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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RP计 

PH/ORP 计是用于测试和控制液体酸碱值/氧化还原电位的精密仪表。采用电化学原理，微电脑设计，

操作简便，维护方便。不受颜色、浊度、胶体物质以及氧化剂、还原剂的影响，适用于测定清洁水、废水、

工业用水、化学试剂等各种介质。仪表采用液晶显示，显示 PH/ORP 值及温度值，具有多个报警控制功能。 

 

 性能特点 

 全智能、多功能、测量性能高，环境适应性强； 

 变送器盘装、壁挂安装等多种形式； 

 适配多种类型测量电极； 

 多参数同时显示； 

 高精度 AD 转换技术，精度高、重复性好； 

 采用两点校正模式，可纠正传感器误差； 

 高精度自动温度补偿系统； 

 不同于传统隔膜，对脏污不敏感； 

 多种信号输出、报警设置，典型加药控制； 

 安装方式多样，维护简易。 

 

 

 

 

 

 应用领域 

水及污水处理：进水口、集水井、生化反应池、出水口、市

政污水、空气洗涤器、锅炉进水、冷却水、热电厂用水等； 

 

化工在线：医药加药罐、氯碱化工、颜料染料、纸浆造纸、

化肥、淀粉、钛白粉、农药、冶金、粘胶、洗涤剂等行业； 

 

废    水：电镀废水、工业废水、重金属沉淀、污泥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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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性能  

测量范围：0~14pH    ORP -1000~+1000mV  

准 确 度：0.05 pH   ORP 3mV 

分 辨 率：0.01 pH    ORP 0.1mV 

标    定：标准液标定 

温度补偿：自动温度补偿 

显    示：LCD 液晶显示 

 信号输出 

模拟输出：4～20mA（四线制），最大负载 750 

开关输出：2 组继电器、容量 AC230V/5A 

数字接口：RS485（ModBus 协议） 

 供    电 

供电电源：AC220V10%，50Hz（可选 DC 24V） 

 物理性能 

材    质：变送器为 ABS 

          电  极为玻璃（可选工程塑料 Ryton 外壳） 

连接过程：上下 3/4 NPT 外螺纹 

安装方式：支架投入式、流通式、插入式 

线缆长度：10 米（可延长至 20 米） 

 环境性能 

防护等级：变送器 IP65 

          电  极 IP68 

工作温度：变送器 -20~55℃ 

          电  极 0~60℃、80℃、110℃ 

环境湿度：相对湿度≤85% 

工作压力：常温≤0.6MPa，高温≤0.4MPa 

 

 订购指南 

 型号 备注 

 AB-ASP660F1-SP200 盘装式主机，通用型 PH 电极，Ryton 外壳，10 米线缆 

 AB-ASP660F1-SP400 盘装式主机，高温玻璃电极，10 米线缆 

 AB-ASP660F1-OP200 盘装式主机，通用型 ORP 电极，Ryton 外壳，10 米线缆 

 AB-ASP660M1-SP200 壁挂式主机，通用型 PH 电极，Ryton 外壳，10 米线缆 

 AB-ASP660M1-SP400 壁挂式主机，高温玻璃电极，10 米线缆 

 AB-ASP660M1-OP200 壁挂式主机，通用型 ORP 电极，Ryton 外壳，10 米线缆 

 AB-ASP660H1-SP1000 便携式主机，便携式 PH 电极 

 AB-ASP660H1-OP1000 便携式主机，便携式 ORP 电极 

 编码翻译 

AB-ASP660   

 主 机 传感器 

 F1：盘装式 SP200：PH 传感器（标配-工程塑料 Ryton 外壳） 

 M1：壁挂式 SP400：PH 传感器（高温玻璃电极） 

 H1：便携式 OP200：ORP 传感器 

  SP1000：便携式 PH 传感器 

  OP1000：便携式 ORP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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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配附件 

名称 规格型号 备注 

线缆 XL-RG58 专用信号线缆（四芯屏蔽隔离） 

仪表箱 YBX-378*300*122 材质 304，尺寸 378*300*122 

仪表箱支架 ZJ-304-1M 材质 304，长度 1m 

传感器支架 ZJ-304-2M-3/4NPT 材质 304，长度 2m(可延长) 

PH 缓冲剂 SJ-PH 4.01/6.86/9.18 标准液 

电极护套 HT-316 材质 316 

电极护套 HT-304 材质 304 

插入式底座 DZ-304-3/4NPT 材质 304，管道或罐壁侧装用 

插入式底座 DZ-TG-3/4NPT 材质碳钢，管道或罐壁侧装用 

流通杯（流通池） LTB-316 材质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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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导率 

电导率是以数字表示溶液传导电流的能力。水的电导率与其所含无机酸、碱、盐的量有一定的关系，

当它们的浓度较低时，电导率随着浓度的增大而增加，因此，该指标常用于推测水中离子的总浓度或含盐

量。微电脑数字显示电导率在线控制仪，可配用带温度补偿的电导电极。仪表采用的是液晶显示，可以显

示不同常数的电导率值及温度值，仪器具有多个报警和控制功能。 

 

 

 性能特点 

 微电脑设计、液晶显示； 

 仪表盘装、壁挂等多种安装形式； 

 小巧外形，一体化设备集成； 

 高精度 AD 转换技术，精度高、重复性好； 

 长期使用稳定可靠，维护简易； 

 高精度自动温度补偿系统； 

 配置多功能复合电极、可切换量程； 

 适配多种类、多系数测量电极； 

 多种信号输出、报警设置，典型加药控制； 

 安装方式多样，维护简易。 

 

 

 

 应用领域 

广泛应用于化工、冶金、水处理、制药、生化、电子、

电镀、印染、化学、食品和自来水中电导率的在线监测。 

   电厂：水处理； 

   水厂和污水厂：废水处理； 

   造纸：生产过程/废水处理； 

   化工炼油：生产过程/废水处理； 

   冶金和采矿：生产过程/废水处理； 

   食品和饮料：生产过程/废水处理； 

   医药行业：生物反应和发酵/废水处理； 

   半导体：生产过程/废水处理/高纯水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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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性能  

测量范围：0.01 电极：0.02 uS/cm～20 uS/cm 

          0.10 电极：0.2 uS/cm～200 uS/cm 

          1.00 电极：2 uS/cm～2000 uS/cm 

                    或 2 uS/cm～10000 uS/cm 

          10.0 电极：20 uS/cm～20mS/cm 

                    或 20 uS/cm～100mS/cm 

准 确 度：±1.0 %FS 

标    定：实验室标准液或标准表标定 

显    示：LCD 液晶显示 

温度补偿：自动温度补偿 

 信号输出 

模拟输出：4～20mA（四线制），最大负载 750 

开 关 量：2 组可编程继电器，可设置为报警功能  

          和定时功能；容量为 AC230V/5A 

数 字 量：RS485 模块（ModBus 协议）选配 

 供    电 

供电电源：AC220V10%，50Hz（可选 DC 24V） 

 物理性能 

材    质：变送器为 ABS 

          传感器为 0.01 和 0.1 常数是 304 

                   1.0 是聚酯（朔料） 

                   10.0 是 304 和玻璃 

连接过程：NPT3/4 寸外螺纹（可选 G1/2） 

安装方式：支架投入式、流通式、插入式 

线缆长度：10 米（可延长至 20 米） 

 环境性能 

防护等级：变送器 IP65        电  极 IP68 

工作温度：变送器 -20~55℃ 

          电  极 0~60℃ 

环境湿度：相对湿度≤85% 

过程压力：≤0.3MPa 

 订购指南 

 型号 备注 

 AE-ESC810F1-CS100 盘装式主机，常数 0.01 电极，10 米线缆 

 AE-ESC810F1-CS200 盘装式主机，常数 0.10 电极，10 米线缆 

 AE-ESC810F1-CS300 盘装式主机，常数 1.00 电极，10 米线缆 

 AE-ESC810F1-CS400 盘装式主机，常数 10.0 电极，10 米线缆 

 AE-ESC810M1-CS100 壁挂式主机，常数 0.01 电极，10 米线缆 

 AE-ESC810M1-CS200 壁挂式主机，常数 0.10 电极，10 米线缆 

 AE-ESC810M1-CS300 壁挂式主机，常数 1.00 电极，10 米线缆 

 AE-ESC810M1-CS400 壁挂式主机，常数 10.0 电极，10 米线缆 

 编码翻译 

AE-ESC810   

 主 机 传感器 

 F1：盘装式 CS100：常数 0.01 

 M1：壁挂式 CS200：常数 0.1 

  CS300：常数 1.0 

  CS400：常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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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配附件 

名称 规格型号 备注 

线缆 XL-RG58 专用信号线缆（四芯屏蔽隔离） 

仪表箱 YBX-378*300*122 材质 304，尺寸 378*300*122 

仪表箱支架 ZJ-304-1M 材质 304，长度 1m 

传感器支架 ZJ-304-2M-3/4NPT 材质 304，长度 2m(可延长) 

电极护套 HT-316 材质 316 

电极护套 HT-304 材质 304 

插入式底座 DZ-304-3/4NPT 材质 304，尺寸 3/4NPT，管道或罐壁侧装用 

插入式底座 DZ-TG-3/4NPT 材质碳钢，尺寸 3/4NPT，管道或罐壁侧装用 

插入式底座 DZ-304-G1/2 材质 304，尺寸 G1/2，管道或罐壁侧装用 

插入式底座 DZ-TG-G1/2 材质碳钢，尺寸 G1/2，管道或罐壁侧装用 

流通杯（流通池） LTB-316 材质：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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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法溶氧仪 

溶解氧是测量溶解在水溶液中氧气的含量。采用极谱法测量原理，溶解值取决于水溶液的温度、压力

以及溶液中的盐度。仪表采用液晶显示，用于测量和显示 DO 值和介质温度值，具有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

输出以及控制功能。溶解氧(DO)，是评价水体自净能力的指标。溶解氧含量较高，表示水体自净能力强；

反之表示水体中污染物不易被氧化分解，此时厌氧性菌类就会大量繁殖，使水质变臭。广泛应用于工业、

农业、科研、环保等领域。 

 

 性能特点 

 极谱法测量原理，反映灵敏，测量稳定可靠； 

 特殊覆膜技术，排除杂质干扰，抗污染； 

 可显示溶解氧量 mg/L、ppb、ppm、%等不同显示方式； 

 智能模块自诊断技术，错误报警显示； 

 长期使用稳定可靠，维护简易； 

 高精度自动温度补偿系统； 

 多种信号输出、报警设置，典型加药控制； 

 LCD 液晶显示，外形美观精致； 

 安装方式多样，维护简易。 

 

 

 

 

 

 

 应用领域 

污水处理：活性污泥池中氧的测量和调节，以便在生物降解

过程中达到高效。  

水文监测：测量河流、湖泊、海洋中 O2 量，控制水质量。  

养    殖：水池氧含量监测和调节，以便维持最佳的生态和

生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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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性能 

测量范围：0~20mg/L 

准 确 度：0.1 mg/L 

分 辨 率：0.01 mg/L 

标    定：出厂标定，可现场对比校验 

温度补偿：自动温度补偿 

显    示：LCD 液晶显示 

 信号输出 

模拟输出：4～20mA（四线制），最大负载 750 

开关输出：2 组继电器、容量 AC230V/5A 

数字接口：RS485（ModBus 协议） 

 供    电 

供电电源：AC220V10%，50Hz（可选 DC 24V） 

 物理性能 

材    质：变送器为 ABS 

          传感器为聚酯、环氧树脂 

连接方式：上下 3/4 NPT 外螺纹 

安装方式：支架投入式、流通式、插入式 

线缆长度：10 米（可延长至 20 米） 

 环境性能 

防护等级：变送器 IP65 

          电  极 IP68 

工作温度：变送器 -20~55℃ 

          电  极 0~60℃ 

环境湿度：相对湿度≤85% 

工作压力：≤0.3MPa 

 订购指南 

 型号 备注 

 AH-SOD2110F1-DO100 盘装式主机，可换膜溶氧电极，10 米线缆 

 AH-SOD2110M1-DO200 壁挂式主机，可换膜溶氧电极，10 米线缆 

 AH-SOD2110P1-DO300 便携式 

 编码翻译 

AH-SOD2110   

 主 机 传感器 

 F1：盘装式 DO100：可换膜 100 系列电极 

 M1：壁挂式 DO200:  可换膜 200 系列电极 

 选配附件 

名称 规格型号 备注 

线缆 XL-RG58 专用信号线缆（四芯屏蔽隔离） 

仪表箱 YBX-378*300*122 材质 304，尺寸 378*300*122 

仪表箱支架 ZJ-304-1M 材质 304，长度 1m 

传感器支架 ZJ-304-2M-3/4NPT 材质 304，长度 2m(可延长) 

