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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LDS-3D 型在线水分监测仪（以下简称仪器）是本公司在长年研制粮食水分测定仪的基

础上设计生产的一种新型产品。 

仪器主要配套于粮食烘干设备，可在线测量烘干设备出料口的粮食水分，能够预先设

定水分控制值并输出控制信号。若选装温度传感器,则可提供烘干机热风温度的监测与控制。

仪器由主机和水分传感器、温度传感器（选装）组成。 

仪器的水分测量原理为电容法，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和测量速度；水分传感器采用本

公司创新设计的并列槽结构，简单可靠，可以十分方便地安装在烘干机出料口附近的位置；

主机采用计算机技术，在线自动采样、监测水分。 

仪器采用自行诊断、温度补偿电路、“看门狗”抗干扰电路等先进技术，稳定可靠，是

粮食加工、烘干设备理想的配套装置。 

二、主要技术指标 

1、水分： 

l 水分测量范围：   10% ~ 25% 

l 水分测量精度：   ≤± 0.5%（主要水分范围内） 

l 水分测量品种：   稻谷、大豆、玉米、油菜籽等粮食品种（需定标） 

l 水分设定范围：   10% ~ 20% 

l 水分修正范围：   ± 9.9% 

l 温度补偿范围：   0℃～+50℃（自动补偿） 

l 显示刷新间隔：   10s 

2、温度（选装）： 

l 温度传感器：     NTC 热敏电阻 

l 温度测量范围：   0℃~ 100℃ 

l 温度测量精度：   1 级 

3、工作方式：       自动/手动 

4、显示方式:        6 位 LED 高亮显示 

5、信号输出：       电流 4~20mA（对应水分 0~25%）； 

7A/250V/AC  三个继电器触点 

6、工作环境：       传感器 -10℃～+40℃ ； 仪器  0℃～+40℃ 

7、电源:            AC220V ±15% 

8、尺寸：          主机 160×160×63 mm   面板开孔 185×165mm 

                   传感器开孔 200×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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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装与连线 

仪器由主机和水分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组成。水分传感器应安装在烘干设备的出料口，

温度传感器安装在用户需要监测温度的位置，主机安装在控制室。主机与传感器之间通过导

线传送信号和电源。 

1、水分传感器安装 

水分传感电容采用并列槽结构设计，具有温度补偿功能，外形结构如图一。测量时水

分传感器感应测量面被测物料应始终处于充满状态。 

 

 

 

 

 

 

 

 

 

 

 

图一 

水分传感器的安装极为方便，如图二所示，只需在烘干设备出料口的合适部位开孔后

用 M6 的螺钉将水分传感器固定牢即可。  

为保证测量准确性和稳定性，建议在水分传感器安装位置的箱体内侧加焊如图示尺寸

的导流框体以确保被测物料密度均匀并且始终充满传感器。 

 

 

 

 

 

 

 

 

 

图二 



 

 3 

2、安装温度传感器 

仪器的温度传感器（选装件）采用Φ6mm 不锈钢管封套螺纹旋入式安装方式，在需要

监测热风温度的地方固定。 

3、主机安装 

本仪器附带一块外形 260×200(mm)、中间开孔 160×160mm 的安装用不锈钢薄板，用

户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 

4、接线 

在安装好水分、温度传感器后，按图三所示连线。 

接线时注意对应的位置和极性。接线应可靠牢固。 

当主机与传感器的距离超过 30 米时，应采用具有屏蔽功能的导线。 

通电前应对照本使用说明仔细检查接线，确保准确可靠。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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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使用方法 

1、 仪器面板结构和各键功能          

 

 

 

 

 

 

 

                          

                                                             图四 

 

