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P-UHS
通用静水压力传感器
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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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所用规范
本手册包含以下列安全防范措施和其他重要信息：
注意：此项提供有用的补充信息。
重要须知：此项提供相关说明，以避免损坏硬件或对环境造成潜在危害，例如：设备的油品泄漏可能危害环境。
注意：此项表示潜在危险状况，若不加避免，可能造成轻微或中度人身伤害， 也用于提醒以防范不安全行为。
警告：此项表示潜在危险状况，若不加避免，可能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
危险：此项表示紧急危险状况，若不加避免，将造成死亡。

操作防范措施
Franklin Fueling Systems (FFS) 设备经过专门设计，适合安装于存在汽油和柴油等挥发性液体的区域。如不遵守行业实践的标准规范和本
手册中的说明，在此类危险环境中工作存在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风险。在使用或安装本手册所涵盖设备或任何相关设备之前，请阅读
本手册，特别是以下防范措施：
重要须知：为防地下储罐溢漏，请确保卸油设备维护良好、连接正确且快速接头紧固。卸油人员应检查排出弯管和软管有无受损或缺
失零件。
注意：仅可使用原装 FFS 零件。替代的非 FFS 零件可能导致设备故障，从而造成危险状况和/或危害环境。
警告：请遵守管理如何安装和检修本产品及整个系统的所有规范。安装或维修该设备和任何相关设备时，一定要锁封电气开关并挂
牌。在安装和检修本产品时，如果电气开关意外打开，可能会导致致命触电危险及火花引起的爆炸或火灾。参阅本手册（及相关设备
文档），获取完整的安装和安全须知安全信息。
警告：在进入防漏槽之前，请检查是否存在碳氢化合物油气。吸入这些油气可能导致头晕或昏迷；遇火则可能发生爆炸并造成严
重人身伤害或死亡。防漏槽设计用以限制有害液体泄漏并防止环境污染，因此其可能积聚大量有害碳氢化合物油气。进入容器中作业
时，请按要求检查其中空气。如果油气达到不安全水平，请离开该空间并以新鲜空气通风，然后再继续作业。请务必保证有另一个人
员旁站以便随时进行援助。
警告：遵守管理该产品和其相关系统安装的所有联邦、州和当地法规。没有其他适用规定时，遵照美国国家消防协会 NFPA 规
范 30、30A 和 70。不遵守这些规范会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死亡、重大财产损失和/或环境污染。
警告：始终做好工作区域安全保护，确保不会出现行驶中的车辆。本手册中的设备通常安装于地下，能见度较低，因而进入工作区
域的行驶中的车辆可能给相关维修人员造成危险。为防止发生此类安全隐患，请使用维修卡车（或其他车辆）封锁进出工作区域的道
路以保护该区域安全。
危险：确保检查安装地点是否存在潜在点火源，例如火焰、火花、无线电波、电离辐射和超声波。如果发现任何潜在点火源，必须
确保实施安全措施。

安装
FMP-UHS 是一个标准传感器，用于检测连接到双层油槽的空隙部分且在正常情况下装满液体的传
感器储层中的液体损失。该传感器配有电连接器、25 英尺电缆和压线夹管件。FMP-UHS 采用磁
浮/簧片开关技术。（该传感器必须垂直悬挂，这样浮子才能随液面自由移动。）
当浮子下降超过 3/4 英寸时，磁敏的簧片开关会打开。Franklin Fueling Systems (FFS) 自动储罐液位
计 (ATG) 控制台的本质安全 (IS) 泄漏检测电路将开路视为报警条件。

需要的设备
•

1/2 或 3/4 英寸 NPT（美制管螺纹，锥形）、刚性金属导管 (RMC) 或在地方法规允许时使用非
金属 (PVC) 导管。

•

EYS 密封管件和完成操作检测后填充管件的环氧树脂（根据要求）。

•• 防水接线盒、垫圈和盖板，在使用 1/2 英寸 RMC 时还需要 3/4 到 1/2 英寸的 NPT 异径套管。
有关推荐的电气接线盒，请参阅 ATG 安装指南。
•• 接线：THHN、TFFN 或 THWN 的 18 AWG 黑白电缆，或者编号为 58411、0.114 O.D. 的 Alpha
电缆，最大长度为 1,500 英尺（457 米）。如果您使用非金属 (PVC) 导管，必须使用 P/N
58411 (2.8 mm) 0.112” O.D. 的 Alpha 电缆 (INCON P / N 600-0062)。
•• 滑节钳，用于安装免剥线自动密封电连接器。（传感器配备连接器。）
•

UL 分级的螺纹密封剂或管涂料。

•• 选配：FMP-DB1 环氧树脂密封套件，用于免剥线自动密封电连接器。建议在洪泛区、地下水
位高、排水不畅的地区，或者不使用接线盒的地点使用。

安装 FMP-UHS 传感器
注意：完成管路设计。根据需要挖掘沟渠，在每个检修孔接线盒到 ATG 控制台的本质安全 (IS) 顶
杆之间安装导管。确保建筑内有接线盒，可以用作连接多条传感器电缆的分线盒。对于这种情
况，只能使用一个 IS 导管顶杆。
注意：如果在 Phil-Tite 双层加油机油槽中进行安装，请参见玻璃纤维加油机油槽单层和双层安装
说明（零件编号 602019026）。
重要须知：安装人员应负责遵守所有适用的联邦、州和地方法规规定。否则可能导致环境危害。
警告：必须按照 NFPA 70（国家电气法规）和 NFPA 30A（汽车修理站和船用码头规程）为导管
安装 EYS 密封管件。如果不为导管安装上述密封管件，易燃油气可能会进入 ATG 控制台的管路中
并造成爆炸，导致财产损失、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
警告：必须在每个检修孔中安装防水的电气接线盒。接线盒应安装在检修孔壁的高处，以防止
大雨时被淹没。在安装和维护过程中，将所有螺纹管件和导管螺纹密封以保证防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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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安装
警告：在 ATG 控制台上执行任何维护和安装工作之前，务必使用配电板关闭、标记和锁定 ATG
控制台的所有电源。
1. 安装导管、EYS 管件和防水接线盒。
2. 将传感器电缆穿过接线盒的压线夹管件，然后固定其他所有压线夹管件。
3. 切割电线和电缆，保留 6 或 8 英寸（15 或 20 厘米）的辅助管束回路，并将传感器、控制台
电缆和电线铰接在一起。
4. 打开控制台电源。
5. 测试传感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手册的“测试 FMP-UHS”部分。）
6. 检查 ATG 控制台是否报警。如果报警，使用环氧树脂密封 EYS 密封管件和电连接器。
7. 如果要安装其他设备，关闭控制台的电源。
8. 重新安装所有安全盖/防护罩，以及接线盒的垫圈和盖板。使用管涂料密封所有管件螺纹。
9. 记录安装传感器的位置。
10. 打开电源并对 ATG 编程。请参考设置/编程指南中与传感器有关的所有部分：维修技术人员
安装调试。

电气布线
双线 FMP-UHS 传感器没有红色（电源）芯，所以如果控制台上有 PWR（红色）接口终端，则不予
使用。使用 3 芯 Alpha 电缆时，可以将红芯剪断或用胶带粘到两端。

检测 FMP-UHS
要检测此设备，在传感器储层中将传感器抬高。此时 ATG 控制台会报警。根据地方法规，每年或
按更短间隔检测一次传感器是否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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