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NSORS FOR FOOD AND BIOPHARMA.

FOOD

应用/预期用途

 · 容器和管道中的低导电率水溶液和导电介质液位检测。导电率取决于变送器：当使
用外部变送器（如VNV系列或ZNV-Z）时，最低电导率为1 μS/cm； 
使用内部变送器MNV-1C时，最低电导率为10 μS/cm。 

应用示例

 · 容器的空箱/满箱指示
 · 储罐的液位控制
 · 定量给料系统中的溢出保护 

卫生型设计 / 过程连接 (仅限NVS-345 和 NVS-50y)

 · 卫生和易于消毒的测量点（EHEDG认证，3-A卫生标准）
 · 无弹性橡胶密封系统，无缝无死角的传感器安装
 · CIP/SIP清洗杀菌可耐温 143 °C/最长120分钟
 · 传感器为全不锈钢材质和PEEK，带PFA涂层
 · 用于所有标准过程连接的转接头
 · 所有与介质直接接触的部件均符合欧盟法规10/2011,和
FDA标准(NVS-345 和 NVS-50)

 · 符合3-A标准（仅NVS-345） 

产品特点/优势

 · 预留电缆输入位置（仅NVS-345）
 · 可选用集成液位变送器MNV-1C
 · 选择各种电器连接接头
 · 传感器棒可根据需要剪短或扭曲 

选项 / 附件

 · 具有钢缆版本可选（NVS-110.SEIL）

NVS-50，-110，-120，-345 产品信息

多杆式电导式液位开关

NVS-345/...B NVS-50/...N

NVS-120/...B NVS-110.SEIL/...

认证

74-06
TYPE EL

March 2006

选择正确的传感器类型

涂层：
对于多泡沫、粘性（例如酸奶）和易变湿介质（例如强碱溶液），建议使用带有涂层
的探棒。对于含水、非粘性的和不易变湿的介质，建议选用不带涂层的探棒。如果
探棒长度高于500 mm，则应当使用带涂层的探棒，因为探棒可能互相接触并导致
错误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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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使用集成液位变送器MNV-1C时，请注意以下液位变送器技术数据中的温度参数。

技术数据

型号 NVS-50 NVS-345 NVS-110 NVS-120 

过程连接 乳品管道 DIN 11851
DN50;卫生型

 卫生型螺纹接头G1" 标准螺纹接头G1"; 
非卫生型

 标准螺纹接头G1½"; 
非卫生型

探棒 
数量 
长度[mm]  
 
直径

 
最多5根 
200; 500; 850; 1000; 
1500; 2000 
4 mm（8  mm可选）

 
最多4根 
200; 500; 850; 1000; 
1500; 2000 
4 mm（8  mm可选）

 
最多4根 
200; 500; 850; 1000; 
1500; 2000 
4 mm（8  mm可选）

 
最多5根 
200; 500; 850; 1000; 
1500; 2000 
4 mm（8  mm 可选）

温度范围* 
环境 
过程 
CIP/SIP清洁

 
-10...+60 °C 
0...110 °C 
143 °C/120 min.

 
-10...+60 °C 
0...110 °C 
143 °C/120 min.

 
-10...+60 °C 
0...90 °C

 
-10...+60 °C 
0...90 °C 

工作压力 最大10 bar 最大10 bar 最大10 bar 
“SEIL”（钢绳）选项: 
最大1 bar

最大10 bar 

紧固力矩 - 10...20 Nm - - 

材料 
连接接头 
（螺纹）接头 
探棒 
钢绳/ 
钢绳砝码 
绝缘件 
涂层  
（探棒） 
涂层（钢绳）

 
不锈钢 (1.4305) 
不锈钢 (1.4305) 
不锈钢 (1.4404) 
 
- 
PEEK  
 
PFA 
-

 
不锈钢 (1.4305) 
不锈钢 (1.4305) 
不锈钢 (1.4404) 
 
- 
PEEK  
 
PFA 
-

 
PP 硬塑料 
PP 硬塑料 
不锈钢 (1.4404) 
不锈钢 (1.4401)/ 
不锈钢 (1.4404) 
- 
 
PFA 
聚酰胺PA6

 
PP 硬塑料 
PP 硬塑料 
不锈钢 (1.4404) 
 
- 
- 
 
PFA 
- 

可用钢索电极  
No

 
No

 
是(NVS-110.SEIL)

 
否 

电气连接 M12插头连接 (1.4305)  
电缆密封套M16 x 1.5

防护等级 IP 69 K（带M12插头连接） 
IP 67（带电缆密封套）

MNV-1C液位变送器的技术数据

温度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10...+60 °C 
-20...+60 °C

湿度 无凝结 0...95% r. F.

