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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系列电磁流量计适用于电导率大于5μS/cm导电介质，公称通径范围宽，适应各种实际环境

条件，具有多种供电方式，多种信号输出，采用标准RS-485串行通讯接口，支持国际通用标准

MODBUS-RTU通讯协议和GPRS等多种无线和有线通信组网方式，具有累积脉冲当量输出。提

供可远程网络访问的无线抄表系统（计算机管理软件和数据库）。

概述

功能特点

性能参数LD系列电磁流量计
LD MAGNETIC FLOW METER

优良的测量重复性和线性度

良好的可靠性和抗干扰性能

良好的耐压密封性

低压损的测量管

智能化

免维护

工作原理 电磁流量计工作原理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右图

中上下两端的两个电磁线圈产生恒定或交变磁场，当

导电介质流过电磁流量计时，流量计管壁上的左右两

个电极间可检测到感应电动势，这个感应电动势大小

与导电介质流速、磁场的磁感应强度、导体宽度（流

量计测量管内径）成正比，再通过运算就可以得到介

质流量。                                                    

感应电动势工艺参数方程为：E = K B V D

式中：

E —感应电动势；

D —测量管内径；

B —磁感应强度；

V—平均流速；

K —与磁场分布及轴向长度有关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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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的选型是仪表应用中非常重要的工作，有关资料表明，在实际应用中有2/3的故障是仪表的

错误选型或错误的安装而造成的，请特注意。

电磁流量计的型号LD-1.0A1-80K1F1A1C3P0/T1，表示仪表的功能为工作压力1.0MPa、LGB1

法兰安装、口径80mm、不锈钢316L电极、氯丁橡胶衬里、最高使用温度≤80℃、一体型整机结

构（表头和传感器安装在一起）、1路4-20mA信号输出、工作电源交流110/220V。

① 压力等级

压力等级是指传感器所能承受的额定压力等级。通常，传感器所受压力由设备（例如泵等）对所

测流量的管道内介质施加的压力决定，超出传感器的额定压力，会导致电磁流量计漏水而不能正

常工作甚至损坏电磁流量计。

压力等级主要有1.0MPa、1.6MPa、2.5MPa、4.0MPa。

在选用压力等级时，应该留有一定的余量。例如，管道介质的工作压力是0.8MPa，则至少选用

1.6MPa的电磁流量计压力等级。

②安装形式

需要与所测流量的管道安装方式相配合。法兰安装需要在所测流量的管道上安装有法兰接口。

可安装电磁流量计的管道有不锈钢管、铸铁管、PE 管等，不同的管道需要选择不同安装形式的

电磁流量计，安装时均需可靠接地，PE管等非金属管道需要特别注意。

③口径

电磁流量计的口径一般应匹配所测流量管道的口径，同时口径的选择也应匹配所测介质的流速，

参见口径选择表，尽量使得所测介质的常用流量在表格中的黄色字体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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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表中流量/流速数据为近似值，黄色区域为推荐的流量计测量流量/流速。

2.其他口径可定制。

流速流量换算公式：流速v=354×流量q /D2

式中:q -m3/h,v-m/s,D(DN)-mm

流速范围:0.3～1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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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口径选择表

⑤流量计口径、流速与流量关系的曲线

⑥选择传感器的口径与连接的工艺管道口径相同的情况

通常选择流量计口径与工艺管道口径相同，既满足工程需要，又安装方便，无压力损失，建议管

内的流速在0.5~5m/s范围内。

新设计的工程，在选择流速时既要考虑现在的工作情况，又要考虑将来设备满负荷运转时的情

况。新设备运行时，流速处于较低的状态，当正常生产后，管内流速就处于较高状态。

在选型正确的前提下，只需更改仪表的量程设置就能适应不同的流速。

电极用来得到流量的电信号，会直接与所测介质接触，所以在选择电极材料时需要考虑电极材料

与被测介质的适应性，即需考虑电极材料的耐腐蚀性、钝化、磨损等因素。

多种电极材料可以选择（包括不锈钢316L、哈氏合金B(HB)、哈氏合金C(HC)、钛(Ti)、钽(Ta)、

铂(Pt)等），以适应不同的测量介质。

电极材料的选择应根据被测量介质的腐蚀性确定，电极材料的耐腐蚀性见电极材料的耐腐蚀性和

使用范围表，更详细的资料可在防腐手册中查找。

电极材料

电极材料的耐腐蚀性和使用范围表（此表仅供参考，选型时请咨询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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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里材料

