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NSORS FOR FOOD AND BIOPHARMA.

应用/具体案例

 · 对两线制和四线制Anderson-Negele（安德森耐格）传感器进行通用编程  

包装清单

 · 编程适配器MPI-200
 · PC软件CD光盘
 · 适配器MPI-200-F用于连接NSL-F电子装置  

系统配置要求

 · 操作系统：WinXP（SP3或更高版本）、Vista（SP1及更高版本）、Win7
 · 处理器：最小1GHz的CPU
 · 可用硬盘空间：最小10MB（已经安装.NET）
 · Windows安装程序：3.1
 · .NET 4.0版
 · USB：USB：1个闲置的USB 2.0接口
 · 其他要求：用于安装程序的光驱
 · 访问权限：管理员权限 

安装软件

1. 将MPI-200附带的CD光盘插入到光驱中
2. 双击“Anderson-Negele Installer.msi”安装文件开始安装
3. 根据安装向导的指示进行
4. 安装完成后，桌面将出现如下图标  

MPI-200 产品信息

编程适配器MPI-200

MPI-200用户界面

编程适配器MPI-200

1.

更改用户界面语言

本软件的默认设置为英语。可按照下列步骤进行更改： 

1. 打开“语言”参数设置
2.  按下按钮
3. 使用箭头按钮选择语言
4. 按下  按钮并保存设置
5. 界面将刷新为新的语言

4. 2.

3.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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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电压/电源

编程适配器预设为PC供电，但也可以先连接到系统中，然后更改该设置。为此必须将
电源参数更改为“外部电源”。步骤如下：

1. 选择参数“Power supply MPI-200”
2. 按下  按钮并使用箭头按钮将电源参数从 

 
 
 
“PC M12 not connected（PC M12未连接）”  
 
 
更改为 
 
 
“external, M12 connected（外部，M12已连接）”  
 

3. 按下  按钮以保存更改。系统自动刷新面板。

MPI-200供电电源

1. 2.

电气连接 | 电源

连接传感器

1. 通过USB端口将传感器连接到PC。
2. 图形用户界面自动刷新并显示传感器（如NSL-M液位传感器）。

MPI-200用户界面

2.
建议

如果未显示传感器，请检查电源选择并在必要时更改设置。

M12连接器管脚定义（连接器1）
 

1: 辅助电压+
2: 4...20 mA辅助电压-
3: 不得用来连接PC接口的数据线
4: 不得用来连接PC接口的数据线

编程适配器MPI-200的连接
 

1: 通过M12连接器连接外部
电源（可选）

2: 如果没有提供外部电
源，USB端口用于连接一
台包括电源的PC电脑

3: 连接电缆到传感器或者
MPI-200-F适配器

1

32

参数设置信号流

安德森耐格两线制传感器，
例如NSL-M 连续液位传感器 MPI-200

安德森耐格接口

(3)
PC

USB  

(2)

PLC

mA (1)

安德森耐格四线制传感器，
例如NSL-MF连续液位传感器 MPI-200

安德森耐格

接口

(3)

安德森耐格

接口
PC

USB  

(2)

PLC

mA (1)

MPI-200-F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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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如果传感器由控制中心/PLC供电，确保电源设置为“外部，M12已连接”。否则来自PC的供电电源会额外叠加到4…20毫安的输
出信号上，导致量测信号出错。

参数显示 | 用户界面 FOOD

用户界面参数显示

1: 按钮栏
2: 参数结构
3: 有关个别激活设置或参数的详情 

（  按钮） 

状态栏 

4: 自软件启动起的运行时间
5: 电源
6: 模式
7: MPI-200连接到PC
8: 状态

1.

2.

3.

5. 6. 7. 8.4.