电源 15...36 V DC

电极E 电压 1.5...2 V AC/300 Hz，无直流信号

灵敏度可选 MNV-1C 0.1; 1; 10; 100 kΩ

输出 短路保护 有源电流50 mA

延时 固定值 0.5 s

开关功能 可选最大值/最小值 MNV-1C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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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电气连接的MNV-1C

接线夹

1    2    3    4    5 1: 接地（传感器）
2: 探棒（传感器）
3: 有源输出
4: 电源电压
5: 15...36 V DC

M12接头

技术数据

电气连接

接线端子 俯视

4       1      3       2          5

M12接头

MNV-1C液位变送器的配置

标准出厂设置
3: 满
4:10 kΩ

液位变送器MNV-1C

1: LED传感器  
（传感器浸没时变亮， 
与开关功能无关）

2: 接线端子
3: 满/空跳线
4: 灵敏度跳线

1

3

2

4

开关状态说明

满液位指示灯： 传感器浸没时输出激活
空液位指示灯： 传感器未浸没时输出激活

MNV-1C液位变送器配置

 · 连接电源。
 · 设置开关功能。参见旁边的配置说明。
 · 选择最低灵敏度。参见旁边的配置说明。
 · 用最低电导率的介质浸泡传感器。
 · 如果输出开关信号，则保留选择的灵敏度，设置完成。如果没有输出开关信号，则需要继续执行如下操作：
 · 增加灵敏度直到输出状态切换为止。只要有开关信号输出，则设置完毕。

一般安装信息

 · 如有必要，根据需要长度剪切探棒。请注意探棒和螺纹接头之间的螺纹紧固压力不能太大。如果使用的是带涂层的探棒，不
要损坏传感器剩余部分探棒的绝缘层。

 · 剥除绝缘棒顶端的绝缘层，一般情况下5mm即可。
 · 将传感器拧入套管内，然后参照接线图连接传感器。将传感器拧入套管时注意不要损坏涂层。

3 4



4FOOD 尺寸图

NVS-345 NVS-345.2/M NVS-50.2/MNVS-50

NVS-110 / NVS-110.SEIL NVS-110.2/M NVS-120.2/MNVS-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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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卫生标准74-06规定的测量点条件

 · NVS-345系列传感器符合3-A卫生标准。
 · 传感器设计能实现最高温度150 °C的CIP / SIP清洗杀菌，持续时间120分钟。
 · 仅允许配套使用焊座CLEANadapt（EMZ、EMK、EHG，管径 > DN25， ISO 20和1"，适配器 AMC 和AMV）。
 · 使用EMZ，EMK焊入式套管，焊缝必须符合当前3-A卫生标准要求。
 · 安装位置：安装位置、自排水和排水孔的位置符合当前3-A卫生标准要求。

安装说明

 · 安装NVS-345时，只使用Negele 焊入式系统以确保测量点的正确工作。
 · 旋入传感器时，不要超过最大允许力矩（见第2页的技术数据）。
 · 如果容器壁被用作参考电极（仅NVS-345和NVS-50可用），请确保传感器过程连接和管道或容器壁之间的电气连接完好。不
要使用任何类型的密封胶带（例如特氟纶）。容器壁必须是金属的！

 · 安装传感器时，请确保介质排干时电极会露出。
 · 安装和拆卸传感器时只能使用专用扳手！不要扳表头！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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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C 
 · 相对湿度最大值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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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标准

 · 用户必须遵守适用的规范与指令。

 · NVS-345 和NVS-50所使用的塑料是通过欧洲标准1935/2004 和 10/2011认证的，可直接与食品接触的材料。
· NVS-110, NVS-110.SEIL 和NVS-120传感器的材料不符合欧洲标准规定。