常用衬里材料适用性能表

最高使用温度

流量计结构

输出信号

工作电源

衬里材料根据被测介质的腐蚀性、磨损性及温度来选择，常用衬里材料适用性能见常用衬里材料

适用性能表。

橡胶具有耐磨特点，广泛用于测量水、工业水、废水、污水、矿浆、泥浆、纤维浆等介质。

聚四氟乙烯(PTFE)衬里具有优良的耐强酸、强碱腐蚀的性能，它也具有可靠的耐高温性、高温下

不变形，不降低绝缘电阻的性能；它还具有不粘性，即不和其他物质相粘接，表面光滑。因此测

量粘度大(如糖浆)或容易结疤的介质（如氧化铝），强腐蚀性介质（如硫酸、硝酸、盐酸、磷酸

等），温度较高的介质或定期用蒸汽冲洗管道的场合及有卫生要求的食品（如碑酒、牛奶、麦芽

汁）均可选用聚四氟乙烯衬里。

最高使用温度主要由被测介质的温度、流场情况（流速等）决定，有时也需要考虑环境温度的影响。

在管道流动中介质的温度通常比静止状态时的温度高一些。如果静止时被测介质的温度接近选型

中某一档的上限量程（例如最高使用温度A1档的80℃），则选用高一级的最高使用温度选项。

例如静止时被测介质的温度70℃，建议用户选择最高使用温度选项A2 ≤120℃。

为获得准确的被测介质温度，建议用户在被测介质管道内安装温度测量仪器。

①一体型

现场环境较好的条件下，一般选用一体型，即传感器和转换器组成一体。

传感器与智能转换器组装在一起，价格及安装费用较经济，显示直观。

若安装在不易接近的场所，则维护不便。

防止智能转换器的电子部件受管道流体温度影响。

应避免直接安装于室外或较恶劣的使用环境中。

一体型默认防护等级为IP65。

②分体型

在以下情况下使用时选用分体型：

环境温度或转换器表面温度大于55℃的场合。

管道震动较大的场合。

会对转换器的铝壳严重腐蚀的场合。

现场湿度较大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场合。

流量计装在高空或井下等调试不方便的场合。

分体型默认防护等级为IP68。在不用浸入水中或其他特殊条件时，可选择IP65防护等级的分体型

电磁流量计，这在订购时需特别提出。

说明

分体型电磁流量计的传感器安装于工艺管道上，也可长期埋于地下积水场所（IP68型），而智能

转换器安装在仪表室或传感器附近。

采用分体型电磁流量计时，智能转换器可远离现场恶劣环境，使用人员检查、调整、设定仪表工

作状态比较方便。

应考虑电缆传输距离的影响及安装，一般不超过30m。

传感器与转换器之间的连接电缆，现场安装时要求用布线管保护电缆。

LD系列电磁流量计的输出信号有4-20mA、RS-485、频率/脉冲三种类型。用户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和配套仪器设备来选择输出信号。

接地环选项 接地环用来将被测介质接地，提高电磁流量计测量的稳定性。但接地环需要与被测介质接触，存

在被腐蚀和磨损的可能性，通常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需要进行更换。

LD系列电磁流量计一般都采用接地电极代替接地环，已经能达到比较好的接地效果，增加了使

用的方便性和可靠性。

一些小口径的电磁流量计只有2个电极，用户可根据现场需要配置双接地环。

在安装接地环时，接地环需要安装在准确的管道位置，以免影响被测介质的流场。

LD系列电磁流量计的工作电源有交流110/220V(100-240V)、直流24V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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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虑电缆传输距离的影响及安装，一般不超过30m。

传感器与转换器之间的连接电缆，现场安装时要求用布线管保护电缆。

LD系列电磁流量计的输出信号有4-20mA、RS-485、频率/脉冲三种类型。用户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和配套仪器设备来选择输出信号。

