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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雷达）物位计讲座
上海妙声力仪表有限公司  李竞武

第四章		微波物位计的安装

微波物位计的正确安装，对微波物位计的可靠测量是非常重要的。料罐内的内部构件如：搅拌器、人梯、结构件、焊

缝等会产生干扰回波，虽然回波处理软件能改善由于不恰当的安装所带来的回波干扰，但正确的安装设计可以使其不产生，

或减弱干扰回波，使仪表工作更可靠。所以正确安装是致关重要的。

（接 2016 年第 8 期）

测量液体介质时的安装 .

1）  安装的一般考虑（安装位置选择）

当将喇叭天线或棒状天线安装在容器顶部时，必须考

虑以下几点：

不要安装在拱顶罐中心
微波物位计不能安装在拱顶罐的中心或太靠近罐壁。

理想的安装位置是离开罐壁的半径中点处（图 4-1）。拱

顶罐的顶近似一个抛物面反射器，如果微波天线安装于罐

顶中间，其发射的微波被液面反射，传播至拱顶，拱顶的

聚焦作用，使其反射波集中于液面中心位置，致使液面的

二次回波 ( 甚至多次回波 ) 会比首次回波还要强（图 4-2），

天线会接收到大量多次回波，使回波识别出错。如果不安

装在罐顶中心，多次回波的“放大”效应就不会有。相同

的情况也会在卧式圆柱罐中产生。当然，回波处理软件可

以设法解决，但正确的安装可不产生干扰回波。

 图4-1 对于拱顶罐来说，
理想的安装位置是半径

中点处  

图 4-2 安装在拱顶罐顶部中间时，
由于聚焦效应多次回波会增强

要避开天线波束角内有障碍物的位置
微波物位计在选择安装位置时，必须保证在微波天线

的波束范围内没有梯子、支撑件、探头等固定障碍物，也

没有料流进入。以避免产生虚假回波。

下面以实例来说明通常可能产生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台阶
如图 4-3 所示，如果容器内部在微波物位计安装位置

上波束角范围内有台阶，则会产生干扰回波，必须避开。

如果无法避开，则要在这平台上安装反射板，使反射波偏转，

不至反射回天线上，以保证可靠测量。

图 4-3   料仓内有台阶时，应加装反射板

固定障碍物
料倉内的其他构件如：梯子、支撑件、探头、焊缝等

也会反射微波，产生虚假回波。如果难以避开，可以在其

反射面上小角度遮盖，可以避免最坏的干扰反射情况。焊

缝凸出部分如果在制造时被清除，则产生干扰回波会最小

化。经过处理后，虽然还会有散射的干扰回波，“回波识

别软件”会将其与正常液面回波相区别。

在平坦的障碍物或带有尖棱的障碍物上会反射有较高

幅值的虚假回波（图 4-6）。圆形轮廓的障碍物漫反射微

波信号，产生的虚假回波的幅值较低，比前者容易用软件

处理（图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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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微波天线安装必须远离内部
构件，如人梯

 图 4-5 在内部结构如加强肋上加
装反射板可以减小虚假回波的影

响

 图 4-6 平面或棱角会引起大的
虚假回波   

 图 4-7 圆形截面会散射微波信号，
产生的虚假回波较小

如果平的障碍物在天线的波束范围内无法避开，建议

在障碍物上加装反射板 ( 图 4-8)，使反射信号偏离，不被

天线接收。

图 4-8 反射板会使信号偏离，减小虚假回波幅度

物料流入
不要将微波物位计安装在加料口附近，要保证加料物

料不进入天线波束范围内，以避免产生干扰回波 ( 图 4-9)。

图 4-9 天线安装时必须偏离加料液流

微波物位计在测量液面时的定向
对于测量液体液位，微波液位计的天线必须垂直向下，

发射轴对准液面。如果天线发射轴与液面法线有一定角度，

液面的回波幅值会减弱，并且会接收到较大幅值的干扰回

波，使回波信噪比降低（图 4-10）。

图 4-10 在测量液面时，天线必须垂直安装

2）   喇叭天线在液体储罐上的安装

安装管安装
微波物位计最常用的安装方式是在液罐或反应釜上通

过安装管安装。物位计的安装法兰面是微波测距的基准面。

使用时必须注意：喇叭口必须伸入罐内至少10mm(图4-11)。

例如：标准 6〞喇叭天线是 226mm 长 ( 离法兰面 )，则

罐的安装管要短于 216mm。如果实际现场安装管较长，则

喇叭天线要加装加长段。

图 4-11 正确安装   图 4-12 错误安装

带加长波导和弯曲波导的喇叭天线
如果天线必须安装在较长的安装管上，可以采用加长

波导管的方式来使喇叭口伸入到罐内 ( 如图 4-13)，这波导

管是在法兰和天线喇叭之间的一根圆柱形不锈钢管。也可

以将这波导管弯曲 90°，以便从侧面伸入到罐中，这时最

小弯曲半径为200mm。法兰下端的PTFE尖锥发射的微波，

通过圆柱形波导管下传到喇叭口，再向罐内液面发射。

对于 90°弯曲的波导，天线的直线极化方向是重要的。

如果弯曲成方向垂直向下，则直线极化方向应是水平方向。

带加长波导和弯曲波导的天线，因为发射效率会受影

响，故适用于导电或介电常数较高、对微波反射特性较好

的液体，不能用于低介电常数液体或固态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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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喇叭天线的安装 ：标准、加长、
90°弯曲波导管  