电极护套 HT-316 材质 316 

插入式底座 DZ-304-3/4NPT 材质 304，尺寸 3/4NPT，管道或罐壁侧装用 

流通杯（流通池） LTB-316 材质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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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法溶解氧 

荧光法溶解氧仪是基于物理学中特定物质对活性荧光的猝熄原理。调制的绿光照到荧光物质上使其激

发，并发出红光，由于氧分子可以带走能量（猝熄效应），所以激发红光的时间和强度与氧分子的浓度成

反比。我们采用了与绿光同步的红光光源作为参比，测量激发红光与参比光之间的相位差，并与内部标定

值比对，从而计算出氧分子的浓度，并经过温度补偿输出最终值。溶解氧(DO)，是评价水体自净能力的指

标。溶解氧含量较高，表示水体自净能力强；反之表示水体中污染物不易被氧化分解，此时厌氧性菌类就

会大量繁殖，使水质变臭。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科研、环保等领域。 

 

 

 性能特点 

 荧光法猝熄原理，维护量小； 

 不消耗氧气，没有流速和搅动的要求； 

 不受硫化物等化学物质干扰； 

 分辨率和测量精度高； 

 传感器即插即用，自动识别； 

 按键操作简便； 

 4~20mA 隔离电流输出； 

 上下限报警继电器输出； 

 全智能、多功能、测量性能高，环境适应性强。 

 

 

 

 

 应用领域 

污水处理厂：调节池、曝气池、好氧/厌氧消解池和出厂

水检测等。 

工业过程：生产用水、循环水等水质监测。 

河流、湖泊、海水、渔场养殖等水环境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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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性能 

测量范围：0~20mg/L 

          空气饱和度 0~200% 

准 确 度：±0.1mg/L 

分 辨 率：0.01 mg/L 

响应时间：30s 

标    定：两点标定，可现场标定 

温度补偿：自动温度补偿 

显    示：LCD 液晶显示，多参数同屏显示 

 信号输出 

模拟输出：4～20mA（四线制），最大负载 750 

开关输出：2 组可编程继电器，可设置为报警功能  

          和定时功能 

继电器容量：AC230V/5A 

 供    电 

供电电源：AC220V10%，50Hz（可选 DC 24V） 

 物理性能 

材    质：变送器：ABS 

          传感器：外壳为 316 / 荧光帽为聚酯 

过程连接：G1 管螺纹  

安装方式：支架投入式 

线缆长度：10 米标配（可延长） 

 环境性能 

防护等级：变送器 IP65 

          传感器 IP68 

工作温度：变送器 -20~55℃ 

          传感器 0~60℃ 

环境湿度：相对湿度≤85% 

过程压力：≤0.3MPa 

 订购指南 

 型号 备注 

 AJ-LOD9500F1-SCO200 盘装式主机，投入式荧光法传感器，10 米线缆 

 AJ-LOD9500M1-SCO200 壁挂式主机，投入式荧光法传感器，10 米线缆 

 编码翻译 

AJ-LOD9500   

 主机 传感器 

 F1：盘装式 SCO200：投入式 

 M1：壁挂式  

 选配附件 

名称 规格型号 备注 

线缆 XL-RVVP4×0.3 专用信号线缆（四芯屏蔽隔离） 

仪表箱 YBX-378*300*122 材质 304，尺寸 378*300*122 

仪表箱支架 ZJ-304-1M 材质 304，长度 1m 

传感器支架 ZJ-304-2M-G1 材质 304，长度 2m(可延长) 

荧光帽 SC100 美国原装进口 

试剂 SJ-DO 无水亚硫酸钠，配制无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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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度仪 

 浊度仪是为测量市政污水和工业废水处理过程中水质浊度而设计的在线监测仪表。采用光的透射率与

被测污水的浊度成比例的原理。可应用于检测生化处理过程的浊度变化，提供连续、准确的测量结果。浑

浊是悬浮于水中的胶体颗粒产生的散射现象。水浑浊主要是泥土、有机物、微生物等物质造成的。浑浊度

升高表明水体受到胶体物质污染。 

 

 

 性能特点 

 液晶宽屏，多参数同屏显示； 

 内置气泡消除系统，提高测量精度和稳定性； 

 精度高，重复性好，抗干扰能力强； 

 采用两点校正法； 

 清洗维护非常简单，校正方便； 

 可以通过对比法做现场校准； 

 NTU、mg/L 多种测量单位形式； 

 安装方式多样性，投入式、流通式和插入式可选； 

 传感器可配置吹扫装置，由变送器控制进行自清洁。 

 

 

 

 

 

 

 

 应用领域 

自来水厂：水库、水井、清水池、滤前、滤后、沉淀和出

水厂的浊度监测。 

工业过程：生产循环用水、循环水等水质监测。                             

污水处理：进水口、排水口水质监测。 

 

 

 

 

 

 投入式（高量程）浊度仪 

 

 

 

 

流通式（低量程）浊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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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性能 

测量范围：低浊度(0-0.5)~400NTU 

高浊度(0-5)~5000NTU 

精 确 度：1 度（1-10NTU） 

5 度（10-100NTU） 

10 度（100-400NTU） 

50 度（400-1000NTU） 

100 度（1000NTU 以上） 

分 辨 率：低浊度 0.01NTU、高浊度 0.1 NTU 

标    定：标准液标定或现场对比校验 

显    示：LCD 液晶显示 

 信号输出 

模拟输出：4～20mA（四线制），最大负载 750 

开关输出：2 组可编程继电器，可设置为报警功能  

          和定时功能；容量为 AC230V/5A 

数字接口：RS485（ModBus 协议） 

 供    电 

供电电源：AC220V10%，50Hz（可选 DC 24V）   

 物理性能 

材    质：变送器：ABS 

          传感器：流通式为 ABS 

      投入式为 316 不锈钢 

过程连接：流通式为壁挂式安装 

投入式传感器为 G1 管螺纹 

线缆长度：10 米标配（可延长） 

 环境性能 

防护等级：变送器 IP65 

传感器 流通式 IP65 / 投入式 IP68 

工作温度：变送器 -20~55℃ 

传感器 低浊度 0~60℃/ 高浊度 0~40℃        

环境湿度：相对湿度≤85% 

过程压力：≤0.3MPa（投入式） 

 订购指南 

 型号 备注 

 BB-FILTR330F1-SS100 盘装式主机，流通式浊度传感器，10 米线缆 

 BB-FILTR330F1-SS2000 盘装式主机，投入式浊度传感器，10 米线缆 

 BB-FILTR330M1-SS100 壁挂式主机，流通式浊度传感器，10 米线缆 

 BB-FILTR330M1-SS2000 壁挂式主机，投入式浊度传感器，10 米线缆 

 编码翻译 

  BB-FILTR330 主机 传感器 

 F1：盘装式 SS100：流通式 

 M1：壁挂式 SS2000：投入式 

 选配附件 

名称 规格型号 备注 

线缆 XL-RVVP4×0.3 专用信号线缆（四芯屏蔽隔离） 

仪表箱 YBX-378*300*122 材质 304，尺寸 378*300*122 

仪表箱支架 ZJ-304-1M 材质 304，长度 1m 

传感器支架 ZJ-304-2M-G1 材质 304，长度 2m(可延长) 

自动清洗装置 ZQXZZ 吹扫装置，气动清洗 

插入式底座 DZ-304-G1 材质 304（高浊度仪插入式安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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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悬浮物)污泥浓度计 

光电(悬浮物)污泥浓度计 H是为测量市政污水和工业废水处理过程中悬浮物浓度而设计的在线监测仪

表。可应用于检测生化处理过程的活性污泥浓度变化，提供连续、准确的测量结果。 

    常规的单光束测量方法容易受到光窗粘污等因素的影响。BD-FILTR550 型悬浮物浓度计，采用多光束

相互补偿技术，能够消除传感器光窗粘污造成的测量误差，以及温度变化、器件老化等影响，实现稳定、

精确的测量。减少了维护工作量，提高了工作可靠性，特别适用于污水处理领域恶劣的工况。 

 

 

 性能特点 

 多光束 RD 测量技术，补偿环境光、粘污、元件老化

产生的影响； 

 多点校准，确保宽测量范围内的精确性； 

 电流、继电器、RS485 等各种变量输出、系统智能控

制；                                           

 传感器可配置吹扫装置，由变送器提供开关量控制进

行自清洁； 

 投入式、插入式和管段式等多种安装方式。 

 

 

 

 

 

 

 

 

 应用领域 

给水厂：沉淀池 

造纸厂：纸浆池 

洗煤厂：沉淀池 

污水处理厂：进出水口、曝气池、回流污泥、初沉池、 

            二沉池、浓缩池、污泥脱水等。 

 

 

 

 

 

 

 

 

 

 

 

 

    

 

 

 

 

http://www.ahyc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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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性能 

测量范围：0 ~100g/L  

测量单位：g/L、mg/L 和 NTU（可选） 

准 确 度：±1.0%FS 

分 辨 率：1mg/L 

标    定：标准液标定或现场对比校验 

显    示：LCD 液晶显示 

 信号输出 

模拟输出：4～20mA（四线制），最大负载 750 

开关输出：2 组可编程继电器，可设置为报警功能  

          和定时功能；容量为 AC230V/2A 

数字接口：RS485（ModBus 协议） 

 供电电源 

供电电源：AC220V10%，50Hz 

         （可选 DC 24V） 

 物理性能 

材    质：变送器为 ABS 

          传感器为壳体 316 不锈钢/发射接收柱 PP 

过程连接：G1 管螺纹 

安装方式：支架投入式 

          卡装插入式或球阀插入式 

法兰管段式 

线缆长度：10 米标配（可延长） 

 环境性能 

防护等级：变送器 IP65 

          传感器 IP68 

工作温度：变送器 -20~55℃ 

          传感器 0~60℃ 

环境湿度：相对湿度≤85% 

过程压力：≤0.3MPa 

 订购指南    

 型号 备注 

 BD-FILTR550F1-MSS100 盘装式主机，投入式光电污泥浓度传感器，10 米线缆 

 BD-FILTR550M1-MSS100 壁挂式主机，投入式光电污泥浓度传感器，10 米线缆 

 编码翻译 

 BD-FILTR550   

 主机 传感器 

 F1：盘装式 MSS100：投入式 

 M1：壁挂式  

 选配附件 

名称 规格型号 备注 

线缆 XL-RVVP4×0.3 专用信号线缆（四芯屏蔽隔离） 

仪表箱 YBX-378*300*122 材质 304，尺寸 378*300*122 

仪表箱支架 ZJ-304-1M 材质 304，长度 1m 

传感器支架 ZJ-304-2M-G1 材质 304，长度 2m(可延长) 

自动清洗装置 ZQXZZ 吹扫装置，气动清洗 

插入式底座 DZ-304-G1 材质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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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污泥浓度计 

超声波污泥浓度计是为市政污水、工业废水、工业浆料等处理过程中，高浓度污泥和浆料浓度的测量

而设计的在线监测仪表。可以实时在线监测 0.2%至 60%的污泥和悬浮物浓度的变化并实现相关工艺过程

自动控制。超声波测量方式比射线测量方式具有绝对的安全性，因而被广泛应用水处理领域。 

 

 

 性能特点 

 投入式或管道式传感器安装，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污泥浓

度测量； 

 超声波高频技术，性能稳定可靠； 

 英文菜单，便于操作； 

 现场校准 4~20mA 输出电流，远程系统控制； 

 上、下限报警输出，可设定故障报警电流输出；                                          

 显示实时时钟，可以设定时间间隔，自动记录浓度变化

趋势线； 

• 可输出污泥浓度%或 g/L，现场选择。 

 

 

 

 

 

 

 

 

 

 应用领域 

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回流污泥、初沉池、二沉池、 

        浓缩池、污泥脱水等 

洗矿场：矿浆浓度、煤泥浓度、灰浆浓度、纸浆浓度等 

        颗粒杂质浓度检测控制 

 

 

 

 

 

 

 

 

 

投入式 

 

 

 

插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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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性能 