按钮栏：按钮说明与含义

  参数数据 - 导入数据文件 
  可载入传感器的配置文件

  参数数据 - 导出数据文件
  可保存传感器或其个别组件的配置文件

  参数数据 - 打印
  可打印所接传感器的参数列表

  重新连接!
  与传感器/参数结构中的读数手动重新建立连接

  模式
  模式设置

监测：查看过程值和维修信息，但不允许更改

调节：访问最常用的参数

设置：访问在安装过程中主要用到的特殊参数（交付时的标准设置）

校准：工厂校准设置。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访问此子菜单

  帮助文字
  显示/隐藏帮助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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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结构

1: 关于当前过程值的数据
2: 可更改的PC参数
3: 可更改的传感器参数，例如NSL-M液位传感器
4: 参数设置更改按钮
5: 关于当前来源值的数据

用户界面

当前来源值：
用于进一步处理过程值的输入值 

1: 名称
2: 带物理单位的数值
3: 取决于当前来源值的状态显示

建议

状态显示始终与使用示值的相应设置所执行的当前处理有关。因此状态可能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在必要时检查并调整相
应设置。

“过程值”区域中的按钮

  更改参数：进行参数设置 

  默认参数设置：放弃当前设置并将参数复位到默认设置 

  系统参数建议值：将参数设置为系统建议值（见帮助信息）并且采用当前显示的参数 
  （例如，4mA作为mA设定点）

  保存参数：采用手动创建的设置，并返回到主菜单 

  放弃参数：不采用设置，并返回到主菜单

参数结构注意事项

# 一般参数：点击此符号打开一个子菜单，显示未分配一定过程值的特定传感器的参数。
更改模式时无法选择或更改其他参数（有时个别参数的设置也禁止该操作）。 因此该软件不允许同时打开多个子菜单。

过程值

当前过程值: 

1: 名称
2: 带物理单位的数值
3: 取决于所显示过程值的状态显示

来源值

1. 2.

3.

3.

1. 2.

1.

5.

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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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I-200用户界面

设置参数

箭头按钮的功能

第一步

 · 选择路径中的参数（例如“Language（语言）”）
 · 选择参数后它会立即自动出现在第一个参数栏处
 · 当前设置显示在第2栏处（例如“German（德语）”）  

第二步

 ·  按钮已按下
 · 主菜单左侧区域（用户界面）变为禁用状态。这可通过禁用的导航路径看出，并激活
右侧区域中的按钮。在右侧区域允许进行所有以下设置： 

第三步

设置所需的参数值。提供下列选项：

粗调精调

a：手动输入

参数只能设置为固定值：通过按箭头按钮来设置。

仅允许设置大于当前示
值的值

仅允许设置小于当前示
值的值

仅允许设置大于或小于当
前示值的值

1.

2.

建议

更改参数值会立即影响相应传感器的功能。如果永久保留已更改的参数值，使用“保存参数”按钮来关闭更改模式。按下“放弃
参数”按钮离开菜单会将参数复位为更改前的数值。

b：采用系统建议值

通过应用程序直接设置参数：通过采用系统建议值来设置。 
（例如液位传感器、加注储罐到一定高度

按下“系统建议值”按钮

当前过程值为6.14mA 现在指定为4mA

FOOD



6导出参数 | 打印参数

打印和/或导出参数

取决于按钮在按钮栏中的激活情况（也参见第3页），使用下列子菜单可以以列表形式打印参数设置、创建列表副本或将传感器参
数数据保存并复制到其他同类传感器上。

参数列表导出功能

在打开打印菜单并输入相应的数据后，可以创建一份纸质文本。
为确保您始终可以以列表形式提供参数设置的副本（例如用于质检），除了打印外，还建议您以.xml格式保存参数列表。

参数列表导出/导入功能

导入和导出功能可以用来将参数设置加载到另一个同型号的设备上， 从而将参数数据集保存到外部电脑上并在需要时重新载
入。

提示

导出的xml文件可以保存在本地电脑或服务器上并通过电子邮件或U盘进行分发。 这一操作不需要任何特殊数据库或编程技
能。 数据保存在微软Windows目录结构下， 其默认文件名取决于序列号和位号字段的输入内容。 但用户也可以视需要手动
修改或扩展。 而导入功能则可以用来加载xml文件并上传到传感器上。

