位置。4mA為水箱頂部。

注意：要加快顯示值的滾動，請在按住OK鍵的同時按住OK鍵及向上或向下鍵。

設定填充高度(FILL-HEIGHT) 
1. 在最高級菜單模式下，選擇 TANK.

2. 選擇 FILL-H(填充高度).

3. 使用向上和向下鍵時， 設定 FILL-H (高度)

4. 輸入完成後, 請按住OK五秒鐘然後放開.

螢幕顯示SAVED即完成

5.5. 選擇 EXIT 返回至上一層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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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故障安全電流輸出(SAFE) 
如果傳感器未收到回波，則可以設定回傳電流設定為，22mA/22mA/20mA/4mA/Hold。

在故障安全期間，顯示屏將顯示LOST。

1. 在最頂層菜單模式下選擇 OUTPUT

2. 在選擇SAFE

3. 選擇 4mA, 20mA, 21mA, 22mA or HOLD

a. 再選擇的設置按住OK（大約2秒鐘）
b. 如要取消SAFE, 選擇 EXIT。

4. 選擇 EXIT 以返回上一層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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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頂層菜單模式下，選擇DISPLAY.

2. 選擇 液體LIQUID or 空氣 AIR.

a. 在選擇的設置上按住OK，2秒後放開

b. 如要取消DISPLAY, 選擇 EXIT.

3. 選擇 EXIT返回頂層菜單

空中/液位顯示設置選擇（DISPLAY）
顯示屏可以顯示容器中的液體高度 (LIQUID mode) 或容器中的空氣量 (AIR mode)。

此功能不影響電流輸出，僅影響傳感器上的顯示。

液體模式 空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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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相電流設定
原始設置4mA為容器底部、20mA為容器頂部，可使用REVMA設置反向當前輸出，改為4mA為容器頂

部、20mA為容器底部

1. 在頂層菜單模式下,選擇 OUTPUT

2. 選擇 REV MA

3. 選擇 4 BOTT 或 4 TOP

a. 在選擇的設置上按住OK，2秒後放開。

b. 如要取消 REV MA, 選擇 EXIT

4. 選擇 EXIT 返回上一層菜單。

•將REV MA設置為NORM（出廠默認設置）時，容器的底部為4mA，頂部為20mA。

•將REV MA設置為REV時，容器的底部為20mA，頂部為4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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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設置啟動電源（STRTUP）
在第一次給傳感器供電和傳感器獲取液位之間的時間間隔內讀數時，可以預設輸出電流，以避免在此

窗口期間發生任何誤報。啟動電流選項為4mA，12mA，20mA或22mA。

1. 在頂層菜單模式下,選擇 OUTPUT.

2. 選擇 STRTUP.

3. 選擇 4mA, 12mA, 20mA or 22mA.

a. 在選擇的設置上按住OK，2秒後放開。

b. 如要取消 STRTUP, 選擇 EXIT.

4. 選擇 EXIT 返回上一層菜單

13



重新設置傳感器校正參數(VALUES)
功能包括提供設置信息（SETUP），與診斷現場參數（DIAG）和重置傳感器（RESET）。

設定(SETUP) 
1. 在頂層菜單模式下, 選擇 VALUES.

2. 選擇 SETUP.

3. SETUP將列出以下訊息:

a. 傳感器高度 HEIGHT,

b. 填充高度 FILL-H

4. 選擇 EXIT 返回上一層菜單

診斷（DIAG）參數

此模式運行診斷測試以確認功能是否正常。

1. 在頂層菜單模式下, 選擇 VALUES.

2. 選擇 DIAG.

3. DIAG 將列出以下訊息:

a. 顯示測試Display Test

b. 範圍RANGE

c. 溫度TEMP

d. 回聲ECHO

e. 功率POWER

f. VER

4. 選擇 EXIT 返回上一層菜單。

注意:  此模式僅以工程工程人員監督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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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RESET)  

重置整個配置恢復到原始出廠設置。 

1. 在頂層菜單模式下, 選擇 VALUES.

2. 選擇 RESET.

3. 選擇 YES.

a. 如要取消, 選擇 NO.

4. 選擇 EXIT 返回上一層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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