测量范围：污泥：0~10% 

          矿浆、泥沙：0~60% 

          不同介质量程有所变化 

准 确 度：±2.0%FS 

分 辨 率：0.05% 

响应时间：小于 10s（可调） 

标    定：出厂标定，可现场对比校验 

显    示：LCD 液晶显示 

 信号输出 

模拟输出：4～20mA（四线制），最大负载 750 

开关输出：2 组可编程继电器，可设置为报警功能  

          和定时功能，容量为 AC230V/5A 

数字接口：RS485 模块（可选） 

 供    电 

供电电源：AC220V±10%，50Hz（可选 DC 24V） 

 物理性能 

材    质：变送器为 ABS 

          传感器为 316 

安装方式：支架投入式，管段式，插入式 

线缆长度：10 米标配（可延长） 

 环境性能 

防护等级：变送器 IP65 

传感器 IP68 

工作温度：变送器-20~55℃ 

传感器 0~60℃ 

环境湿度：相对湿度≤85% 

过程压力：≤0.6MPa 

 订购指南  

 型号 备注 

 BF-ULS133F1-LSK100 盘装式主机，投入式污泥浓度传感器，10 米线缆 

 BF-ULS133F1-LSS200 盘装式主机，插入式污泥浓度传感器 

 BF-ULS133M1-LSK100 壁挂式主机，投入式污泥浓度传感器，10 米线缆 

 BF-ULS133M1-LSS200 壁挂式主机，插入式污泥浓度传感器 

 编码翻译 

BF-ULS133   

 主机 传感器 

 F1：盘装式 LSK100：浸没式 A 型 

 M1：壁挂式 LSS200：浸没式 B 型（插入管段专用） 

 选配附件 

名称 规格型号 备注 

线缆 XL-RVVP4×0.3 专用信号线缆（四芯屏蔽隔离） 

仪表箱 YBX-378*300*122 材质 304，尺寸 378*300*122 

仪表箱支架 ZJ-304-1M 材质 304，长度 1m 

传感器支架 ZJ-304-2M-G1 材质 304，长度 2m(可延长) 

管段 GD-TG 材质碳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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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泥水界面仪 

超声波泥水界面计是专为污水处理工艺中污泥界面的连续在线监测而设计。变送器利用可靠的超声波

回波检测原理，实现了污泥厚度的实时检测，为相关工艺的过程控制提供可靠数据，从而优化了排泥、加

药等工艺控制流程。 

 

 

 性能特点 

 超声波高频技术，性能稳定可靠； 

 连续测量，维护量小； 

 中文菜单，图像显示；易于操作，简单方便； 

 4~20mA 输出、继电器等多种接口输出； 

 自动化系统集成控制； 

 根据泥层自动调节发射功率； 

 探头清洁设备（可选）； 

 长期使用稳定可靠，维护简易。 

 

 

 

 

 

 

 

 

 

 

 应用领域 

给水厂： 沉淀池 

洗矿场： 沉淀池 

电  力： 灰浆沉淀池 

污水处理厂：初淀池、二沉池、浓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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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性能  

测量范围：0.5~10m 

准 确 度：1.0%FS 

分 辨 率：1mm 

标    定：出厂标定，可现场校验 

显    示：LCD 液晶显示 

 信号输出 

模拟输出：4～20mA（四线制），最大负载 750 

开关输出：2 组可编程继电器，可设置为报警功能  

          和定时功能，容量为 AC230V/5A 

数字接口：RS485 模块（可选） 

 供    电 

供电电源：AC220V10%，50Hz（可选 DC 24V） 

 物理性能 

材    质：变送器为 ABS 

          传感器为 316 不锈钢 

连接方式：G1 管螺纹 

安装方式：支架投入式 

线缆长度：10 米标配（可延长） 

 环境性能 

防护等级：变送器 IP65 

          传感器 IP68 

工作温度：变送器 -20~55℃ 

          传感器 0~60℃ 

环境湿度：相对湿度≤85% 

过程压力：≤0.6MPa 

 订购指南  

 型号 备注 

 BH-ULR4000F1-CHL005 盘装式主机，传感器带 10 米线缆，量程 5 米 

 BH-ULR4000F1-CHL010 盘装式主机，传感器带 10 米线缆，量程 10 米 

 BH-ULR4000M1-CHL005 壁挂式主机，传感器带 10 米线缆，量程 5 米 

 BH-ULR4000M1-CHL010 壁挂式主机，传感器带 10 米线缆，量程 10 米 

 编码翻译 

  BH-ULR4000   

 主机 传感器 

 F1：盘装式 CHL005：5m 量程 

 M1：壁挂式 CHL010：10m 量程 

 选配附件 

名称 规格型号 备注 

线缆 XL-RVVP4×0.3 专用信号线缆（四芯屏蔽隔离） 

仪表箱 YBX-378*300*122 材质 304，尺寸 378*300*122 

仪表箱支架 ZJ-304-1M 材质 304，长度 1m 

传感器支架 ZJ-304-2M-G1 材质 304，长度 2m(可延长) 

自动清洗装置 ZQXZZ 吹扫装置，气动清洗 



  专业 专注 服务                                      重庆伦晗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 19 - 

 

余氯在线分析仪 

工业余氯在线分析仪是一款全新的余氯分析仪，本表具有高度的智能化和灵活性，可同时测量余氯、

次氯酸，pH、温度，广泛应用于电力、供水、医药、化工、食品等行业，对水中的余氯和 pH 值进行连续

测量。 

 性能特点 

 量程宽且检出限低； 

 采用选择性膜传感器； 

 带 pH 补偿，带热敏电阻温度补偿； 

 内置流量控制装置； 

 维护量小，安装简单，维护方便。 

 技术参数 

 

 

 

柜式（带控制流量装置） 

350*580*200mm 

  

 

 

           极谱法原理 

          膜法余氯电极 

  

壁挂式变送器 

245*224*65.5mm 

测量范围：余 氯：0～20.00mg/L，分辨率 0.01mg/L  

          HOCL：0～10.00mg/L，分辨率 0.01mg/L 

          pH 值：0～14.00pH，分辨率 0.01pH 

      温 度：0～99.9℃，分辨率 0.1℃ 

准 确 度：余 氯：优于±1%或 ± 0.01mg/L 取较大者  

          HOCL：优于±1%或 ± 0.01mg/L 取较大者 

          pH 值：优于±0.01pH  

          温 度：优于±0.5℃（0～60.0℃） 

最小检出：0.01mg/L HOCL 

工作环境：温度 0~45℃ / 相对湿度≤85% 

模拟输出：4~20mA、负载 750Ω（可选 HOCL、FAC、PH、T 之

一） 

开关输出：两组继电器开关（可选 HOCL、FAC、PH、T 之一） 

数字接口：RS485（ModBus 协议） 

   膜法余氯传感器 

响应时间：90% 少于 2min，95% 少于 5min（室温） 

温度范围：测量时 2~45℃ 

最小流速：200~250mL/min，流通式流量不能小于 30L/h 

PH 范 围：4~8.2pH 

耐压范围：0~1bar 

温度补偿：热敏电阻 

电极电缆：3m 高阻抗低噪音屏蔽电缆线（可延长至 10 米） 

电极材质：316L 不锈钢壳体，POM 膜帽，PTFE 膜 

维护间隔：一般每六个月更换一次膜和电液（由介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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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特点 

 量程很宽且精确，采用恒电压电极； 

 仪器有多种显示方式，方便用户对显示方式的不同要求； 

 余氯定标提供余氯零点定标和斜率定标，菜单设计清晰明了； 

 数字时钟提供计时功能，带温度补偿； 

 高低报警硬件隔离，每个通道可任意选择测量参数，迟滞量可预设； 

 技术参数 

 

 

 

 

盘装式变送器 

96*96*118mm 

 

 

 

恒电压原理 

ORP 法余氯电极 

 订购指南  

 型号 备注 

 BJ-CLSS6500M1-CM3300 壁挂式主机，膜法余氯电极，10 米线缆，PH 电极（PH 补偿） 

 BJ-CLSS6500F1-CR2200 盘装式主机，ORP 法电极，10 米线缆，投入式安装 

 BJ-CLSS6500E1-CM3300 柜式，膜法余氯电极，1 米线缆，带控制流量装置 

 编码翻译 

 BJ-CLSS6500   

 主机 传感器  

 M1：壁挂式 CR2200：ORP 法 

 F1：盘装式 CM3300：膜法 

 E1：柜式  

测量范围：余氯：0~20mg/L，分辨率 0.01mg/L 

          温度：0~99.9℃，分辨率 0.1℃ 

测量精度：余氯：优于±2%或±0.02mg/L 取较大者 

          温度：优于±0.5℃（0~60℃） 

最小检出：0.01mg/L  

重 复 性：±0.01mg/L 余氯 

模拟输出：4~20mA、负载 750Ω 

开关输出：继电器报警，任意设置迟滞量，容量 AC220V，5A； 

          可独立选择对应的测量参数（FAC、T） 

数值接口：RS485 通讯，部分兼容 Modbus 协议（选配） 

工作环境：环境温度 0~60℃ 相对湿度＜85% 

工作电源：AC220V±10%，功率≤10W 

防护等级：变送器 IP65，传感器 IP68 

   ORP 法余氯传感器 

测量范围：0~2ppm、2~20ppm、0~200ppm 

电      极：玻璃球泡，内部铂金，本体玻璃 

参比电极：gel 带 annular 接点 

电极电缆：3m 高阻抗低噪音屏蔽电缆线（可延长至 10 米） 

工作压力：10bar 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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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 cr在线自动监测仪 

化学需氧量（COD）是以化学方法测量水样中需要被氧化的还原性物质的量。水样在一定条件下，

以氧化 1 升水样中还原性物质所消耗的氧化剂的量为指标，折算成每升水样全部被氧化后，需要的氧的毫

克数，以 mg/L 表示。它反映了水中受还原性物质污染的程度。该指标也作为有机物相对含量的综合指标

之一。 

 

 性能特点 

 仪器的消解比色一体完成，结构简单可靠，减少产生误差的

可能。 

 采用进口改型聚四氟乙烯透明软管，管径大于 1.5mm，减

少了水样颗粒堵塞机率。 

 可以自动清洗采样管道，防止藻类或者生物膜的生成。 

 异常复位和断电后来电，仪器自动排出仪器内残留反应物，

自动恢复工作状态。 

 故障率低、维护量小、试剂消耗量少。 

 智能故障自诊断功能，报警提示，仪器管理和维护十分方便。 

 采用多通道阀，防腐性能强，使用寿命长，安全可靠。 

 

 

 

 

 应用领域 

   适于化学需氧量在 10～2000mg/L 范围内且氯化物浓度低

于 2.5g/L Cl¯的废水， 根据用户实际要求，可以适用于氯化物

浓度低于 20g/L Cl¯的废水。 

 

  工业污染源废水在线监测 

  工业过程用水在线监测 

  市政污水处理厂进出口水质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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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参数 

型    号 NH-310CODcr 

方法依据 国家标准 GB11914-89《水质-化学耗氧量测定-重铬酸盐法》 

测量范围 10~2000mg/L  COD 

准 确 度 示值误差≤±10% 

重复性误差 ≤±10% 

测量周期 最小测量周期为 40min，据实际水样可在 5~120min 任意修改消解时间。 

采样周期 时间间隔（20~9999min 任意可调）和整点测量模式 

校    正 仪器可定时进行灵敏度和零点校正 

校准周期 1~99 天任意间隔任意时刻可调 

维护周期 一般每月一次，每次约 30min 

模拟输出 1 路 4~20mA 输出（可选 2 路 4~20mA 输出） 

信号接口 RS232 或 RS485 

开 关 量 可选 1-6路继电器输出，容量 220VAC/2A 

实际水样对比 误差≤±10% 

MTBF ≥720h/次 

环境要求 建议温度+5~28℃；湿度≤90%（不结露） 

尺    寸 高 1430×宽 500×深 403（mm）。 

电    源 AC220±10%V，50±10%Hz，5A 

其    他 异常报警和断电不会丢失数据；  触摸屏显示及指令输入； 

异常复位和断电后来电，仪器自动排出器内残留反应物，自动恢复工作状态 

 

 

工作站安装（建议）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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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在线自动监测仪 

水中的氨氮是指以游离氨形式存在的氨，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水中含氮有机物受微生物作用的分解产

物，焦化合成氨等工业废水，以及农田排水等。水体中氨氮含量较高时，对鱼类呈现毒害作用，对人类也

又不同程度的危害。测定水中氨氮含量有助于评价水体被污染和“自净”状况，因此氨氮是表征水质污染

的重要指标。 

 

 

 性能特点 

 仪器的消解比色一体完成，结构简单可靠，减少产生误差的可

能。 

 采用进口改型聚四氟乙烯透明软管，管径大于 1.5mm，减少了

水样颗粒堵塞机率。 

 可以自动清洗采样管道，防止藻类或者生物膜的生成。 

 异常复位和断电后来电，仪器自动排出仪器内残留反应物，自

动恢复工作状态。 

 故障率低、维护量小、试剂消耗量少。 

 智能故障自诊断功能，报警提示，仪器管理和维护十分方便。 

 采用多通道阀，防腐性能强，使用寿命长，安全可靠。 

 

 

 

 

 

 应用领域 

   适于氨氮在 0.1～300mg/L 范围内的废水， 根据用户实际要

求， 过高的钙镁离子、 余氯或浊度等可能会对测量产生干扰。 

 

  工业污染源废水在线监测 

  工业过程用水在线监测 

  市政污水处理厂进出口水质在线监测 

  河流、湖泊水库、地下水水质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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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参数 