面板上各部分的功能如下： 

显示窗： 

“水分”显示窗：由三位高亮 LED 组成，显示水分； 

“温度”显示窗：由三位高亮 LED 组成，显示温度； 

指示灯： 

“1、2、3、4”指示灯：对应发光，分别表示四个温度监测点； 

“品种”栏中“Ⅰ、Ⅱ、Ⅲ、Ⅳ”指示灯：对应发光，代表了四个粮食品种； 

“定标”指示灯：发光时表示仪器处于用标准水分样品进行定标的工作状态； 

“修正”指示灯：发光时表示仪器处于对水分测量结果进行误差修正的状态； 

“设定”指示灯：发光时表示仪器处于设定烘干机的水分控制值的状态中，所烘物质的

水分值等于此数值时表示烘干结束； 

 “自动”指示灯：发光时表示仪器正在按预先设定的测量间隔自动测量水分； 

操作键： 

“品种”键：选择测量的品种，可在四个品种（稻谷、大豆、玉米、油菜籽）间循环选

择。按一次选择一个品种，对应品种Ⅰ、Ⅱ、Ⅲ、Ⅳ发光管亮。 

“自动/手动”键：通过此键可使仪器在自动或手动方式测量水分之间转换。手动时“自

动”状态指示灯不亮。 

“p q”键：设置和修改仪器参数时调整数字所用。 

“确认”键：在修改或设置仪器参数后，按该键使其生效。 

“测量”键：在手动方式下按键一次，仪器测量水分一次。 

“功能”键：该键可以选择仪器的“设定、修正、定标”三种状态的参数设定，每按键



 

 5 

一次选择一种状态，对应指示灯亮。 

“复位”键：不论仪器处于何种状态，按该键后仪器返回到初始化。当仪器完成参数设

置或工作时出现操作失误、死机等情况时，可按此键回到初始开机的状态。 

2、 通电调试及参数设置 

在完成传感器安装和接线工作后，仪器即可进行通电调试及参数设置； 

（1） 按下仪器主机右侧的电源开关，仪器开始自检，若一切正常，仪器将发出一声轻

响后，在水分显示栏显示“0.0”，同时品种指示灯点。若仪器处于自动工作状态，则“自动”

指示灯亮。 

（2） 若无显示或显示出错提示符号（详见本章 9、其它）则表明传感器可能有故障，

或信号无法正常传输（接线有误、导线不通等）。 

（3） 仪器处于“自动”工作状态时，除了“品种”键、“自动/手动”键和“复位”外，

其他键均不起作用。 

要设置仪器的工作参数，必须使仪器处于“手动”状态。方法是：按住“自动/手动”

键 2~3 秒响应后,仪器返回“手动”状态。再按一次“自动/手动”键仪器进入到“自动”状

态。 

（4） 按住“自动/手动”键 2~3 秒后，仪器进入“手动”工作状态，此时面板上各个

功能键都应有反应。按“测量”键后显示样品水分和温度（如传感器内无被测物料应显示

“0.0%”）。按“功能”键可以设置各种工作参数。设置完成后，按“复位”键回到监测状态。 

（5） 温度测量与设置热风温度控制值 

如果要对烘干机的热风温度进行控制，则必须先设置热风温度控制值，方法如下： 

先使仪器处于“手动”工作状态，然后按“功能”键，使“热风”指示灯发光，此时在

水分显示栏内将显示 60（仪器默认的控制温度是 60 度），可通过“p” 、“ q”键调整数

字，按“确认”键确定。仪器以后将根据设置的温度值，以第 1点温度传感器测得的温度为

依据，输出热风温度的控制信号（继电器触点信号）。 

（6） 水分设定点 

仪器可设置停止烘干或报警的临界点，即水分设定点（出厂默认的水分设定点为

14.0%），方法是： 

在手动工作方式下，按“功能”键，选择仪器处于“设定”状态（“设定”指示灯亮），

然后按“p”或“q”键增减水分数值至用户认为适合后按“确认”键即可。 

（7） 水分误差修正 

若仪器水分值同实际水分比较有误差（特别是在烘干过程中的在线测量，由于热粮在降

温同时也会降水，造成测量结果的偏差），此时可按下列方法进行误差修正： 

在手动工作方式下，按“功能”键，选择仪器处于“修正”状态（“修正”指示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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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仪器水分栏显示 “0.0”，然后用“p”或“ q”键输入，例如：样品对照测量值为 16%，