喇叭天线可测的最高液位
喇叭天线能测量的最高液位可达喇叭端口，但靠近喇

叭口时测量误差会较大，故实际应用时，最高测量距离应

离喇叭口要大于 50mm。喇叭天线上有涂复层对测量没实质

影响，特别是采用 5.8GHZ 的较低频率时。	

2）  棒状天线在液体储罐上的安装

棒状天线适用于测量液体及浆体液位，而不适用于测

量散装固体料位，通常的安装方式是直接安装于液罐顶部，

或通过安装管安装于罐顶部 ( 图 4-14)。安装接口是简单的

螺纹安装如：1-1/2〞G	或 NPT 螺纹；或 2〞~	6〞的法兰安

装；或卫生型的夹持式法兰安装。

天线棒的材质是低介电率的高分子材料，如PP(聚丙烯)

或 PTFE( 聚四氟乙烯 )，后者的耐腐性能更好些，可以适用

于强腐蚀性的酸、碱及化工溶剂等。在化工、石化及医药

行业广泛应用。

图 4-14   棒状天线的安装：
天线斜锥部分必须伸入罐内

应用时特别重要的是：棒状天线的斜锥部分是天线发

射微波的有效部分，必须伸入到罐内，而不能进入安装管内。

如安装管过长，可以加长棒状天线根部的圆柱部分，以保

证斜锥部分伸入罐内，延长段最长可加长至 250mm。

图 4-15 是正确的安装，采用有加长段的天线，保证天

线斜锥部分伸入罐内，这时噪声电平正常，回波信号较强，

仪表能正常工作。

图 4-16 是不正确的安装，天线没带加长段，斜锥部分

在短管内，产生了较强的“减幅振荡”噪声，使噪声电平提高，

淹没了回波信号，仪表不能正常工作。

图 4-15 正确安装：采用加长段、噪
声电平正常、回波好

 图 4-16 错误安装：短的棒状天
线安装在较长的安装管中，噪声

电平高

棒状天线可测的最高液位
棒状天线的圆锥部分必须全部进入储罐内是第一重要

的，减幅振荡噪声是无法用软件来解决的。

天线圆锥部的最下端是可测液位的最高位置。但是靠

近天线端部测量误差较大，实际使用时尽量不要进入离端

部 50mm 以内。理想的状况是被测液体不要接触到棒状天

线的最下端。因为有的棒状天线在圆锥部分下部还有一段

细的圆柱部分，这部分是不发射的，也不接收微波的。这

部分浸入液体是不影响测量的，但可能会受到液体波动对

天线产生的侧向力，特别是有搅拌器的罐。这时要考虑天

线能承受的机械负载，以免损坏天线。

棒状天线的涂层 ( 积料 )
如前所述，棒状天线的圆锥部分是发射和接受微波的，

如果圆锥部分浸没在粘性液体中，即使液位下降，圆锥部

分上会粘附一些物料，会降低天线的发射和接收效率。如

果有大量积料在圆锥部分，特别是导电物料，天线将不能

发收微波。如果是少量的低粘度的液体，如：溶剂或水基

产品接触棒状天线，他们会自行流下，还可以测量，但精

度可能会受些影响。所以最好是不要让棒状天线和被测物

料接触。

3)  在测量管、静止管和旁通管上安装

微波物位计广泛利用测量管、静止管及旁通管来安装。

在有泡沫、严重湍动、机械结构复杂的罐和测量很低介电

常数的液体等场合，这是基本的安装形式。

对于旁通式安装的一些液位计，如电动浮筒液位计及

磁翻转液位计，微波物位计可利用原有旁通管，直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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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传感器（图 4-19）。

图 4-17 测量管 / 静止管的通气孔 相对于极
化方向的位置  

图 4-18 旁通管安装时的
极化方向

  图 4-19 旁通管安装：微波物位计
常常可以替代浮筒或浮子液位计

泡沫
在液体上有致密的导电泡沫时，微波会在泡沫表面反

射，这时微波液位计测得的是泡沫表面高度，而不是液面

位置。如果泡沫是轻质的干泡沫，则微波可以穿透泡沫，

测量到液面位置。测量的结果与泡沫的状态及性质有关，

有不确定因素。如果采用静止管或旁通管来测量，可以避

免泡沫的影响，因为一般泡沫不会进入测量管内。

很低介电常数的液体
非导电及很低介电常数的液体，如 LPG( 液化石油气 )