型    号 NH-311N 

方法依据 HJ/T 101-2003《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测量范围 0.1~300mg/L  氨氮 

准 确 度 示值误差≤±10% 

重复性误差 ≤±10% 

测量周期 最小测量周期为 20min，据实际水样可在 5~120min 任意修改消解时间。 

采样周期 时间间隔（20~9999min 任意可调）和整点测量模式 

校    正 仪器可定时进行灵敏度和零点校正 

校准周期 1~99 天任意间隔任意时刻可调 

维护周期 一般每月一次，每次约 30min 

模拟输出 1 路 4~20mA 输出（可选 2 路 4~20mA 输出） 

信号接口 RS232 或 RS485 

开 关 量 可选 1-6路继电器输出，容量 220VAC/2A 

实际水样对比 误差≤±10% 

MTBF ≥720h/次 

环境要求 建议温度+5~28℃；湿度≤90%（不结露） 

尺    寸 高 1430×宽 500×深 403（mm）。 

电    源 AC220±10%V，50±10%Hz，5A 

其    他 异常报警和断电不会丢失数据；触摸屏显示及指令输入； 

异常复位和断电后来电，仪器自动排出器内残留反应物，自动恢复工作状态 

 

 

 

工作站安装（建议）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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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磷在线自动监测仪 

总磷是指水体中颗粒和溶解的有机磷和无机磷的总和，总磷反映水体受磷污染的程度。水体中磷的含

量增多会引起富营养化，造成水华或赤潮的发生，严重影响水质。 

 

 

 性能特点 

 仪器的消解比色一体完成，结构简单可靠，减少产生误差的

可能。 

 采用进口改型聚四氟乙烯透明软管，管径大于 1.5mm，减少

了水样颗粒堵塞机率。 

 可以自动清洗采样管道，防止藻类或者生物膜的生成。 

 异常复位和断电后来电，仪器自动排出仪器内残留反应物，

自动恢复工作状态。 

 故障率低、维护量小、试剂消耗量少。 

 智能故障自诊断功能，报警提示，仪器管理和维护十分方便。 

 采用多通道阀，防腐性能强，使用寿命长，安全可靠。 

 

 

 

 

 

 

 应用领域 

适于总磷在 0～50mg/L 范围内的废水。大部分常见的离子不

干扰测定，但是对于部分含有大量有机物的样品，测量结果可能

会偏低。 

 

  实验室及测现场在线快速水质分析 

  河流、湖泊水库、地下水水质在线监测 

  自来水厂水质在线监测 

  工业污染源废水在线监测 

  市政污水处理厂进出口水质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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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参数 

型    号 CF-DH312P1 

方法依据 HJ 593-2010《水质-单质磷的测定-磷钼蓝分光光度法》 

测量范围 0~50mg/L  总磷 

准 确 度 示值误差≤±10% 

重复性误差 ≤±10% 

测量周期 最小测量周期为 40min，据实际水样可在 5~120min 任意修改消解时间。 

采样周期 时间间隔（20~9999min 任意可调）和整点测量模式 

校    正 仪器可定时进行灵敏度和零点校正 

校准周期 1~99 天任意间隔任意时刻可调 

维护周期 一般每月一次，每次约 30min 

模拟输出 1 路 4~20mA 输出（可选 2 路 4~20mA 输出） 

信号接口 RS232 或 RS485 

开 关 量 可选 1-6路继电器输出，容量 220VAC/2A 

环境要求 建议温度+5~28℃；湿度≤90%（不结露） 

实际水样对比 误差≤±10% 

MTBF ≥720h/次 

尺    寸 高 1430×宽 500×深 403（mm）。 

电    源 AC220±10%V，50±10%Hz，5A 

其    他 异常报警和断电不会丢失数据；  触摸屏显示及指令输入； 

异常复位和断电后来电，仪器自动排出器内残留反应物，自动恢复工作状态 

 

 

 

工作站安装（建议）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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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锰酸盐指数在线自动监测仪 

高锰酸盐指数是反映水体中有机及无机可氧化物质的常用指标。定义为：在一定条件下，用高锰酸盐

氧化水中的某些有机物和无机还原性物质，由消耗的高锰酸钾量计算相当的氧量。 

 

 

 性能特点 

 本仪器采用 GB11892-89《水质-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标

准； 

 断电保护设计，具有断电、再上电数据自动恢复功能； 

 智能故障自诊断功能，仪器管理和维护十分方便； 

 专利设计，产品故障率低、维护量低、试剂消耗量低； 

 适用于污染源和地表水的测量，也可以适用于污水处理过

程中的检测； 

 具有网络功能，通过网络，能实现数据远程控制； 

 采用顺序注射分析法，流路简单，试剂消耗低，自动化程

度高； 

 采用多通道阀，防腐性能强，使用寿命长，安全可靠。 

 

 

 

 

 

 

 

 应用领域 

化    工：医药、氯碱化工、颜料染料、纸浆造纸、中间 

          体、化肥、淀粉、太白粉、农药、冶金、粘胶、 

          洗涤剂等行业； 

水 处 理：空气洗涤器、锅炉进水、冷却水、热电厂用水； 

废    水：电镀废水、工业废水、重金属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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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参数 

型    号  CH-DH314M1 

方法依据 GB11892-89《水质-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滴定法 

测量范围 0~20mg/L    

准 确 度 示值误差≤±10% 

重复性误差 ≤±5% 

测量周期 最小测量周期为 45min，据实际水样可在 5~120min 任意修改消解时间。 

采样周期 时间间隔（20~9999min 任意可调）和整点测量模式 

校    正 仪器可定时进行灵敏度和零点校正 

校准周期 1~99 天任意间隔任意时刻可调 

维护周期 一般每月一次，每次约 30min 

模拟输出 1 路 4~20mA 输出（可选 2 路 4~20mA 输出） 

信号接口 RS232 或 RS485 

开 关 量 2路继电器输出（最多可做到 6路），容量 220VAC/2A 

环境要求 建议温度+5~28℃；湿度≤90%（不结露） 

实际水样对比 误差≤±10% 

MTBF ≥720h/次 

尺    寸 高 1430×宽 500×深 403（mm）。 

电    源 AC220±10%V，50±10%Hz，5A 

其    他 异常报警和断电不会丢失数据；  触摸屏显示及指令输入； 

异常复位和断电后来电，仪器自动排出器内残留反应物，自动恢复工作状态 

 

 

工作站安装（建议）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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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物在线自动监测仪 

氰化物是黄金工业的重要浸金溶剂，大部分黄金生产企业采用氢化法，而氰化物又是一种既有剧毒又

容易被降解的特殊化学品。高浓度的氰化物来自含氰工业污水 ，主要有电镀污水、氰化提金、焦炉和高

炉的煤气洗涤废水及冷却水、一些化工污水和选矿污水、合成橡胶、纤维和染料等工业等。 

 

 性能特点 

 智能故障自诊断功能，仪器管理和维护十分方便； 

 异常复位、断电后来电，仪器排出残留反应物并自动恢复工

作状态； 

 自动判断试剂有无，鸣音警告； 

 独特的专利设计，产品故障率低、维护量低、试剂消耗量低； 

 具有网络功能，通过网络，能实现数据远程控制； 

 独特的滴定系统设计，具有计量泵流量校正系统，随时保持

滴定的精确度； 

 顺序注射分析法，流路简单，试剂消耗低，自动化程度高； 

 采用多通道阀，防腐性能强，使用寿命长，安全可靠。 

 

 技术参数 

型    号  CJ-DH315C1 

方法依据 GB/T7486-87《水质-氰化物的测定》- 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测量范围 0~3.0mg/L（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准 确 度 示值误差≤±10% 

重 复 性 误差≤±10% 

测量周期 最小测量周期为 45min 

采样周期 时间间隔（10~9999min 任意可调）和整点测量模式 

校正模式 手动和自动两种模式 

通信输出 RS232 或 RS485 及模拟量（4~20）mA 

实际水样对比 误差≤±10% 

尺    寸 高 1430×宽 500×深 403（mm）。 

 应用领域 

工业污染源污水处理厂                          工业过程用水    

地表水、地下水、饮用水源                      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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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铬/六价铬在线自动监测仪 

铬的毒性与其存在价态有关，通常认为六价铬的毒性比三价格高 100 倍，六价铬更易为人体吸收而且

在体内蓄积，导致肝癌。因此我国已把六价铬规定为实施总量控制的指标之一。 

 

 性能特点 

 采用 GB/T7467-87《水质-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7466-87《水质-总铬的测定》； 

 智能故障自诊断功能，仪器管理和维护十分方便； 

 具有量程自动切换功能，无需人工设定； 

 具有反控功能，仪器可通过远程中控控制，增加操作方便性； 

 可设置定时、间隔、遥测等采样方式； 

 异常复位和断电后来电，仪器排出残留反应物并自动恢复工作状态； 

 适用于地表水、地下水、污水等过程检测； 

 具有网络功能，通过网络，能实现数据远程控制； 

 顺序注射分析法，流路简单，试剂消耗低，自动化程度高； 

 采用多通道阀，防腐性能强，使用寿命长，安全可靠。 

 

 

 技术参数 

型    号 DA-DH316G1 

方法依据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测量范围 0~10mg/L（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准 确 度 误差≤±5% 

重复性误差 误差≤±5% 

测量周期 最小测量周期为 20min 

采样周期 时间间隔（10~9999min 任意可调）和整点测量模式 

校正模式 手动和自动两种模式 

通信输出 RS232 或 RS485 及模拟量（4~20）mA 

实际水样对比 误差≤±10% 

尺    寸 高 1430×宽 500×深 403（mm）。 

 应用领域 

工业污染源废水在线监测（铬矿石的加工、金属表面处理、皮革鞣制、电镀、印染等） 

工业过程用水在线监测                            市政污水处理厂进出口在线监测 

河流、湖泊水库、地下水、地表水水质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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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铜/铜离子在线自动监测仪 

铜是应用广泛的重要金属，被应用在很多领域，在冶炼、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有机合成及其他工业

的废水中都含有铜，铜可以抑制水中浮游生物或藻类的生长，在饮用水中，铜离子浓度超过 1mg/L 就会产

生苦味。因此我国已把铜离子规定为实施总量控制的指标之一。 

 

 性能特点 

 智能故障自诊断功能，仪器管理和维护十分方便； 

 自动判断试剂有无，鸣音警告； 

 具有量程自动切换功能，无需人工设定； 

 具有反控功能，可通过远程中控控制，增加操作方便性； 

 可设置定时、间隔、遥测等采样方式； 

 异常复位、断电后来电，仪器排出残留反应物并恢复工作状态； 

 适用于地表水、地下水、污水处理的过程检测； 

 具有网络功能，通过网络，能实现数据远程控制； 

 顺序注射分析法，流路简单，试剂消耗低，自动化程度高； 

 采用多通道阀，防腐性能强，使用寿命长，安全可靠。 

 

 技术参数 

型    号 DB-DH317T1 

方法依据 HJ 485-2009《水质-铜的测定-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分光光度法》 

测量范围 0~10.0mg/L（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准 确 度 误差≤±5% 

重复性误差 误差≤±5% 

测量周期 最小测量周期为 20min 

采样周期 时间间隔（10~9999min 任意可调）和整点测量模式 

校正模式 手动和自动两种模式 

通信输出 RS232 或 RS485 及模拟量（4~20）mA 

实际水样对比 误差≤±10% 

尺    寸 高 1430×宽 500×深 403（mm）。 

 应用领域 

工业污染源废水在线监测（冶炼、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有机合成等） 

工业过程用水在线监测                          地表水水质在线监测 



 伦晗·中国                                       专业 专注 服务                                          

 - 32 - 

总镍/镍离子在线自动监测仪 

镍是银白色具有磁性的金属，常温下在空气中稳定，是一种不活泼的元素。镍易与硝酸作用，与稀盐

酸或稀硫酸的作用较慢。镍存在于自然界多种矿石中，常与硫、砷或锑结合。在采矿、冶炼、合金生产、

金属加工、电镀、化工、陶瓷及玻璃等工业生产的废水中可能含镍。 

 

 性能特点 

 运行稳定，操作维护简便，运行费用低； 

 智能故障自诊断功能，仪器管理和维护十分方便； 

 具有量程自动切换功能，无需人工设定； 

 具有反控功能，可通过远程中控控制，增加操作方便性； 

 可设置定时、间隔、遥测等采样方式； 

 异常复位、断电后来电，仪器排出残留反应物并恢复工作状态； 

 适用于地表水、地下水、污水处理等过程检测； 

 具有网络功能，通过网络，能实现数据远程控制； 

 顺序注射分析法，流路简单，试剂消耗低，自动化程度高； 

 采用多通道阀，防腐性能强，使用寿命长，安全可靠。 

 