而仪器显示值为 16.8%时，则按“q”键使显示为“- 0.8”），再按“确认”键完成（本机

修正范围为±9.9%）。 

3、水分定标 

用户在将仪器投入在线水分监测前，或者对某一新品种进行在线监测时，必须先行对样

品进行定标，然后方可使用。具体定标方法如下： 

（1）制备标准样品 

取同一品种的被测样品，用 105℃烘箱法制备高、中、低三档水分的三个标准样品（如

果水分范围不大于 5%，可以制备高、低二个档次的标准样品即可），标准样品的水分范围要

能代表需测量的实际范围，各档样品的水分差距以 3~5%左右为宜，如高、中、低分别为 18%、

14%、11%。每个标准样品的数量要足以放满传感器及定标料箱。将制备好的标准样品分别放

入密闭容器中备用。 

（2）定标料箱 

由于仪器水分传感器为平板结构,在正常安装状态下无法定标，所以定标应在安装前或

拆下后。并且便于定标样品的测量,用户可按图五所示用 1.5mm 钢板框成后与水分分传感器连

接构成一个测量箱体。 

 

 

 

 

 

 

 

 

 

 

 

 

 

 

图五 

（3）选择手动方式 

通电后使仪器处于“手动”工作状态（“自动”指示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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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品种 

按“品种”键，选择对应品种（Ⅰ、Ⅱ、Ⅲ、Ⅳ 发光管对应发光）。 

（5）选择定标功能 

按“功能”键，使仪器处于“定标”状态，“定标”指示灯发光，此时仪器显示“1 --”。 

（6）标定高水分标准样品 

将足够多的高水分标准样品（注意：必须是高水分样品）从水分传感器上侧匀速倒入测

量箱体至满，然后按“测量”键，仪器开始测量，显示测量结果。通过按“p” 、“ q”键

将显示的水分值修改至与标准样品的水分相同，按“确认”键，显示值闪烁数次后表示一点

定标已经完成，然后仪器显示“２ --” ，提示标定中水分标准样品。  

（7）标定中水分标准样品 

放出高水分标准样品，将中水分标准样品倒入后，按上述（6）标定高水分标准样品的操

作方法进行定标，结束后仪器显示“３ --” ，提示标定低水分标准样品。 

如果没有第三个标准样品，按“复位”键退出“定标”状态。 

（8）标定低水分标准样品 

放出中水分标准样品，将低水分标准样品倒入，按（6）的方法操作后即可完成定标工作，

仪器回到手动水分测量状态。 

4、在线水分测量 

在完成对仪器安装调试正常并且定标工作完成后，即可进行实际在线水分测量。 

（1）手动测量  

可随时对在线样品进行手动水分测量，方法为： 

按住“自动/手动”键 3 秒，仪器进入手动状态，“自动”指示不亮，仪器显示“0.0”，

按“品种选择”键选择对应的测量品种，按一次“测量”键后在水分显示栏显示水分测量结

果，这时，在温度显示栏内显示的是水分传感器内样品的温度值。 

（2）自动连续测量 

按一次“自动/手动”键，仪器进入自动运行监控状态（“自动”指示灯亮），仪器按出厂

设定的程序进行水分监测和4点温度监测，每10秒钟刷新一次水分测量结果并以对应4～20mA

电流输出。 

（3）输出指令 

当仪器监测到烘干出口处样品的水分值≤预置的水分设定点，并在连续 5次测量确认后,

通过继电器触点动作（常闭常开各一个）发出烘干结束指令，同时以蜂鸣声音提示，并继续

监测显示烘干物料水分值直至操作人员干预为止。当监测热风温度 >设定温度时触点动作断

开直至温度降低到设定温度以下 4℃后触点再次闭合，如此循环对热风温度进行位式控制。 

水分设定点的设置方法详见前面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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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数恢复操作 

针对在线水分仪现场环境应用中出现强烈电网（电磁）干扰可能导致校正参数混乱失去

的实际情况，仪器增设了现场仪器出厂参数的即时恢复功能，能确保仪器回复正常工作状态。 

a) 恢复工作参数----按住任意键复位(或开机),待蜂鸣声停止后松开。 
b)  恢复品种参数----手动工作状态下按住品种不放(5-6 秒),听到蜂鸣声后松开 
。 

    * 若用户在原来使用过程中已进行过参数设置（如热风温度、水分设定值、水分修正值
的修改）则需重新设置 

6、其他 

仪器采用微机技术，具有智能自诊断功能，如出现简单的故障，仪器将显示故障提示符

号，用户可据此进行检查，主要故障提示有： 

(1) 仪器显示“E –1”：表示水分传感器出现导线断路、插头松动脱落等故障。  

(2) 仪器显示“E -2”：表示水分传感器温度补偿电路出现故障。 

(3) 如果温度值出现异常（数值很大），应检查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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