FOOD

选项/输入字段

子菜单项目

1: 直接打印参数列表
2: 在电脑上保存参数数据集
3: 从电脑加载保存的参数数据集到传感

器上

调用子菜单

选项

下一步，您可以在每个子菜单中选择要保
存或打印的参数系列 (1.)。

下面还提供其他输入字段 (2.) 来将参数
列表或数据集合分配给特定的传感器/
型号。

序列号为必填字段；所有其他参数可选。 
这些可选字段显示上一次处理的传感器
信息。 除了更改或删除外，还可以打印和
保存该信息。

在选项字段 (3.)中选择语言和打印机后，
只需点击“OK”按钮即可完成打印。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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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问题 检查 解决方案

设备没有出现在参数结构中

MPI-200和传感器是否正确连接？ 检查接线。

程序应当自动检测到设备连接或断开。
如果检测不到，可以手动激活此功能。

点击“重新连接”按钮，提示程序将再
次读取设备结构。 
 

如果操作系统检测到USB连接，COM号
是否出现在底部状态栏“UART:”中?

从PC拔下USB电缆，然后重新连接。

如果USB驱动程序安装正确，设备管理器
中将会列出适配器。 如果系统要求厂家光盘，请插入附带的

CD光盘，并指定CD驱动器的“FTDI”
路径。

外部电源是否连接到MPI的M12连接
器或“MPI-200电源”参数是否设置
为“PC”？

设置合适的电源。

软件启动时出现错误消息 是否在PC上安装了NET4.0或更高的版
本？

从附带的CD光盘中安装.NET程序，路
径“NET4.0”。

错误消息“COMx 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COMx连接不存在）”

是否先连接MPI-200，再立即启动程序？
（操作系统检测到USB设备，同时启动
程序。）

先启动程序再连接MPI-200或等待操
作系统检测到USB设备。

禁用编辑按钮

根据参数，某些功能可能被封锁或不可
用。在这种情况下，按钮被停用。

菜单树没有显示所有过程值或参数

是否按要求设置了模式？ 将模式设置为所需应用。根据设置的不
同，某些模式可能存在密码保护。

“加载/保存PC设置”菜单项 硬盘只保存PC用户界面的设置。 硬盘只保存PC用户界面的设置。

故障排除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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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与维护

 · 高压冲洗时，请勿将喷嘴直接朝向电气连接！

再次运输

 · 传感器应保持清洁，不得沾有任何危险介质和/或导热膏！
遵守清洁建议！

 · 请使用适当的运输包装，以免设备损坏！

运输/存储

 · 请勿室外存储
 · 干燥无尘
 · 请勿暴露于腐蚀性媒介
 · 避免阳光直射
 · 避免机械冲击与振动
 · 存储温度-40...+85 °C
 · 相对湿度最大值98%

符合标准

 · 用户必须遵守适用的规范与指令。

EMC声明

适用标准：
 · EMC指令2004/108/EC
 · CE标记表明产品满足适用欧盟标准的要求。
 · 用户必须保证整个设备符合所有适用标准。.

报废

 · 该仪器不受WEEE指令2002/96/EC及相应国家法律的约
束。

 · 请将仪器交给专门的回收公司，不要直接送至市政回收点
处理。

注意事项 | 订购信息FOOD

关于软件安装版本的说明

在主菜单中点击"Help > Info" 。

订购代码

MPI-200 用于设置两线制和四线制安德森耐格传感器参数的编程适配器，包括PC软件和MPI-200-F适配器 

MPI-200-F 用于改装MPI-200连接NSL-F的适配器

MPI-200-F MPI-200-F适配器可用于连接一个
Anderson-Negele四线制传感器（例如
NSL-F）和MPI-200。

NSL-F简单的用户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