 技术参数 

型    号 DC-DH318N1 

方法依据 GB/T11910-89《水质-镍的测定 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 

测量范围 0~10.0mg/L（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准 确 度 误差≤±5% 

重复性误差 误差≤±5% 

测量周期 最小测量周期为 20min 

采样周期 时间间隔（10~9999min 任意可调）和整点测量模式 

校正模式 手动和自动两种模式 

通信输出 RS232 或 RS485 及模拟量（4~20）mA 

实际水样对比 误差≤±10% 

尺    寸 高 1430×宽 500×深 403（mm）。 

 应用领域 

工业污染源废水在线监测（采矿、冶炼、合金生产、金属加工、电镀、化工及陶瓷与玻璃等） 

工业过程用水在线监测                          地表水水质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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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铅/铅离子在线自动监测仪 

    铅是人体惟一不需要的微量元素，它是一种稳定的不可降解的污染物，在环境中可长期积累，也可在

人体和动物组织中蓄积。铅的主要毒性效应是导致贫血症、神经机能失调和肾损伤。铅的主要污染源是蓄

电池、冶炼、五金、机械、涂料和电镀行业等排放的废水。铅是我国实施排放总量控制的指标之一。 
 

 性能特点 

 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适用于恶劣的工作环境； 

 智能故障自诊断功能，仪器管理和维护十分方便； 

 断电保护设计，具有断电、再上电的数据自动恢复功能； 

 有超标报警功能，与采样器配合使用，实现超标留样； 

 具有网络功能，通过网络平台，可实现数据共享及远程控制； 

 适用于地表水、地下水、污水等过程检测； 

 顺序注射分析法，流路简单，试剂消耗低，自动化程度高； 

 采用多通道阀，防腐性能强，使用寿命长，安全可靠。 

 

 技术参数 

型    号 DD-DH328A1 

方法依据 卟啉分光光度法 

测量范围 0~10mg/L（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准 确 度 误差≤±5% 

重 复 性 误差≤±5% 

测量周期 最小测量周期为 20min 

采样周期 时间间隔（10~9999min 任意可调）和整点测量模式 

校正模式 手动和自动两种模式 

通信输出 RS232 或 RS485 及模拟量（4~20）mA 

实际水样对比 误差≤±10% 

尺    寸 高 1430×宽 500×深 403（mm）。 

 应用领域 

工业污染源废水在线监测（蓄电池、冶炼、五金、机械、涂料和电镀行业等） 

工业过程用水在线监测                          地表水水质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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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氮（TN）在线自动监测仪 

总氮（TN）是指水中可溶性及悬浮颗粒中的含氮量，包括水中亚硝酸氮、硝酸盐氮、无机铵盐、溶解

态氨以及大部分有机含氮化合物中的氮。湖泊、水库中含有超标的氮、磷物质时，造成浮游植物繁殖旺盛，

出现富营养化状态。总氮是控制水质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性能特点 

 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适用于恶劣的工作环境； 

 智能故障自诊断功能，仪器管理和维护方便； 

 断电保护设计，具有断电、再上电的数据自动恢复功能； 

 超标报警，与采样器配合使用，实现超标留样； 

 网络链接，实现数据共享及远程控制； 

 适用于污染源和地表水的测量，也可以适用于污水处理过程中的检测； 

 顺序注射分析法，流路简单，试剂消耗低，自动化程度高； 

 采用多通道阀，防腐性能强，使用寿命长，安全可靠。 

 

 技术参数 

型    号 DE-DH313TN 

方法依据 GB11894-89《水质-总氮的测定-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测量范围 0~100mg/L（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准 确 度 误差≤±10% 

重 复 性 误差≤±10% 

测量周期 最小测量周期为 40min 

采样周期 时间间隔（10~9999min 任意可调）和整点测量模式 

校正模式 手动和自动两种模式 

通信输出 RS232 或 RS485 及模拟量（4~20）mA 

实际水样对比 误差≤±10% 

尺    寸 高 1430×宽 500×深 403（mm）。 

 应用领域 

 河流、湖泊水库、地下水水质在线监测           自来水厂水质在线监测                       

 市政污水处理厂进出口水质在线监测             工业污染源废水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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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锌在线自动监测仪 

锌污染是指锌及化合物所引起的环境污染。主要污染源有锌矿开采、冶炼加工、机械制造以及镀锌、

仪器仪表、有机合成和造纸等工业的排放。汽车轮胎磨损以及煤燃烧产生的粉尘、烟尘中均含有锌及化合

物，工业废水中锌常以锌的羟基络合物存在。 

 

 性能特点 

 独特的比色池设计，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和数值稳定性； 

 智能故障自诊断功能，仪器管理和维护十分方便； 

 异常复位和断电后来电，仪器自动排出残留试剂，自动恢

复工作状态； 

 具有网络功能，通过网络，能实现数据远程控制； 

 具有反控功能，可通过远程中控控制，增加操作方便性； 

 采用顺序注射分析法，流路简单，试剂消耗低，自动化程

度高； 

 采用多通道阀，防腐性能强，使用寿命长，安全可靠。 

 

 技术参数 

型    号 DF-DH324Z1 

方法依据 锌试剂分光光度法 

测量范围 0~10mg/L（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准 确 度 误差≤±5% 

重 复 性 误差≤±5% 

测量周期 最小测量周期为 20min 

采样周期 时间间隔（20~9999min 任意可调）和整点测量模式 

校正模式 手动和自动两种模式 

通信输出 RS232 或 RS485 及模拟量（4~20）mA 

实际水样对比 误差≤±10% 

尺    寸 高 1430×宽 500×深 403（mm）。 

 应用领域 

工业污染源废水在线监测（锌矿开采、冶炼加工、机械制造以及镀锌、有机合成和造纸等工业等） 

工业过程用水在线监测                          地表水水质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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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自动采样仪 

DG-SBC-6000 等比例在线自动采样仪可以根据水样采样要求实现多种采样方式（定流定量采样、定时

比例采样、定时定量采样、定量采样和突发采样）及多种装瓶方式(单采和混采)。是对江、河、湖泊、企

业排放口等实现科学监测的理想采样工具。设有实时网络通信接口，接收上位计算机或指定的控制装置的

信息，实现远程采样监控。 

 性能特点 

 仪器采用不锈钢外壳并且外加喷塑，强度高，防腐能力强； 

 样品恒温保存功能，可保持样品足够新鲜； 

 仪器具备断电自动保护功能； 

 多种采样方式，可实现等时间间隔、定时、瞬时流量、远程启动

等多种方式； 

 独特的 0号瓶设计，实现了前后批次水样无交叉污染的采样方式； 

 样品冷藏部分内胆选用不锈钢材质，极其耐腐和坚固； 

 集成化程度高，大大减少了仪器出现故障的机率，方便现场人员

调试和维修； 

 具备断电信息，温度超标，无水报警记录和上传等功能；  

 水样灌装为摇壁直灌式，无分配盘，不产生二次污染。 

 

    

 技术参数 

型    号  DG-SBC-6000 

分瓶存储  24×1000mL 

最大垂直吸程  8.5 m 

采样方式  定时定量、定流定量、定时比例、定量采样、突发采样、远程采样 

采样时间间隔  1 分钟～99 小时 

采样精度  ≤±5%FS 

流量测量范围  0～99999m³/h 

流量输入信号  4～20mA 

数字显示  192x128 图形液晶全汉字显示，菜单方式操作，简捷方便 

计算机输出接口  标准 RS232 或 RS485；实时网络通信(可拨号联网) 

水质样品的存储温度  4±2℃(不恒温的采样仪除外) 

工作电源  220V AC, 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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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五参数分析仪 

DH-DH326WS 水质五参数在线监测仪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测大型污水处理厂各个环节的水质常规五

参数。常规五参数分析仪主机连接 pH、溶氧、电导率和浊度 4 支传感器，常规五参数：pH、温度、溶氧、

电导率、浊度。水质常规五参数可以直接并综合反映水体受有机和无机污染的程度以及水体本身的一些相

关物理指标，国家环保局监测项目中常规五参数也被列为必测项目。可用于地表水、地下水、水源水、饮

用水、污水排放口、海洋等不同水体的水质在线监测。 

 

 性能特点 

 系统集成架构，一套系统可测试多种参数； 

 传感器可任意组合，可接 1 到 4 支传感器，适用于

测试点/测试参数较少的场合，如一个池子测试 4

个不同的参数； 

 安装简单易行，维护简单； 

 多种输出信息供选，如 RS485（MODBUS）或

4~20mA 模拟电流输出  

 具有断电保护和来电自动恢复功能，断电后设定的

参数不丢失； 

 在一定范围内对电极进行自动补偿； 

 无须填加试剂，没有试剂消耗； 

           

 

参数 测量范围 分辨率 准确度 

溶解氧  

（%空气饱和度） 
0~200% 0.10% ±2% 

溶解氧  

（毫克/升） 
0~20mg/L 0.01 毫克/升  ±0.1 mg/L 

电导率 0~2000 uS/cm 
0.001~0.1 uS/cm 

（视量程而定） 
±1.0 % FS 

温度  -5~+60℃ 0.01℃ ±0.15℃ 

PH 0~14pH  0.01 pH  ±0.05 pH  

ORP  -1000~+1000mV  0.1mV  ±3 mV 

浊度 0~1000NTU 0.1NTU 
±%5.0 FS 

≤10NTU 不大于 1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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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探测器 

报警仪可以使用在国家规定的 1 区或 2 区危险场所。报警仪的主要功能是监测环境中有毒有害、可燃

气体的浓度。其主要监测的气体 CO，H2S，NH3，CL2，H2，等有机物和某些无机物，并可转换成相应的

数据显示以及（4-20）mA 标准电流信号输出，实现于 DCS 等设备的连接。用户还可选用本公司生产的气

体检测报警控制器来集中观察、控制。 

 

 性能特点 

 长寿命、高灵敏度、低漂移，工作稳定可靠； 

 传感器故障自检、两级浓度报警，具有继电器输出

功能； 

 液晶或数码管气体浓度数字显示和工作状态显示； 

 具有温度补偿、自动零点校正功能； 

 4～20mA 标准模拟输出和 RS485 数字输出，可上

传 DCS、PLC 系统； 

 红外遥控方式或磁棒控制方法，不开盖即可对探测

器进行调整，安全方便； 

 采用隔爆式设计适用于危险条件 1、2 区； 

 

 探测器技术参数 

 

检测原理：催化燃烧式；电化学式 

检测气体：烷类、炔类、氢气等气体；有毒有害气体 

采样方式：自然扩散 

测试范围：0~100%LEL 

          0~****PPM（根据被测气体决定） 

分 辨 率：1%LEL；1PPM/0.1PPM 

测量误差：满量程±5%LEL 

状态指示：3 个LED灯指示电源、二级报警 

调试方式：红外操控器 

响应时间：＜30s 

恢复时间：＜30s 

环境温度：-20℃~70℃ 

相对湿度：＜90%R 

防爆方式：隔爆型 

防爆等级：Ex d ⅡC T6 Gb 

防护等级：IP65 

电    源：DC24V±25% 

输出信号：三线制 4~20mA（或四线制RS485） 

功    耗：≤3W 

安装螺纹：G1/2 

使用电缆：≥1.5mm²×3 分线；≥1.5mm²×4 总线 

探测器与主机间最大距离：≤1000m 

整机重量：≤1500g 

压力限制：86kPa～106kPa 

使用场所：在具有爆炸性可燃气体IIA~IIC级，温 

          度组别为T1~T6 的危险场所使用 

 应用领域 

    广泛使用于制药，化工化肥，天然气管网，污水处理，市政，冶铁炼钢，乙炔厂，制冷车间，化工

车间，燃气站区，锅炉房，酒店厨房操作间等需要防毒防火防爆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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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购指南 