采用测量管或旁通管可以准确而可靠地测量其液位。测量

管有效地集中了微波能量，从物料表面上可以得到较大的

反射回波，甚至对介电常数低至 εr ≤ 1.5 也能测量。

高湍动的液体表面
由强力搅拌器或激烈化学反应引起的罐内液面的强

烈湍动会影响微波反射，因而不能可靠测量。采用静止管

( 罐内安装 ) 或旁通管就可以可靠测量，甚至在罐内有强力

搅拌的情况下也可以，前提是管壁上不能积料。如果采用

Φ100 或更大内径的测量管，（介质的介电常数较低）即

使有轻微积料也不成问题。

微波液位计在测量管内测量须注意的问题
立管或者静止管必须在底部开口，并且必须延伸到整

个测量范围 ( 也就是要低于 0%	液位 )。通气孔和泄放孔必

须在一根轴线上，天线的直线极化方向要指向通气孔或者

泄放孔，开孔的大小约为管径的 1/10。

除了测量管或者静止管外，微波液位计也可以安装在

罐外的旁通管上。极化方向将指向旁通管和过程罐连接的

方向。

微波速度的改变
前面第一章和第三章中所说明的，微波在圆管内传播

的速度会变慢，如果不调整波速，显示的距离会比实际测

量的距离增大5-20%。波速变慢的程度与频率和管径有关。

例如：采用 5.8GHz 波段的情况下，在直径 50mm(2″ )

的 圆 管 中， 显 示 20m 的 距 离， 实 际 为 16m。 在 直 径

100mm(4″ ) 的圆管中，显示 20m 的距离，实际为 19m。	

测量不均匀的物料
当用测量管来测量不均匀液体或分层液体时，必须在

测量管上从上到下开槽，以便不均匀物料在管内外充分混

和，保证管内外液面一致。通常是在测量管径向相对两侧

交错开短槽。安装时极化方向要朝槽口方向。

图 4-20 在非均匀液体中使用时，测量
管上需开一系列槽，

以利于液体充分混合，极化方向应对
准这些槽或孔

粘性液体
当测量粘性物料时，测量管内径必须较大 [ 例如

100mm(4〞)]，避免积料引起的测量误差。

带球阀的测量管
微波物料计可以通过一个可完全开启的球阀装到测量

管上，测量液位。当球阀关闭时，可拆下仪表进行维护而

不影响过程状态。这对于液化气和有毒物料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球阀打开时必须有和测量管内径相同的通径。

测量管的结构
测量管必须内面平滑，理想状态是整根的不锈钢管，

在测量区域内没有任何接头。

图4-23表示了带DN100(4〞)安装法兰的测量管的结构，

对于安装在大于 DN80(3〞) 测量管上的微波天线，通常都

用锥形喇叭天线。

代替带颈的焊接法兰，平面法兰也能用作天线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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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它在喇叭天线的上方。

图 4-21 微波物位计极化方向应朝向槽或孔

图 4-22   一个装在测量管上的全通
球  阀可以使微波物位计和过程隔离

而不需中断过程

图 4-23 用于喇叭天线的测量管，单位为 mm

如果有搅拌，测量管应被固定在罐底。测量管较长时

中部还需附加固定。

在测量管底部端口上的反射板用来反射微波离开管子，

以避免微波从金属罐底反射回来。这是因为当液位低时，

微波会穿透低介电常数的液位，到达罐底并从金属罐底反

射。罐底回波将干扰液面回波，反射板将防止这类问题发生。

4） 通过塑料罐顶及低介电率窗口测量

从微波物位计发出的微波信号能穿透低介电率物料，

如：聚四氟乙烯、聚丙烯、玻璃、玻璃增强塑料等。

这能力对某些应用非常重要，例如：半导体工业中要

求高纯度；在化学工业中，物料有时是强腐蚀的；处于介

质及安全的理由，系统保持封闭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一些装在塑料罐里的高反射特性的物料，微波物

位计可以从罐顶外部测量，实现完全非接触的物位测量（图

4-24）。对于导电物料或相对介电常数大于 10 的物料都可

以用此方式测量。

图 4-24   微波可以穿透塑料罐顶板，或低介电率
透波窗，可以从罐外测量罐内液面

微波反射-塑料罐顶
微波在穿透塑料罐顶时，在罐顶表也会有少量反射。

如果罐顶是平的。( 图 4-25)，从塑料顶板上反射的回波直

接传播回天线被接收；如果塑料罐顶边缘有 35°～ 45°的

斜面，顶板的反射波反射到其他方向，不反射回天线，测

量性能会有所改善 ( 图 4-26)。

图 4-25 平的塑料罐顶
会直接反射信号回天

线

 图 4-26 圆角的塑料罐
顶改善了罐内液体的

测量

微波在金属罐壁上是全反射，而不能穿透入内。如果

在金属罐上开孔，并用低介电率材料 ( 例如 PTFE 板 ) 封闭。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