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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致伸缩一磁翻板一体化
强酸强碱罐液位检测装置的研究冰
王宇晖１，窦银科１，秦建敏‘
（１．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２．太原理工大学测控技术研究所，山西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摘要】基于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和磁翻板液位检测装置的工作原理，将磁致伸缩传感器和磁翻板液位计组合，
通过实验再将磁致伸缩和磁翻板装置共用一个磁浮子，并结合单片机缓和ＧＳＭ技术实现了磁致伸缩一磁翻板一体化
液位检测装置对强酸、强碱罐酸碱液住的非接触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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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和磁翻板液位计的测量原理
１．１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ｌ

言

目前。工业用浓酸、浓碱液罐内的液位检测手段。
主要有超声波液位检测仪、磁翻板液位计、接触式防
腐蚀液位检测装置等Ｉ’Ｉ。２００７年０５月，作者参观了山

‘

磁致伸缩线性液位传感器．采用不导磁的不锈钢

西省阳城电厂，对阳城电厂的酸碱罐液位检测装置进

管（测杆）、磁致伸缩线（波导线）、可随液面或界面移动的
浮球（内含磁环）和电子部件等组成（见图１），其工作原

行了考察：该厂现有大小２０余个酸碱罐中酸碱液位

理是：脉冲发生器产生电流脉冲．经电子部件可转换成

的检测，大都采用超声波液位计与磁翻板液位计相结

沿波导线（Ｗａｖｅｇｕｉｄｅ）传播的波导脉冲（起始脉冲）；其
磁场与浮球内的磁环磁场矢量相加形成螺旋磁场。产

合的方式。超声波液位计对酸碱液位信息通过线路传
输到计算机。进行实时观测。但据该厂技术人员介绍。
超声波液位计有一个致命缺点，就是安装在罐顶部的
超声波探头很容易被酸雾或碱雾笼罩，严重影响了测
量准确度，需要工作人员定时对超声波探头进行清
洗。磁翻板液位计没有数据的自动传输功能．需要工

生瞬时扭力。使波导线扭动并产生应力脉冲（Ｓｔｒａｉｎ
ｐｕｌｓｅ）。这个脉冲以固定的速度沿波导线传回，在电子
部件的感应线圈两端产生感应电流脉冲（终止脉冲）。
通过测量起始脉冲与终止脉冲之间的时间周期，并乘
以这个固定的速度，即可精确地确定被测对象的位移

作人员定时地去观察液位刻度。为了确保酸碱液位数

或液位。整个测量过程是连续不断的，所以每当浮球

据的可靠性，该厂技术人员提出增加一套液位检测装

ｒ磁铁）被移动时，新的位置很快就会被感测出来：
１．２
磁翻板液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置的要求，并能实现数据的自动化远程传输。为此．作
者利用磁致伸缩传感器和磁翻板相结合的办法．以求
实现酸碱液位的非接触式测量，并利用单片机和ＧＳＭ
技术，实现磁致伸缩液位信号的无线传输国。

磁浮式翻板液位计属于浮力式液位计，浮子是磁
性的，浮子随液位的变化而上升或下降，见图２。安装
在浮子旁的翻板是薄导磁金属片（有的是圆柱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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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两面涂有不同的颜色。磁性浮子升降时带动翻板

标准液位信号通过单片机进行测量，存储。并设定为实

绕轴翻转，浮子以上的翻板是一种颜色（如白色），浮子
以下的翻板为另一种颜色（如红色），通过观察外面的

时测量模式，测量频率可根据现场需要设定为每分钟

颜色可知道液位的高低［３１。
阀门

１次。为了实现工作人员随时了解液位情况，并减少线
路布线，本系统采用了基于单片机与ＧＳＭ（移动短消
息传输）的数据无线传送方式ｆ４】。工作时，工作人员的手
机号码被设定为ＧＳＭ短消息传输号，工作人员只需向
ＧＳＭ发送调用指令．ＧＳＭ便可把液位数据以短消息的
形式发送到工作人员的手机上。

图ｌ

磁致伸缩传感器原理图

图２磁浮子液位计原理图

２磁致伸缩一磁组合一体化翻板液位测量装置的设计
２．１磁致伸缩一磁翻板共用磁浮子的实验
为了避免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与强酸强碱的接
触，我们把磁致伸缩传感器与磁翻板液位计相结合。
采取磁翻板液位计和磁致伸缩传感器共用一个磁浮
子的设计思路。我们把磁翻板中的磁浮子和磁致伸缩
杆上的磁环磁场进行了测量。磁翻板中的磁浮子用的
是一个水平放置的铁氧体磁铁圆片，其磁场见图３。
最强磁场位置在圆片中心位置，约１５０ Ｔ；紧绕圆片
周边的磁场强度约８０ Ｔ，沿径向磁场依次减小。磁致

图５一体化液体

图６磁致伸缩一磁翻板组合检测装置的
强酸强碱罐液位检测系统图

检测装置图

３实验与结论

我们把图５所示的一体化检测装置进行了水位检
测实验，其检测结果与实际水位值见表１。
表１

伸缩传感器的感应杆上一般设置浮动铁氧体磁环作
为磁浮子，其磁场见图４，磁环中心位置的磁场最强。

实际水

约６０ Ｔ。

位（ｃｍ）
磁致伸

１０．１

图５一体化检测装置的检测精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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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中实际水位值是精度为１ ｍｍ的直尺测量
值，磁致伸缩传感器测量值是通过单片机测控仪读取

为把磁致伸缩杆上的磁环去掉，采用磁翻板的磁

的数值，磁翻板测量值是通过对液位柱显示的值人工
读取的。可以看出。磁致伸缩传感器的液位读取精度在

浮子周边磁场来代替磁环的磁场；即把磁致伸缩杆垂

１％，且准确度高；磁翻板的测量精度为ｌ ｃｍ，但测量

直竖立在磁翻板旁边．形成磁致伸缩一磁翻板一体化液

结果与实际值都吻合。我们通过单片机控制把磁致伸

位测量装置，其实验装置图见图５。当磁翻板的液体管
中的液面上下变化时．磁浮子上下浮动，磁翻板的小圆

缩传感器测量值进行无线远传。实现了酸碱罐液位的

图３

铁氧体圆磁片酌磁场图

图４环形铁氯体磁环的磁场图

柱状磁棍翻转．颜色发生变化．利用旁边的刻度尺可以
观察罐中的液位变化。同时。磁致伸缩杆也由于磁浮子
的上下浮动而产生脉冲信号．感应为位移的变化，从而
检测了管中液面的变化。
２．２磁致伸缩一磁翻板组合检测装置的强酸强碱罐液
位检测系统
如图６所示，由于旧式的磁翻板液位计都没有数
据自动记录和存储功能，我们把磁致伸缩杆安装在磁
翻板旁边位置即可进行液位测量。把磁致伸缩产生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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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监测。因而，磁致伸缩一磁翻板一体化组合装置对
酸碱罐液位的检测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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