型号 名称 备注 

DI-QD6000 气体报警控制器 
可带多个气体探测器，同时对多点集中控制。 

分为 2 通道、4 通道、8 通道。 

DI-QD6330 气体探测器 三线制，LED 显示，显示浓度值，4~20mA 输出 

DI-QD6310 气体探测器 三线制，无数值显示和状态指示，4~20mA 输出 

DI-QD100 声光报警器 
声光报警功能，与气体探测器配套使用 

材质铝合金，光强 1000±200mcd，DC24V 供电 

可测气体及相关参数表（如未列气体请与本公司联系） 

被测气体 测量范围 可选量程 分辨率 响应时间 

 硫化氢       H2S  0~100ppm 0~50/200/1000ppm 0.1/1ppm ≤15 秒 

 可燃         EX  0~100%LEL  0~100%VOL(红外) 1%LEL/1%VOL ≤15 秒 

 一氧化碳     CO    0~1000ppm 0~500/2000/5000ppm 0.1/1ppm ≤15 秒 

 甲烷        CH4 0~100%LEL 0~100%VOL 1%LEL/0.1%VOL ≤15 秒 

 氨气        NH3 0~100ppm 0~50/500/1000ppm 0.1/1ppm ≤20 秒 

 二氧化碳    CO2  0~5000ppm 0~1%/5%/10%VOL(红外) 1ppm/0.01%VOL ≤20 秒 

 氢气         H2   0~100%LEL 0~1000ppm 1%LEL/1ppm ≤20 秒 

 二氧化硫    SO2   0~20ppm 0~50/1000ppm 0.1/1ppm ≤20 秒 

 氧气         O2  0~25%VOL 0~30%/100%VOL 0.1%VOL ≤15 秒 

 臭氧         O3  0~10ppm 0~20/100ppm 0.01/0.1ppm ≤20 秒 

 一氧化氮    NO 0~250ppm 0~500/1000ppm 1ppm ≤20 秒 

 二氧化氮    NO2 0~20ppm 0~50/1000ppm 0.1/1ppm ≤20 秒 

 磷化氢      PH3 0~20ppm 0~20/100ppm 0.1ppm ≤20 秒 

 氯化氢      HCL 0~20ppm 0~20/50/100ppm 0.01/0.1ppm ≤20 秒 

 氮气         N2 0~30%VOL 0~30%/100%VOL 0.1/1ppm ≤20 秒 

 氯气         Cl2 0~20ppm 0~10/100ppm 0.1ppm ≤20 秒 

 二氧化氯    ClO2 0~50ppm 0~10/100ppm 0.1ppm ≤20 秒 

 氰化氢      HCN 0~50ppm 0~100ppm 0.1/0.01ppm ≤20 秒  

 甲醛       CH2O 0~20ppm 0~50/100ppm 0.1/1ppm ≤20 秒 

 氟化氢      HF 0~10ppm 0~1/10/50/100ppm 0.1/0.01ppm ≤20 秒 

 氟气        F2 0~10ppm 0~1/10ppm 0.1/1ppm ≤20 秒 

 二甲苯、甲苯 0~20ppm 0~5/10/50/100ppm 0.1/0.01ppm ≤2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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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由传感器和转换器两部分构成。它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工作的，用来测量导电液体

的体积流量，常用于测量水、污水、强酸强碱等强腐蚀液体和泥浆、矿浆、纸浆等均匀的液固两相悬浮液

体的体积流量。 

 

 性能特点 

 不受流体密度、粘度、温度、压力和电导率变化的影响。 

 测量管无阻碍流动部件、无压损、直管段要求较低。 

 传感器可带接地电极，实现仪表良好接地。 

 传感器采用先进加工工艺，使仪表具有良好的抗负压能力。  

 转换器采用液晶背光式显示，可使反射阳光下或暗室内的读

数变得更容易。 

 通过红外线遥控设定参数，在恶劣的环境下不打开转换器的

盖板也可以安全的进行设定。 

 转换器具有自诊断报警输出，空负载检测报警输出，流量上

下限报警输出，两极流量值报警输出等功能。 

 不仅可用于一般的过程检测，还适用于矿浆、纸浆及糊状液

的测量。 

 

 

 

 

 

 应用领域 

化    工：医药、氯碱化工、颜料染料、纸浆造纸、中间体、化

肥、淀粉、太白粉、农药、冶金、粘胶、洗涤剂等行

业； 

水 处 理：空气洗涤器、锅炉进水、冷却水、热电厂用水； 

废    水：电镀废水、工业废水、重金属沉淀 。 

 

变送器 

 

 

分体式传感器 

 

一体式 

 

插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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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参数 

仪表通径：DN10-DN2000 

公称压力：0~4.0MPa（可定做 0~16MPa） 

精度等级：0.5 级或 1.0 级 

介质电导率：≥5μ s/cm 

介质流速：0.1~15 米/秒 

环境温度：-25℃~+60℃ 

衬里材料：聚四氟乙烯（F4）、聚氯丁橡胶、聚氨酯、 

          聚全氟乙丙烯(F46)、PFA 

介质温度： 

    一体型：-10℃~70℃ 

    分体型：聚氯丁橡胶、聚氨酯衬里：-10℃~80℃   

        四氟、PFA、F46 衬里：-10℃~100℃  

信号电极和接地电极材料： 

    不锈钢 0Crl8Nil2M02Ti、哈氏合金 C、哈氏合金 B、

钛、钽、铂／铱合金、不锈钢涂覆碳化钨 

信号电极形式：固定式（DN15~DN2000） 

              刮刀式（DN300~DN1600） 

连接法兰材料：碳钢 

接地法兰材料：不锈钢 1Crl8Ni9Ti 

进口保护法兰材料：  

    不锈钢 1Crl8Ni9Ti（DN15~DN600） 

    碳钢（DN700~DN2000） 

信号输出：脉冲/4~20mA（四线制），负载 750Ω  

供电电源：220VAC，24VDC，3.6V 电池 

通讯接口：可选 RS485/RS232 

通讯协议：MODBUS、HART、Profibus 等 

分体传感器防护等级： 

 DN15~150 橡胶或聚氨酯衬里：IP65，IP68（特定） 

 DN200~DN2000 橡胶或聚氨酯衬里：IP68 

其他传感器和所有转换器防护等级：IP65 

 选型编码 

EA-ISF1010      

 主机  输出  电源 

 M1：分体式 1：4-20mA/脉冲 A：220V(标配） 

 C1：一体式 2：4-20mA/RS232 D：24V 

   3：4-20mA/RS485 标配 P：电池供电 

   4：4-20mA/HART  

   5：485 输出（仅电池供电可选）  

     

 传感器 口径 电极 内衬 压力 

 L：管段式 DN6~DN2000 M：不锈钢 316 1：氯丁橡胶 1：0.6MPA(DN1200 及以上） 

 C：插入式  B：哈氏合金 B 2：聚四氟乙烯 2：1.0MPA（DN250-1000) 

   C：哈氏合金 C 3：PFA 3：1.6MPA(DN200 及以下） 

   T：钛 4：F46  

   P：铂/铱合金 5：聚氨酯橡胶  

   D：钽   

   W：碳化钨   

示例：EA-ISF1010M11A-L50M13：分体式主机，输出 4~20mA/脉冲，220V 电源，传感器口径 DN50，不

锈钢 316 电极，氯丁橡胶内衬，压力 1.6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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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原则：被测流体必须是导电性的液体或浆液，其电导率不小于 5μs/cm，被测流体不应含较多的铁磁性

物质或气泡，应根据被测流体的特性选择合适的压力等级、衬里材料、电极材料及仪表结构形式。 

◆衬里材料的选择 

衬里材料 主要性能 适用范围 

聚四氟乙烯 

（F4） 

1.它是塑料中化学性能最稳定的一种材料；能耐沸腾的盐 

酸、硫酸、硝酸和王水。也能耐浓碱和各种有机溶剂，不耐

三氟化氯、高温三氟化氧、高流速液氟、液氧、臭氧的腐蚀。 

2.耐磨性能差。 

3.抗负压能力差。 

1.120℃、150℃(特殊订货) 

2.高温，浓酸、碱等强腐蚀性

介质 

3.卫生类介质 

聚全氟乙丙烯 

（F46） 
化学性能等同 F4，耐磨性、抗负压能力高于 F4 

1.120℃、150℃(特殊订货) 

2.用于高温有负压的情况。 

PFA 化学性能等同 F46，抗压、抗拉强度优于 F46 <150℃ 

氯丁橡胶 

（CR） 

1.有极好的弹性，高度的扯断性，耐磨性能好。 

2.耐一般低浓度酸、碱、盐介质的腐蚀，不耐氧化性介质的

腐蚀。 

1.80℃、120℃(特殊订货) 

2.一般水、污水、磨损性弱的

泥浆、矿浆。 

聚氨酯橡胶

（PU） 

1.有极好的耐磨性（相当于天然橡胶的十倍）。 

2.耐酸、碱性能较差。 

3.不能用于混有有机溶剂的水。 

1.<80℃ 

2.中性强磨损的矿浆、煤浆、

泥浆等。 

◆电极材料的选择 

电极材料 耐腐蚀性能 

不锈钢 316 用于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原水、井水、城市污水，具有弱腐蚀性的酸、碱、盐溶液。 

碳化钨 适用于无腐蚀性，强磨损性介质。不适用无机酸、有机酸、氯化物。 

哈氏合金 B 
适用于盐酸(浓度小于 10%)非氧化性酸；也耐硫酸、磷酸、氢氟酸、有机酸等非氧化

性酸；氢氧化钠(浓度小于 50%)，一切浓度的氢氧化铵碱溶液。不适用硝酸。 

哈氏合金 C 
能耐氧化性酸，如硝酸、混酸或铬与硫酸的混合介质的腐蚀；也耐氧化性的盐类，如

Fe
+++、Cu

++、海水；磷酸、有机酸、高于常温的次氯酸盐溶液。不适用盐酸。 

钛（Ti） 

能耐海水、各种氯化物、次氯化物盐（镁、铝、钙、铵、铁等）、钠盐、钾盐、铵盐、

有机酸、碱等的腐蚀，不耐较纯的还原性酸（如硫酸、盐酸、磷酸、氢氟酸）的腐蚀。

但如果酸中含有氧化剂（如硝酸、Fe
+++、Cu

++）时，则腐蚀大为降低。 

钽（Ta） 
具有优良的耐腐蚀性，和玻璃很相似。除了氢氟酸、发烟硝酸、碱外，几乎能耐一切

化学介质（包括盐酸、硝酸、硫酸和温度低于 80℃王水）的腐蚀。 

铂铱合金 几乎适用于所有的酸、碱、盐溶液(包括发烟硫酸、发烟硝酸)。不适用王水和铵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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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流速V=Q/Q1（m/s） 

流速—流量对照表 

 
0.01 

(最小) 
1 2 3 4 5 

15 

(最大) 

15 0.0064 0.6362 1.2723 1.9085 2.5447 3.1809 9.5426 

20 0.0113 1.1310 2.2619 3.3929 4.5239 5.6549 16.9646 

25 0.0177 1.7671 3.5343 5.3014 7.0686 8.8357 26.5072 

40 0.0452 4.5239 9.0478 13.5717 18.0956 22.6195 67.8584 

50 0.0707 7.0686 14.1372 21.2058 28.2743 35.3429 106.0288 

65 0.1195 11.9459 23.8918 35.8377 47.7836 59.7295 179.1886 

80 0.1810 18.0956 36.1911 54.2867 72.3823 90.4779 271.4336 

100 0.2827 28.2743 56.5487 84.8230 113.0973 141.3717 424.1150 

150 0.6362 63.6173 127.2345 190.8518 254.4690 318.0863 954.2588 

200 1.1310 113.0973 226.1947 339.2920 452.3893 565.4867 1696.4600 

250 1.7671 176.7146 363.4292 530.1438 706.8583 883.5729 2650.7188 

300 2.5447 254.4690 508.9380 763.4070 1017.8760 1272.3450 3817.0351 

350 3.4636 346.3606 692.7212 1039.0818 1385.4424 1731.8030 5195.4089 

400 4.5239 452.3893 904.7787 1357.1680 1809.5574 2261.9467 6785.8401 

450 5.7256 572.5553 1145.1105 1717.6658 2290.2210 2862.7763 8588.3289 

500 7.0686 706.8583 1413.7167 2120.5750 2827.4334 3534.2917 10602.8752 

600 10.1788 1017.8760 2035.7520 3053.6281 4071.5041 5089.3801 15268.1403 

700 13.8544 1385.4424 2770.8847 4156.3271 5541.7694 6927.2118 20781.6354 

800 18.0956 1809.5574 3619.1147 5428.6721 7238.2295 9047.7868 27143.3605 

900 22.9022 2290.2210 4580.4421 6870.6631 9160.8842 11451.1052 34353.3157 

1000 28.2743 2827.4334 5654.8668 8482.3002 11309.7336 14137.1669 42411.5008 

1200 40.7150 4071.5041 8143.0082 12214.5122 16286.0163 20357.5204 61072.5612 

1400 55.4177 5541.7694 11083.5389 16625.3083 22167.0778 27708.8472 83126.5416 

1600 72.3823 7238.2295 14476.4589 21714.6884 28952.9179 36191.1474 108573.4421 

1800 91.6088 9160.8842 18321.7684 27482.6525 36643.5367 45804.4209 137413.2627 

2000 113.0973 11309.7336 22619.4671 33929.2007 45238.9342 56548.6678 169646.0033 

2200 136.8478 13684.7776 27369.5552 41054.3328 54739.1104 68423.8880 205217.6640 

2400 162.8602 16286.0163 32572.0326 48858.0490 65144.0653 81430.0816 244290.2448 

2600 191.1343 19113.4268 38226.8536 57340.2804 76453.7072 95567.1340 286701.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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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明渠流量计 

