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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实现了液体测量的智能化，提高测量系统的测量精度和可靠性，系统采用两个差压电容式传感器来获得容器内

液体的密度和液位高度，减小或消除了密度变化引起的测量误差。两差压传感器的输出通过 C/U 转换电路及 A/D 转换后输入

单片机进行数据处理，显示容器内液体的密度、液位高度及储量。系统实现了测量数据的自动采集和多参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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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liquor intelligent measurement, to advance the measuring precision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ystem, two 

differential pressure sensors are used to obtain the density and liquid height of the liquid in the container, and  the error caused by 

changeable density is improved or eliminated. The output of the sensors is converted by C/U conversion circuit, and by A/D 
changing, being send to computer. After data processing, the liquor density, height and reserves data are showed. The 

system can realize the automated data collection and multi-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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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石油化工、食品等行业的各种液体的存储、转运、交接等过程中，液体的自动化测量技术和现代化

管理手段正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多数企业还处于人工操作阶段，每天需要很多工作人

员周期地进行大量的数据采集与计算工作。这种状况与计量发展的现代化趋势极不协调，而且太多人为因

素影响了测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因此，多年来大量的科研工作者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本文设计了一

种基于双差压传感元件的液体智能化测量系统，系统采用两个电容式差压传感器作为检测元件，分别检测

液体的密度和液位高度，设计 C/U 及 A/D 转换电路，用单片机对数据进行处理，使测量系统实现智能化、

数字化和高精度。双差压传感器的使用减小或消除了因外界环境变化而引起液体密度变化给液位测量带来

的误差。 

1 电容式差压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电容式差压传感器的结构为左右两室结构。左右对称的两室中央夹入并焊接弹性平膜片，即测量膜片，

为电容的中央动极板。差动电容的等效关系如图 1 所示。在图 1 a)中，无差压时，动极板两侧初始电容皆

为 C0，有差压时，动极板变形到虚线位置，它与初始位置间的假想电容用 CA表示。虚线位置与低压侧定 

图 1  差压作用时电容的变化及等效关系 

Fig.1 Change and equivalent of capacitance with differential pressure 



 

极板间的电容为 CL，与高压侧定极板间的电容为 CH。这四个电容 C0，CA，CL，CH之间有图 1 b)的等效关

系[1]。 

根据图 1b）的等效关系，并可推导出下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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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1K 为与差动电容相关的系数。由(2)式可看出， ACC0 与作用在传感器上的差压成正比。即传

感器将差压的变化转换成了电容量的变化。 

2 双差压法工作原理 

通过液体产生的静压实现液位测量是液位测量的重要方法之一[2-3]。液体的静压强可以表示为： 

gdHdp ρ−=                              （3） 

由静止液体的帕斯卡定理可得对于容器中两点 A、B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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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 ——液位高度（m） 

p∆ ——压差（Pa） 

ρ ——液体密度（kg/m3） 

g ——为重力加速度（N/kg） 

由(4)式可以看出，当液体的密度一定时，液位高度的测量问题就转换为差压测量的问题；若液位高度一

定则可得液体的密度。可见单差压传感器只能实现一个参数的测量。本文采用双差压传感器来分别实现液

位和密度的测量。如图 3 原理图中，在恒定液位间距下，用差压传感器 1S 来测量液体的密度，传感器 2S 用

来测量容器内的液位高度，液位测量的有效范围为 H ，取密度测量传感器的恒定液位间距等于液位差压传

感器的下限值 minh ， h 为实际液位高度。 

图 2 双差压测量基本原理图 

Fig.2Principle figure with double differential pressure sensors 

 

设两传感器的示值为 1p∆ 和 2p∆ ，储液的质量密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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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 = 为储液的体积，A 为容器的截面积。 

3 测量系统的总体结构设计 

2.1 系统框图 

储液智能化测量系统总体结构如图 3 所示。图中，液位、密度的变化通过电容式差压传感器转换成电

容变化，经多路选择开关至 A/D 转换，其数字量送单片机进行数据运算处理。整个测量系统的关键在于高

精度转换电路的设计、A/D 转换实现、单片机系统及软件设计。 

图 3液体智能化测量系统框图 

Fig.3 Liquid intelligent measuring system configuration  

2.2 系统 C/U 转换电路的设计 

C/U 转换电路由文氏桥正弦波振荡电路、缓冲电路、转换电路和运算电路四部分组成[4,5],用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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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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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ρ ，只要液位或密度变化，则传感器承受的差压大小就会变化，传感

器的电容量就发生变化，输出电压的数值就会变化。 

2.3 系统软件设计
[6,7] 

选用 MC14433 双积分型 A/D 转换器作为 A/D 转换芯片(也可用国产 5G14433A/D 转换芯片)， AT89C51

单片机作为本系统的处理单元，显示部分选用 4 位 LCD 静态驱动芯片 ICM7211AM 组成。本系统采用

MC14433 与 AT89C51 单片机 P1 口直接相连的硬件接口,液晶驱动芯片 ICM7211 与单片机的Ｐ0 口相连。

当 VX接通时,P3.2 输出一启动脉冲,使 MC14433 进行 A/D 转换,转换结束后,从 MC14433 的 EOC 引脚输

出一脉冲通知 AT89C51 将数据取走,AT89C51 从 P1 口取出数据暂存。数据运算处理后，由 P0口将数据送

到 ICM7211 的数据输入端,驱动 LCD 显示测量结果。系统主程序流程图如图 4 所示。 



图 4  主程序流程图 

Fig.4  Flow chart of main program 

容器体积通过键盘查询或修改，键盘工作在中断方式。键盘处理流程图如图 5 所示。 

 

图 5   键盘中断服务程序流程图 

Fig.5 Keyboard interrupt program flow chart 

4 实验结果及误差分析 

针对液位与密度的测量作了下列实验。实验装置采用高度为 1m 有机玻璃材料圆柱形罐体，在罐体外

表面垂直粘贴一条误差为千分之一的标尺，在罐体的一侧同一母线上分别安装两差压传感器，传感器与电

路及数据处理系统相连，实验介质采用蒸馏水。实验在室温条件下进行，通过液位的变化，使之显示不同

位置、不同时间及正反行程下的液位与密度，并与标尺及密度计对同样条件下的值进行比较。通过误差分

析，得到密度 ρ 及液位 h 的估计误差分别为： %88.0=ρδ     %54.0=hδ 。 

5 结束语 

该系统能够实现液体储量测量的智能化。但系统仍存在以下问题： 

（1）虽然采用电容式差压传感器，温度对电容量的影响很小，温度分布不均匀仍然决定了温度对测量结



果的影响。 

（2）容器内液体密度及温度分布地不均匀仍然会引起密度误差从而影响测量结果。 

（3）容器内液位低于两差压传感器的安装位置时，系统将不能完成测量。 

本文作者创新点：利用电容式差压传感器结构简单、运行可靠、价格低、检定维修方便等优点，系统采用

双差压传感器同时测量密度和液位，弥补了单差压传感器测量液位时密度的变化带来的误差，系统实现了

储液的多参数、智能化测量，即可以同时得到液位、液体密度和储液的质量，有助于实现储液管理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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