接地环选项 接地环用来将被测介质接地，提高电磁流量计测量的稳定性。但接地环需要与被测介质接触，存

在被腐蚀和磨损的可能性，通常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需要进行更换。

LD系列电磁流量计一般都采用接地电极代替接地环，已经能达到比较好的接地效果，增加了使

用的方便性和可靠性。

一些小口径的电磁流量计只有2个电极，用户可根据现场需要配置双接地环。

在安装接地环时，接地环需要安装在准确的管道位置，以免影响被测介质的流场。

LD系列电磁流量计的工作电源有交流110/220V(100-240V)、直流24V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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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等级

订货须知

电磁流量计使用注意事项

加装异径管参见《电磁流量计加装异径管技术说明》或《电磁流量计使用说明书》。

电磁流量计的安装使用有相应的技术要求，参见《电磁流量计安装使用说明》或《电磁流量计使

用说明书》。

电磁流量计的接线方式参见《电磁流量计接线说明》或《电磁流量计使用说明书》。

其他事项可咨询供货商。

选择电磁流量计应明确如下几个问题：

（1） 被测介质必须是导电流体，对于气体、油品、有机溶剂等不导电的介质不能测量。

（2）订货时选择型号规格时应向厂方提供电磁流量计的测量范围，厂方在此测量范围内进行标

定以保证仪表的测量精度。

（3）用户应向厂家提供被测介质、工艺参数、流量以及工作温度，压力等选型表中的参数，根

据这些参数，选择合适的流量计。

（4）选购分体型电磁流量计时，用户根据转换器安装位置至传感器的距离，向厂方提出配线的

长度要求。

（5）用户如果需要安装配件，如配套法兰，金属环垫，螺栓，螺母，垫圈及其它附加要求，可

在订货时提出。

按照国标GB 4208-48或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IEC 529-76）关于外壳防护等级为：

防护等级选用原则应根据以上要求及仪表实际的条件选定，若仪表在地面以下的，经常受水淹

的，应选用IP68；若仪表安装在地面以上非暴露环境的，可选用IP65。

超声波流量计广泛应用于各种液体的长期在线测量，适用于一切质密的管道。流量计的传感器分

为外夹式、插入式和管段式，其中外夹式和插入式可以不断管、不断流安装。主机可安装在室

内、仪表柜中，传感器安装在管道上，主机和传感器采用定制线缆连接，即可实现流量测量，配

给温度传感器可实现热量测量。

广泛应用于电厂、冶金、化工、自来水、供暖、水利、能源等行业。可以用作生产监测、水网平

衡调试、热网平衡调试、节能监测，是生产过程中重要的流量测量仪表。

概述

UFM型超声波流量计

工作原理 超声波流量计采用经典的时差法工作原理，超声波信号

在流体中传播时，传播速度会受到介质流速的影响，导

致顺流与逆流传播时间不同，在相同的传播距离下，就

会产生传播时差，再引入其它参数，经过进一步计算就

可以得到流量。

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独特的波形显示界面，便于传感器的快速安装定位；

可视化的人机界面，便于用户操作；

接地式金属传感器抗干扰能力更强；

基于数字化平台信号处理，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能在恶劣的工况环境中可靠的工作；

外壳防水、防尘，抗油污、多种液体和污垢，坚固耐用，防水等级IP67。

时差相关原理，相关算法

流量：优于±1%

采用4.3寸液晶显示器，支持中英文切换

1路4-20mA电流输出，阻抗0~1K，精度0.1%

可连接三线制PT100铂电阻，实现热量测量

隔离RS485串行接口，可通过PC电脑对流量计进行升级

定制同轴线缆及航空插头，有效屏蔽噪声

钢、不锈钢、铸铁、水泥管、铜、PVC、铝、玻璃钢等一切质密的管道,允许有衬里

50~3000mm

传感器安装点最好满足：上游10D，下游5D，距泵出口30D（D为管径）

水、海水、工业污水、酸碱液、酒精、各种油类等能传导超声波的单一均匀的液体

-30~160°C

10000ppm且气泡含量小

0~±10m/s

主机：-40~70°C；流量传感器：-30~160°C

主机：85%RH；流量传感器：可浸水工作，水深≤2m（注：传感器灌胶后）

DC24V或AC85~264V

≤3W

原理

精度

显示

信号输出

信号输入

数据接口

管材

管内径

直管段

种类

温度

浊度

流速

温度

湿度

类别

专用电缆

管道情况

测量介质

工作环境

电源

功耗

主机

性能、参数

UFM ULTRASONIC FLOW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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