 超声波明渠流量计，用于测量明渠内各种流体的流量。具有同介质非接触测量、节省场地、工作可靠、

宽量程比等优点，既可用于污水排放的测量，又适用于农田水利灌溉的用水计量以及旧城区的排水改造工

程。采用超声波回波分析原理，当被测介质全部通过堰槽形成自由流时，其流量与堰槽上游水位形成对应

关系，通过测量水位的高度再进行一系列换算就可以得出相应流体的瞬时流量。 

 

 

 性能特点 

• 可内置多种算法，适合各种标准量水堰； 

• 采用进口压电陶瓷材料，声学匹配技术提高发射率； 

• 盲区可人工设置，屏蔽探头附近干扰信号； 

• 内置温度传感器，实现测量值的实时自动温度补偿； 

• 4~20mA 变送输出，继电器高、低位报警控制输出，

RS485 通信输出等各种变量输出，系统智能控制。 

 

 

 

 

 应用领域  

  适用于水库、河流、水利工程、城市供水、污水处理、 

  农田灌溉、水政水资源等明渠的进水渠、出水渠流量 

  测量。 

 

 

 

 

            

 

 

 

 

 

 

 

 

 

 

 

 
       三角堰                   矩形堰                    巴歇尔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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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性能 

液距范围：≤4m 

瞬时流量：由配用的量水堰槽的种类、规格确定  

累积流量：0-999999999m³ 

分 辨 率：0.1m³/h 

精    度：3% 

盲    区：0.3m 

显示方式：LCD 液晶显示 

发射开角：6°～12° 

温度补偿：温度自动补偿 

 信号输出 

模拟输出：4～20mA（四线制），最大负载 750 

开关输出：2 组可编程继电器，容量 AC230V/5A 

数字接口：RS485（ModBus 协议） 

 供    电 

交流供电：AC220V10%，50Hz 

直流供电：DC24V 

 物理性能 

材    质：变送器为 ABS 

          传感器为 ABS 

安装方式：支架安装、法兰安装 

线缆长度：10 米标配（可延长） 

 环境性能 

防护等级：变送器 IP65 

          传感器 IP67 

工作温度：变送器 -20~55℃ 

          传感器 -20~60℃ 

环境湿度：相对湿度≤85% 

 订购指南 

 型号 备注 

 EE-LR725FM1-LS04 分体式明渠流量计主机，液距 4m 传感器，10m 线缆 

 EE-LR725FM1-LS0X （X 为量程，特殊订制） 

 编码翻译 

  EE-LR725F   

 主 机 传感器 

 M1：分体 LS04 

 C1：一体 LS0X（X 为量程，特殊订制） 

 选配附件 

名称 规格型号 备注 

线缆 XL-RVVP4×0.3 专用信号线缆（四芯屏蔽隔离） 

仪表箱 YBX-378*300*122 材质 304，尺寸 378*300*122 

仪表箱支架 ZJ-304-1M 材质 304，长度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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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流量计 

超声波流量计是一种非接触式仪表，它既可以测量大管径的介质流量，也可以用于不易接触和观察的

介质的测量。它的测量准确度很高，几乎不受被测介质的各种参数的干扰，尤其可以解决其它仪表不能解

决的强腐蚀性、非导电性、放射性及易燃易爆介质的流量测量问题。 

 性能特点 

 采用大规划集成电路 CPLD，表贴工艺，准确度更高。高可靠性，高性能，适用性好，全中文显示。 

 日、月、年流量累积功能，可记录前 64 个运行天、前 64 个运行月、前 5 个运行年的累积流量。 

 上、断电管理功能，可记录前 64 次上、断电时间及流量，可进行人工或自动补偿减少流量损失。 

 能有效地克服管壁对超声波信号的衰减和粗糙的管道内表面对超声波信号的散射，全面减少超声波信号的

能量消耗。 

 克服了少量的沉淀物、悬浮颗粒和气泡对信号的影响，提高了流量测量的准确度，特别适合管道的流量测

量。 

 使用专用开孔工具使传感器在带压不停水的情况下安装，独特的带压拆卸、安装方法,不影响正常生产，可

随时完成在线更换与检修。 

 技术参数 

◆ 分体式 

测量精度：1%； 

工作电源：隔离 DC8~36V 或 AC85~264V； 

功    耗：工作电流 50mA(不连接键盘和蜂鸣器不响的条件下)； 

可选输出：1 路标砖隔离 RS485 输出； 

          1 路隔离 4~20mA 或 0~20mA 输出（有源、无源可选）； 

          可选 HART 协议； 

          双路隔离 OCT 输出（脉冲宽度 6~1000ms 之间可编程，默认 200ms）； 

          1 路双向串行外设通用接口，可以直接通过串联的形式连接多个诸如 

          4-20mA 模拟输出板、频率信号输出板、热敏打印机、数据记录仪等外 

          部设备； 

可选输入：三路 4~20mA 模拟输入回路； 

显    示：2×10 汉字背光显示器（中英文双语可选择）； 

操    作：16 按键或 4 按键窗口化操作； 

其它功能：自动记忆前 512 天，前 128 个月，前 10 年正负净累积流量自动记忆前 

          30 次上、断电时间和流量并可实现自动或手动补加，并可以通过  

          MODBUS 协议读出； 

传 感 器：外夹式、插入式和管段式； 

 

 

 

 

壁挂式 

 

 

 

盘装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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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手持式 

    适用于各种尺寸管道流量计量，流速测量范围为 0.01~±32m/s,测量介质为水、海水、污水、酒精等单一稳

定的液体，测量材质为钢、不锈钢、铸铁、PVC、玻璃钢等均匀质密的管道。 

测量精度：优于 1%； 

重 复 性：优于 0.2%； 

工作电源：内置镍氢充电电池可持续工作 10 小时以上； 

安装方式：外敷式安装； 

显    示：4 行汉子同屏显示瞬时流量、流速、累积流量、信号状态等； 

信号输出：隔离 RS232，可用于联网检测或导出记录数据； 

可选输出：OCT 输出正、负、净累积脉冲信号和频率信号（1~9999HZ）可选； 

传 感 器：外夹式，可即插即拔式接口；      

 

 ◆ 便携式 

    适用于工业现场中液体流量的在线标定和巡检测量。具有操作简单、测量精度高、一致性好、可在线打

印、电池供电时间长等特点。 

测量精度：优于 1%； 

重 复 性：优于 0.2%； 

工作电源：220VAC（标配），110VAC（可选）； 

测量周期：500ms(每秒 2 次，每个周期采集 128 组数据)； 

电    池：内置镍氢充电电池可连续工作 24 小时； 

安装方式：外敷式安装； 

显    示：2×10 汉字背光显示器（瞬时流量、累积流量、信号状态等）； 

信号输出：隔离 RS485； 

通讯协议：MODBUS 协议，FUJI 扩展协议 

         （兼容国内其他厂家同类产品的通讯协议） 

打印输出：内置热敏一体式打印机，实现实时或定时打印； 

其他功能：自诊断，提示当前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传 感 器：外夹式，可即插即拔式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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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夹式传感器 

外夹式传感器是将传感器直接捆绑在被测管道的外表面从而实现流量测量的一种安装方式，具有与管径

无关、安装简单、无需停产、无压力损失等特点。 

 

 

 

 

技术参数 标准 S1 型 标准 M1 型 标准 L1 型 高温 S1H 型 高温 M1H 型 

适用管径 DN15～DN100 50～700 300～6000 15～100 50～700 

材    质 ABS 特殊高温材料 

工作频率  1MHz 

安装方法 V (N、W）法 V、Z 法 Z 法 V (N、W)法 V、Z 法 

标  定 整机配对标定 

磁  性 有 无 

适用温度 0℃～70℃ 0℃～160℃ 

防护等级  IP68（可浸水工作，水深≤3 米） 

介质种类  水、海水、污水、酒精、各种油类等能传导超声波的单一、均匀、稳定的液体。 

介质浊度  ≤10000ppm 且气泡含量小 

适用管材  碳钢、不锈钢、铸铁、铜、PVC、铝、玻璃钢等均匀质密的管道，允许有衬里。 

管道衬材  环氧沥青、橡胶、灰浆、聚丙烯、聚苯乙烯、胶木、聚四氟乙烯等。 

 ◆ 管段式传感器 

管段式传感器是采用法兰将管段传感器与被测管路直接连接的一种测量方式，该款传感器解决了外缚式

和插入式传感器在安装过程中由于人为或被测管道参数不准确引起的误差而造成测量精度下降的问题，具有

测量精度高，稳定性好、免维护等特点，是未来超声波流量计的发展方向。 

 

 

 

 

技术参数 卫生型管段式 π 型管段式 标准管段式 

适用主机  一体式、分体式、经济型、流量模块 

适用管径 DN25-DN80 DN15-DN40 DN50-DN1000 

材   质 不锈钢 碳钢（不锈钢选购） 

工作频率  1MHz 

连接方式 活接连接 法兰连接 

适用温度  -40℃～160℃ 

标    定  整机在线标定 

防护等级  IP68(可潜水工作，水深≤3 米) 

公称压力 4.0MPa 4.0MPa 0.6~1.6MPa 

介质种类  水、海水、污水、酒精、各种油类等能传导超声波的单一、均匀、稳定的液体。 

介质浊度  ≤10000ppm 且气泡含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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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入式传感器 

插入式传感器是指在被测管道上利用专用开孔工具在不停产的情况下在线打孔，使传感器和被测介质直

接接触从而实现流量测量的一种安装方式，该款传感器解决了外缚式传感器在测量结垢较厚的管道时不易接

收到信号及长时间测量信号衰减的问题，具有不停产安装、免维护、与管径无关、无压力损失等特点。 

管道材质为碳钢或不锈钢时可直接焊接安装，对于不可直接焊接的管道，如铸铁、玻璃钢、PVC、水泥管

等需配备厂家制作的专用管箍方可安装，为防止漏水，用户订货时请提供被测管道的准确外径或周长。 

 

 

 

技术参数 标准插入型（直插式） 加长插入型（水泥管用） 

适用管径  DN80mm 以上 

材  质  球阀与探杆：不锈钢 316L；球阀底座：普通碳钢(不锈钢选配) 

工作频率  1MHz 

安装方式  Z 法 

适用温度  －40℃～160℃ 

开孔尺寸  Ф19mm(安装时使用厂家提供的专用开孔器，可实现带压不停产安装) 

压力等级  1.6MPa(安装时压力＜0.8MPa） 

防护等级  IP68（可浸水工作，水深≤3 米） 

安装空间 井壁到管壁≥550mm 井壁到管壁≥700mm 

长    度 186mm 330mm 

介质种类  水、海水、污水、酒精、各种油类等能传导超声波的单一、均匀、稳定的液体。 

介质浊度  ≤20000ppm 且气泡含量小 

适用管材  碳钢、不锈钢、铸铁、铜、PVC、铝、玻璃钢、水泥管等管道，允许有衬里 
 

 订购指南  

 型号 备注 

 EG-STG100F1-UMC2011 盘装式主机，插入式传感器 

 EG-STG100F1-UMW100S1 盘装式主机，外夹式标准 S1 型传感器 

 EG-STG100F1-UMW100M1 盘装式主机，外夹式标准 M1 型传感器 

 EG-STG100F1-UMW100L1 盘装式主机，外夹式标准 L1 型传感器 

 EG-STG100F1-UMW100S1H 盘装式主机，外夹式高温 S1H 型传感器 

 EG-STG100F1-UMW100M1H 盘装式主机，外夹式高温 M1H 型传感器 

 EG-STG100F1-UMGXXXT 盘装式主机，管段式 XXX 为管径大小 

 EG-STG100M1-UMC2011 壁挂式主机，插入式传感器 

 EG-STG100M1-UMW100S1 壁挂式主机，外夹式标准 S1 型传感器 

 EG-STG100M1-UMW100M1 壁挂式主机，外夹式标准 M1 型传感器 

 EG-STG100M1-UMW100L1 壁挂式主机，外夹式标准 L1 型传感器 

 EG-STG100M1-UMW100S1H 壁挂式主机，外夹式高温 S1H 型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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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STG100M1-UMW100M1H 壁挂式主机，外夹式高温 M1H 型传感器 

