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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罐是保持密封的，而微波可以透过低介电率的透

波窗口进入罐内，液位上的反射回波也能通过透波窗口返

回天线，完成测量液位。当然、窗口面积要足够大，以避

免影响波束角。透波板可以倾斜一定角度。并且离天线有

一定距离，这样可以使透波窗上的反射波偏向其他方向，

不致反射回天线 , 影响测量。（图 4-27）

图 4-27  5.8GHZ 的脉冲式微波物位计通过透
波窗测量的最佳安装方式

微波物位计在金属罐外使用，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是

不同的。有的国家规定不允许 FMCW 微波物位计在封闭的

金属罐外发射微波。如果仍希望在罐外安装，可以采用图

4-28 的方式，喇叭天线安装在一段金属管段上，以满足喇

叭天线被金属腔封闭的条件，管段另一端通过一个 PTFE

的透波窗，密封安装在罐的法兰口上，以满足过程罐密封

的条件。透波窗可以优化采用锥形的 PTFE 密封垫，形成

介电透镜，对微波起聚焦作用，改善指向性。同时又能改

善冷凝的影响，因为密封垫的形状使上面冷凝液趋向中心，

滴落下去。但这种安装方式会增加“减幅振荡”噪声。

透波窗的最佳化
在通过透波窗测量时，选择恰当的介电材料及厚度是

重要的。

由于微波在穿过透波窗口时会有两个不同的回波，因

而会产生干涉。第一个回波是当微波入射窗口时，一部分

微波透入窗口，另一小部分微波从窗口材料的表面反射，

形成回波。由于微波是从疏介质入射密介质，其反射波有

180°相位移。

第二个回波是当微波离开窗口材料，进入罐内时，也

图 4-28 通过低介电率透波窗测量

有部分微波从透波窗的内表面反射，再穿过外表面传回到

天线。这个回波由于是从密介质传向疏介质，微波没有相

位移。如果选择透波窗厚度是微波在窗口材料中波长的一

半时，第二个回波由于在透波窗中来回行程是一个波长，

相当于 360°相位移。故第二个回波与第一个回波相位正

好相反 (180°相位差 )，相互抵消，形成相消干涉，天线几

乎收不到透波窗上的回波（参阅第一章）。

下列表格列出了适合用作微波物位计透波窗材料的塑

料及玻璃的最佳厚度。最佳厚度可以由几层相同材料叠加

而成。叠加层必须平整而没有间隙，也可以是半波长的整

倍厚度。

用于脉冲微波物位计的低介电常数透波窗   频率：26GHz
穿透材料 εr 最佳厚度
PE 聚乙烯 2.3 3.8

PTFE聚四氟乙烯 2.1 4
PVDF 聚偏二氟乙

烯 ~7 1.8

PP 聚丙烯 2.3 3.8
硼硅玻璃 5.5 2.5
石英玻璃 ~4 2.9

聚酯 4.6 2.7
有机玻璃 3.1 3.2

PC 聚碳酸酯 ~2.8 3.6

测量固态物料时的安装
喇叭天线及透镜天线可以用来测量散状固态料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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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气动传送的物料 , 如：粉状、颗粒状及块状物料。棒状

天线不适用于此类场合，但可以用于液体和浆体。

散状固态物料大多数流动性不好，物料面不是水平的，

随加料点数量及位置，以及加料或出料状态，物料有不同

的安息角。物位计安装在不同位置会测得不同的物位值。

所以，安装位置的选择尤为重要。选择安装位置时首先要

了解：

加料口位置（包括有几个加料口）

出料口位置 ( 包括有几个出料口 )

加料方式（加料皮带、给料机、气动送料）

然后考虑如下原则 :

