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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环境的治理，制订了越来越严

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即将在2020年全面实施的

国Ⅵ标准中规定汽车的尾气排放要求更加严格：一

氧化碳限值加严50%；对尾气的总碳氢化合物与非

甲烷总烃降低50%；对氮氧化合物加严42%。

随着我国油品等级和排放标准的不断升级，需要大

量的环保新技术应用到车辆的节能减排方面。

柴油车大多采用SCR技术 ( 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Technology ，选

择性催化还原技术)来达到环保部门

的要求。而车用尿素是SCR技术的必

需添加剂。因此在未来，车用尿素的

需求或现井喷，加油站也产生了对车

用尿素存储和加注的需求。

车用尿素,全称为柴油车尾气处理液（北美称DEF，

欧盟称Adblue），主要用于还原汽车尾气中的氮氧

化合物，降低尾气污染程度。目前市场上的车用尿

素溶液一般由32.5%高纯尿素和67.5%的去离子水组

成。受其成分特性和常规工况的限制，车用尿素对

于存储环境的要求十分苛刻。有以下存储要求：

无毒，但具有较强的腐蚀性，避免存储
在碳钢、铜、铝等金属制成的储罐中。

  需保证存储环境温度介于-5℃～25℃，低
　温易结晶、高温易分解，避免阳光直射。
                   

不能接触铅、锌、镁、铝合金、焊料、
锡等，否则会导致车用尿素变质。

洁净度要求高，掺入杂质后可能会导致
　　　　　 SCR系统中的催化剂中毒。

澳科中意®车用尿素储罐主体使用FRP材料制成，金属附

件采用304或316不锈钢制成，符合国内外相关标准中关

于车用尿素存储的要求，包括：

澳科中意车用尿素储罐 

可选规格：10m³、15m³、20m³或更大容积：

规　格 直　径（mm）   长　度（mm） 地锚数量（个） 束带数量（条）

10m³ 1931 4321 2 2

15m³ 1931 6336 4 4

20m³ 1931 8225 4 4

PEI RP 1100《Recommended Practices for the Storage

 and Dispensing of Diesel Exhaust Fluid（DEF）》；

ISO 22241-1《Diesel engines——NOx reduction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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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用尿素存储要求

背景与需求

GB 29518-2013《柴油发动机氮氧化物还原剂尿素水

溶液（AUS 32）》；

发动机

SCR-尿素泵

SCR-尿素箱

控制器

SCR-催化过滤系统喷嘴

有害氮氧化物 水、氮气

埋地安装，利于加油站建设，

节省地上空间。 

采用双层结构设计，中间层3.5mm，

配用I级或II级测漏系统，在溶液泄

漏进入环境之前即可发现并报警提

示。

采用优质树脂生产的玻璃钢材料，

罐内无需特殊涂层或衬里，可耐车

用尿素腐蚀，对溶液无污染。

已通过UL认证；

并经过广泛的市场验证；

提供长达30年的质保。

可以兼容其他燃油。

优势一 优势二 优势三

优势四 优势五

优势



序 号 品  名 数　量 说  明

1 液位计 根据车用尿素储罐数量
配专用浮球1个、液位计连接线2m、防爆接线盒和防爆软管

各1个，防爆隔离接头1个。要求采用螺纹式卡套螺母安装。

每台控制台最多可连接16个液位计；

可以与加油站汽柴油液位计共用。
2 控制台 根据加油站数量

03

车用尿素液位计
车用尿素溶液除了需要使用专用的储罐进行存储外，其在

储罐中的计量也需要新的解决方案。车用尿素溶液对洁净

度要求高，且对部分金属具有腐蚀性，目前市面上少有针

对车用尿素溶液的液位计量产品。澳科自主开发研制的车

用尿素液位计配用专用浮球，采用全新的安装解决方案，

能够适应车用尿素的使用、存储环境，既能满足对液位、

温度等数值的精确测量，也能保证其安装在储罐中的密封

性、安全性与防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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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配置

回填材料应选用普通碎石，3mm≤实际尺寸≤12mm，应干净且自由滑动，无大石块、脏物、沙子、植物根茎、有机材料或碎片杂物；

上图中数字的单位均为mm；

在高水位的情况下，非车道下安装时也应保证至少900mm的埋深。

车用尿素储罐安装施工图示

吊耳

导向吊耳

导向绳

1、放地锚、铺基床

2、放置储罐

记录此数值

3、第一次偏差测量 4、安装束带、第二次偏差测量

4-2装好束带后
再做偏差测量

5、回填，注意夯实

记录此数值

6、第三次偏差测量

回填至罐顶

9、(车道下)第四次偏差测量

回填至路基

7、测漏系统安装 8、人孔井建设

吊装机械

吊装机械

4-1先装
好束带

施工注意要点：

单位：mm 单位：mm

车道下非车道下

（不能用于起吊）

为防止空隙存在
储罐靠下部位的回填应格外小心

应采用填塞杆
手动回填，防止空隙存在

草坪或其他覆盖物 钢筋混凝土路面

要求的回填材料
要求的回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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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塞杆

特性介绍
高精度

采用磁致伸缩原理，±0.033mm的光栅尺全量程

标定，精度可达±0.5mm。

抗干扰、传输稳定

全数字化模块设计，克服了模拟电路抗干扰差、

传输距离短及综合成本高的缺点，并进行了抗静

电、抗高频脉冲、抗浪涌电流等电磁兼容设计和

试验，提高了产品的可靠性，最大传输距离可达

到1200m。

安全防爆

国家及欧盟防爆认证，本安级防爆Ex ia IIB T4 Ga，
同时采用防雷和防晃电的电路设计。

采用专用浮球及配件

耐腐蚀，抗溶胀，适用于车用尿素。

安装可靠，密封性好

使用卡套式螺母固定，对壳体及通讯线进行保护，

可避免燃料蒸汽外泄或燃料受到污染。



液位计安装指导

0605

序 号 内  容 参  数

1

2

3

4

5

6

7

8

最大可测量长度 4000mm

最大传输距离 1200m

最大精度误差 ±0.5mm

温度测量误差 ±0.2℃

通讯方式 EIA-485

工作电压 (24-26)VDC

防爆标志 Ex ia IIB T4 Ga

外壳防护等级 I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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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设置说明

安装指导一

安装指导二

控制台内设置车用尿素储罐功能操作步骤如下：

1、盲板盖的加工图纸如下所示： DN100（HG/T20592-2009），中心开孔G3/4”。

2、外护立管的加工图纸如下所示：焊后喷漆处理 （注：补芯内螺纹处不能喷漆）。

 

(外护立管)

专用浮球

安装盲板

卡套式螺母将液位计及
安装盲板固定为一体。

卡套式螺母
密封垫

螺母

螺栓 外护立管

注：车用尿素液位计产品不含安装指导二中所述配件，用户需自行按照图纸说明委托加工。

    以上图中所示尺寸说明单位为：mm。

参数说明

为了防止车用尿素溶液腐蚀液位计密封垫及通讯线，液位计采用卡套式螺母固定的安装方式，并用外护

立管保护液位计壳体、密封垫及液位计连接线，如图所示：

【设置】→ 进入【油品列表】→【新增】→输入【车用尿素】→ 返回【油罐参数】→【探棒型号】：

 选“PLS-5B（非油）”→ 【油品类型】：选“车用尿素”。

(盲板盖)

(补芯结构图）(外护立管仰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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