欧洲1935/2004 或 10/2011标准对材质合格认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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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代码

NVS-110.SEIL （塑料表头直径55 mm，带G1"过程连接和钢绳电极）

电极1

[m] （长度单位为米）

电极2 
（选择选项：见电极1）

电极3 
（选择选项：见电极1，无检测装置）

电极4 
（选择选项：见电极1，无检测装置）

电极5 
（选择选项：见电极1，无检测装置）

检测装置 / 液位变送器
X 
M

（无） 
（集成在表头中；仅用于2电极）

断线监控 
（仅限带外部检测器）
X 
D

（无） 
（带断线电阻器，仅用于2电极）

电气连接
X 
M12

（电缆密封套M16x1.5） 
（M12接头1.4305）

NVS- 110.SEIL / 10 / 8 / X / X / X / X / X / M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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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多级液位传感器订购代码

NVS 
-345 
-110 
-120 
-50

（不锈钢表头直径55 mm，带CLEANadapt G1"卫生型过程连接） 
（塑料表头直径55 mm，带G1"过程连接） 
（塑料表头直径55 mm，带G1½"过程连接） 
（不锈钢表头55 mm，带乳品法兰DN50如同DIN 11851）

电极1
200N 
200N-8 
200B 
200B-8 
500N 
500N-8 
500B 
500B-8 
850N 
850N-8 
850B 
850B-8 
1000N 
1000N-8 
1000B 
1000B-8 
1500N 
1500B 
2000N 
2000B 
2500N 
[mm]N 
[mm]B 
[m]

（无涂层， 200 mm，直径4 mm） 
（无涂层， 200 mm，直径8 mm） 
（带涂层， 200 mm，直径4 mm） 
（带涂层， 200 mm，直径8 mm） 
（无涂层， 500 mm，直径4 mm） 
（无涂层， 500 mm，直径8 mm） 
（带涂层， 500 mm，直径4 mm） 
（带涂层， 500 mm，直径8 mm） 
（无涂层， 850 mm，直径4 mm） 
（无涂层， 850 mm，直径8 mm） 
（带涂层， 850 mm，直径4 mm） 
（带涂层， 850 mm，直径8 mm） 
（无涂层， 1000 mm，直径4 mm） 
（无涂层， 1000 mm，直径8 mm） 
（带涂层， 1000 mm，直径4 mm） 
（带涂层， 1000 mm，直径8 mm） 
（无涂层， 1500 mm，直径4 mm） 
（带涂层， 1500 mm，直径4 mm） 
（无涂层， 2000 mm，直径4 mm） 
（带涂层， 2000 mm，直径4 mm） 
（无涂层， 2500 mm，直径4 mm） 
特殊长度，无涂层 
特殊长度，带涂层 
（长度单位m；仅用于NVS-110.SEIL）

电极2  
（选择选项：见电极1）

电极3  
（选择选项：见电极1，无检测装置）

电极4  
（选择选项：见电极1，无检测装置）

电极5  
（NVS-345不适用，选择选项：见电极1，无检测装置）

检测装置 / 液位变送器
X 
M

（无） 
（集成与表头；仅用于2电极）

断线监控 
（仅限带外部检测装置）
X 
D

（无) 
（带断线电阻器，仅用于2电极）

电气连接
X 
M12

（电缆密封头M16x1.5） 
（M12接头1.4305）

NVS- 345 200B / 500B / 850B / 850B / X / X / X / M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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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替代集成液位变送器，标准多级液位传感器还可与安装在DIN导轨上的外部设备共同使用。关于外部评价装置概览、技术数据
和订购代码，请参见“电导式多级液位传感器评价装置”的产品信息。

建议

对于符合德国水管理法的液位测量，请使用单独产品信息NVS-146.w，NVS-116.2w，NVS-345.2w。

注意事项

 附件 | 建议 | 注意事项

DIN导轨安装的电导式多级液位传感器评价装置

VNV-E VNV-D ZNV-Z VNV-V VNV-S VNV-WEV VNV-W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