1）选择能反映平均料位的位置

根据加料口和出料口的位置，及加料方式，判断进出

料时料面变化规律来选择安装位置。最常见的如：一条加

料皮带、一或二个加料口（料倉中间）、一个出料口（料

倉中间）: 选择半径中点位置安装。

有两条加料皮带，四个加料口的，选择料倉中心位置

安装。

2）不要太靠近加料口

     因为物料下落，料流是很宽的，进入波束会产生干

扰反射。

3）不要太靠近仓壁（至少离开 1 米）

因为仓壁上焊缝、环形衬条，还可能有积料，都会产

生干扰回波。

4）要选择物位计天线和被测料面之间没有固定障碍物

的位置

最好空仓时用手电筒照一下仓内到底有什么东西。大

多数用户对他们的料倉结构没有概念，认为它是空的。实

际上会有结构件、人梯等障碍物，会产生干扰反射。要按

前面叙述的方法采取措施来避免干扰反射。

5）使天线发射方向对准出料口（这是重要的，图 4-29）

因为固态料倉下部大多是锥形的，以便于物料靠自重排出。

如果水平安装，当料位低时，微波向下射在斜锥壁上，测

不到锥形体内的料位。只有对准出料口安装，才能测到最

底部的料位。所以用于测量固态料位的微波物位计通常标

配角度调整器，以便安装后可以调整天线方向，使其指向

出料口。

图 4-29  固态物料在加料（左）和出料（右）时有不同的安息角

6）对于有多个加料点的大型料倉或堆场，可以考虑安

装多台物位计。对于用移动卸料车来加料的堆场，可以在

移动卸料车上安装一台窄波束的微波物位计（如西门子的

LR560），在加料时准确扫描整个堆场表面，提供可靠准确

的物位读数。

图 4-30 加料时测量物位

测量高温固体物位时的安装
雷达技术原理上可以用于高温物位测量，由于是非接

触测量，微波的传播和反射又不受高温影响，特别适合于

高温固态物料位置测量。但是必须要满足下列条件：

1） 必须保证仪表电子部件内部温度低于 80℃，以保

证电子部件可靠工作。四线制仪表耗电较多，内部温升较大，

使壳体内部温度比外部高 15℃左右。故额定的环境温度一

般定为 65℃。二线制仪表功耗低，温升也小，额定环境温

度定为 80℃。工作在更高温度下必须采取冷却措施。

2） 必须保证法兰及天线温度不高于 200℃。虽然不锈

钢喇叭天线可耐更高温度，但 PTFE 波导 250℃以上会软化。

否则必须采取冷却措施。采用陶瓷波导时，天线处的温度

不高于 400℃。

可以采取的措施如下：

①用加长天线安装管来抬高仪表电子部件安装位置，

以远离热源，来降低仪表环境温度。

图 4-31 表示水泥厂篦冷机传送带上高温熟料料位测量

应用。熟料温度约 6、700℃。用 80 或 100 直径的钢管（1

米长）抬高安装，可使仪表安装处的环境温度低于额定温度。

由于 LR560 的 78GHz 的高频，波束角 4°，微波可以穿过

管子而不碰到

管壁，不产生干扰回波，能可靠测量。        

图4-31  水泥厂篦冷机传送带上高温熟料料位测量应用。

②用带空气冷却的喇叭天线（图 4-32）

喇叭天线加上空气或氮气吹扫可以用于高温固体物位

测量应用，以及有很浓的导电粉尘玷污的工况下应用。在

法兰上从两个相向方向横向钻孔，使锥形波导被气流吹扫，

起冷却和清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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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待续）

（4）用透波窗来隔热

玻璃、陶瓷或其他低介电常数的、耐温的材料都可以

图 4-34 隔热透波窗

小结

安装微波物位计时要弄清楚对性能有影响的所有要素。

如：位置、安装管长度、料倉障碍物、加料方式、安息角、

锥底的结构等。根据经验来设计安装方式，以达到最佳效果。

图 4-32  空气 / 氮气冷却或清扫污染

（3） 用冷却箱安装

在极高的温度应用中，长安装管也不能隔绝高温，现

有的仪表又不带吹气功能时，可以加工一个冷却箱 ( 罩 )（图

4-33），将仪表装入，用冷空气吹气冷却。保证仪表工作

环境温度满足要求。

图 4-33 空气冷却箱

用作在天线和应用现场之间的热隔离材料。当没有其他方

法时，可以使用此方法。隔热透波窗能隔离辐射热，但微

波测量信号能透过，但从透波窗上的反射会产生噪声附加

在信号上。虽然隔热透波窗也能制造得使微波完美透过，

但成本较高。

透波窗也可以和天线成 45°安装，这角度使从透波窗

上的反射最小。用于透波窗会衰减信号，故只能用于反射

信号较强的高温液态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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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空载输出电压
Table 1  Load output voltage

项目 测量数据
设定
值/V 9.0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15.000 16.000

输出
值/V 9.002 10.001 11.001 12.002 13.002 14.002 15.002 16.002

回采
值/V 9.001 10.001 11.000 12.002 13.001 14.002 15.002 16.001

表 2  带载能力测试（12V）
Table 2  Provides the ability to test strip (12V)

项目 测量数据
输出
电流/

A
1.091 1.333 1.714 2.400 2.667 3.000

输出
电压/

V
12.000 11.998 11.997 11.995 11.993 11.991

电流
回采/

A
1.088 1.330 1.710 2.396 2.663 2.998

电流
回采/

A
11.999 11.998 11.996 11.996 11.992 11.990

4  结论

本文以单片机为核心，以 TPS40200 非隔离 DC/DC 控

制器控制 PMOS 管输出作为前级开关电源输出，以低压差

线性稳压器 LDO 作为后级输出，实现数字可控小功率、低

纹波率的直流稳压电源输出。实验表明，该直流稳压电源

具有数字控、精度高等特性，其性能良好，能够满足实际

使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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