 EG-STG100M1-UMGXXXT 壁挂式主机，管段式 XXX 为管径大小 

 EG-STG100H1-UMW100S1T 手持式主机，手持式 S1 型传感器 

 EG-STG100H1-UMW100M1T 手持式主机，手持式 M1 型传感器 

 EG-STG100H1-UMW100L1T 手持式主机，手持式 L1 型传感器 

 EG-STG100P1-UMW100S1B 便携式主机，便携式 S1 型传感器 

 EG-STG100P1-UMW100M1B 便携式主机，便携式 M1 型传感器 

 EG-STG100P1-UMW100L1B 便携式主机，便携式 L1 型传感器 

  编码翻译 

  EG-STG100   

 主机 传感器 

 F1：盘装式 UMC2011：插入式 

 M1：壁挂式 UMW100S1：外夹式标准 S1 型传感器 

 H1：手持式 UMW100M1：外夹式标准 M1 型传感器 

 P1：便携式 UMW100L1：外夹式标准 L1 型传感器 

  UMW100S1H：外夹式高温 S1H 型传感器 

  UMW100M1H：外夹式高温 M1H 型传感器 

  UMW100S1S：手持式 S1 型传感器 

  UMW100M1S：手持式 M1 型传感器 

  UMW100L1S：手持式 L1 型传感器 

  UMW100S1B：便携式 S1 型传感器 

  UMW100M1B：便携式 M1 型传感器 

  UMW100L1B：便携式 L1 型传感器 

  UMGXXXT：管段式 XXX 为管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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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 

 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是利用热传导原理测量流体流量的仪表。该仪表采用恒温差法对气体质量流量进

行准确测量。可测量管道中流动的空气、氮气、氢气、氧气、氯气、天然气、煤气、烟道气、沼气和其它

各种气体质量流量的监控仪表。由于它结构型式的多样灵活，可满足使用现场的不同需求。尤其是插入式

流量计，使最困难的大管径、低流速的流量测量变得简单了。 

 

 性能特点 

 无须压力、温度补偿，直接测量气体的质量流量； 

 高重复性、高可靠性、高稳定性、高精确度； 

 量程比最大可达到 1000 :1； 

 防爆、抗腐蚀设计，适合于恶劣工况、腐蚀性场合； 

 灵敏度高，尤其适合于大管径、低流速的流量测量； 

 压力损失极小，几乎忽略不计； 

 结构多样，安装灵活，装卸方便，使用简便，基本免维护； 

 4~20mA 变送输出，继电器高、低位报警控制输出，RS485

通信输出等各种变量输出，系统智能控制。 

 

 

 

 

 

 

 

 

 

 

 

 应用领域 

    可用于石油、化工、电力、水处理、食品、纺织、医药、

电子和环保等工业部门的空气、烃类气体、可燃性气体、烟

道气等气体的质量流量或实际工况的体积流量的测量和监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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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性能   

测量介质：各种单一或混合气体（乙炔气体除外） 

流速范围：0.5～60Nm/s（标况 0℃、101.33KPa） 

管径范围：DN15-2000mm（方管可测） 

准 确 度：±1%FS 

分 辨 率：0.1Nm³/h 

显示方式：LCD 液晶显示，可中英文两种语言切换 

          5 位瞬时流量、9 位累积流量 

 信号输出 

模拟输出：4～20mA（四线制），最大负载 750Ω  

开关输出：2 组继电器、容量 AC220V/2A 

数字接口：RS485（MODBUS 协议） 

 供    电 

交流供电：AC220V±10% 

直流供电：DC24V 

 物理性能 

材    质：变送器为 ABS 

          传感器为不锈钢 

          探杆为 316L 不锈钢 

连接方式：插入式为卡套+不断流球阀连接 

          管段式为法兰连接 

线缆长度：10 米标配（可延长） 

法兰标准：GB/T 9119-2000 

 环境性能 

防护等级：IP65      

工作温度：变送器 -20~55℃ 

          传感器 -40～200℃、-40～400℃ 

环境湿度：相对湿度≤85% 

介质压力：插入式≤1.6MPa  

          管段式≤2.5MPa 

 选型编码 

FB-TMF600                                    
                      

 主 机     

 M1：分体    

 C1：一体    

                                                        

 传感器                                管道直径 DN 压力  

 C：插入式 15-2000mm P06：0.6MPA(DN1200 及以上） 

 G：管段式    插入式管径（80~2000mm） P10：1.0MPA（DN250-1000) 

     管段式管径（15~1000mm） P16：1.6MPA(DN200 及以下） 

示例：FB-TMF600M1-C500P16，分体插入式热式气体流量计，管道直径 DN500，压力等级是 1.6MPa。(注

意：插入式压力等级均为 1.6MPa) 

 选配附件 

名称 规格型号 备注 

线缆 XL-RVVP4×0.3 专用信号线缆（四芯屏蔽隔离） 

仪表箱 YBX-378*300*122 材质 304，尺寸 378*300*122 

仪表箱支架 ZJ-304-1M 材质 304，长度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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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街流量计      

涡街流量计是根据卡门（Karman）涡街原理研究生产的，可以测量气体、蒸汽或液体的体积流量、标

况的体积流量或质量流量的流量计。在流体中设置三角柱型旋涡发生体，则从旋涡发生体两侧交替地产生

两列有规则的旋涡，这种旋涡称为卡门涡街。旋涡列在旋涡发生体下游非对称地排列。在漩涡发生体中装

入电容检测探头或压电检测探头及相应匹配电路，即可构成电容检测式涡街流量/传感器或压电检测式涡街

流量传感器。 

 性能特点 

 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宽，精度较高； 

 无可动机械零件，结构简单而牢固便于安装和维护； 

 检测传感器不直接接触介质，性能稳定，寿命长； 

 传感器输出为脉冲信号，其频率与被测流体的实际流

量成线性，零点无漂移，性能十分稳定，结构形式多

样，有管段式、插入式流量传感器形式； 

 采用消扰电路和抗振动传感头，具有一定的抗环境振

动性能； 

 长期使用稳定可靠，维护简易。 
          

 技术参数 

测量介质：液体、普通气体、蒸汽 

         （单相介质或可以认为是单相的介质） 

测量范围：管段式（满管式）DN15~DN300 

          插入式 DN200~DN1500（具体参照后面） 

流速范围：液体：0.35~7.0m/s  气体：5.0~60.0m/s     

          蒸汽：6.0~70.0m/s（具体参照后面） 

介质温度：-40℃~300℃； 

压力等级：1.6Mpa、2.5Mpa、4.0Mpa  

精度等级：液体 1.0 级，气体 1.5 级，插入式 2.5 级 

量 程 比：1:10~1:20 

材    质：304 或 316 不锈钢 

雷 诺 数：正常 2×10³~7*10   扩展 1*10~7*10 

阻力系数：满管式 Cd≤2.6 

允许振动加速度：≤0.2g 

输入信号频率：0~3000Hz 

防护等级：普通型：IP65   

防爆等级：本质安全型：EX（ia）ⅡCT2-T5 

          隔爆型：ExdⅡBT2-T5 

环境温度：-20℃~60℃  

相对湿度：5%~90% 

大气压力：86~106kPa  

供电电源：24VDC ，功耗＜0.5W 

          电池供电 3.6V（不带温压补偿型） 

输出信号：①脉冲输出，2~3000Hz 

            低电平＜1V，高电平＞5V 

          ②二线制或三线制 4~20mA 输出 

            防爆负载≤300Ω，非防爆负载≤500Ω  

通讯接口：RS485 

通讯协议：MODBUS-RTU 协议（可选 HART） 

安装方式：插入式、法兰式、法兰夹装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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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段式涡街流量传感器--口径--流量--流速对照图 

 

 

 

 

 

 

 

 

 

 

 

 

 

 

 

 

   

◆ 插入式涡街流量传感器--口径--流量--流速对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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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涡街流量传感器--口径流量对照表 

 

  液体使用流量范围的测试条件是常温水（t=20℃，ρ=1000kg/m³） 。 

  气体使用测量范围的测试条件是常温常压的空气（t=20℃，P=101.325Kpa，ρ=1.205kg/m³） 。 

◆ 耐压等级 

 

仪表口径 

(mm) 

管道式 插入式 

液体 

测量范围(m
3
/h) 

气体 

测量范围(m
3
/h) 

液体 

测量范围(m
3
/h) 

气体 

测量范围(m
3
/h) 

15 1.2~6.2 5~25   

20 1.5~10 8~50   

25 1.6~16 10~70   

32 1.9~19 15~150   

40 2.5~26 22~220   

50 

 

 

3.5~38 36~320   

65 6.2~65 50~480   

80 10~100 70~640   

100 15~150 130~1100   

     125      25~250     200~1700          

150 36~380 280~2240   

200 62~650 580~4960 70~700 600~6000 

250 140~1400 970~8000 110~1100 1060~10600 

300 200~2000 1380~11000 180~1800 1500~15000 

350   210~2100 2000~20000 

400   270~2700 2700~27000 

450   350~3500 3300~33000 

500   450~4500 4200~42000 

600   600~6000 6100~61000 

800   800~8000 11000~110000 

1000   1200~12000 17000~170000 

1200   1800~18000 24000~240000 

1500   2600~26000 38000~380000 

口径 连接方式 常规耐压 特制耐压 

DN15~DN100 
法兰 1.6MPa 

4.0MPa 
夹装 2.5MPa 

DN125~DN300 
法兰 1.6MPa 

夹装 1.6MPa 

DN200~DN1500 插入式 1.6MPa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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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购指南  型号：FD-LUGB-XXX，XXX为管径大小。  

 

涡轮流量计 

     FG-LMGYC 系列涡轮流量计是吸取了国内外流量仪表先进技术经过优化设计，具有结构简单、轻巧、

精度高、复现性好、反应灵敏，安装维护使用方便等特点的新一代涡轮流量计，广泛用于测量封闭管道中

与不锈钢 1Cr18Ni9Ti、2Cr13 及刚玉 Al2O3、硬质合金不起腐蚀作用，且无纤维、颗粒等杂质，工作温度

下运动粘度小于 5×10
-6

m²/s 的液体，对于运动粘度大于 5×10
-6

m²/s 的液体，可对流量计进行实液标定后使

用。若与具有特殊功能的显示仪表配套，还可以进行定量控制、超量报警等，是流量计量和节能的理想仪

表。 

 

 性能特点 

 精度高、耐磨性好、重复性好、范围度宽 

 输出脉冲频率信号，适用总量计量及与计算机连接，无零点

漂移，抗干扰能力强； 

 结构紧凑轻巧，安装维护方便，流通能力大； 

 适用高压测量，仪表表体上不必开孔，易制成高压型仪表； 

 专用型传感器类型多，可根据用户特殊需要设计为各类专用

型传感器，例如低温型、双向型、井下型、混砂专用型等 

 可制成插入型，适用于大口径测量，压力损失小，价格低，

可不断流取出，安装维护方便。 

 

 

 

 技术参数 

测量介质：无杂质、低粘度、无强烈腐蚀性液体 

测量范围：螺纹式 DN4~DN40 

          管段式（法兰或夹持法兰）DN15~DN200 

          插入式 DN150~DN1100（具体参照后面） 

介质温度：常温型（-20~80）℃、高温型（-20~120）℃ 

压力等级：0~6.3MPa（按口径分） 

精度等级：管道式 1%、0.5% 

          插入式 2.5% 

量 程 比：1:10~1:20 

流速范围：0.5~7m/s 

输入信号频率：0~3000Hz 

环境温度：-20℃~60℃  

防护等级：普通型：IP65   

防爆等级：ExdIICT6  

供电电源：24VDC ±15%，功耗＜0.5W 

          电池供电 3.6V（一体和温压补偿型） 

输出信号：①脉冲输出，宽度 1/2fin×1000(ms) 

            低电平＜0.8V，高电平＞22V 

          ②二线制或三线制 4~20mA 输出 

            负载≤600Ω  

通讯接口：RS485 

通讯协议：MODBUS-RTU 协议（可选 HART） 

安装方式：插入式、法兰式、法兰夹装式、螺纹式 

法兰标准：GB/T9119-2000（可定制美标、日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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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5%~90% 

大气压力：86~106kPa  

螺纹规格：英制管螺纹（外螺纹） 

材    质：304 或 316 不锈钢 

◆ 液体涡轮流量传感器--口径流量对照表 

◆ 耐压等级 

仪表口径 

(mm) 

常规测量范围(m
3
/h) 扩展测量范围(m

3
/h) 

管道式 
插入式 

管道式 
插入式 

轴向 切向 轴向 切向 

4 0.04～0.25   0.04～0.4   

6 0.1～0.6    0.06～0.6   

10 0.2～1.2   0.15～1.5   

15 0.6～6   0.4～8   

20 0.8～8    0.45～9   

25 1～10    0.5～10   

32 1.5～15   0.75～15   

40 2～20   1～20   

50 4～40   2～40   

65 7～70     

200~1700 

    3.5～70   

80 10～100   5～100   

100 20～200   10～200   

125 25～250   12.5～250   

150 30～300 10~200 20~200 15～300 7~200 13~200 

200 80～800  20~300 40~300 40～800 12~300 23~300 

250  31~450 62~450  18~450 36~450 

300  450~650 90~650  26~650 52~650 

350  60~900 120~900  35~900 70~900 

400  80~1100 160~1100  46~1100 92~1100 

500  125~1800 250~1800  75~1800 150~1800 

600  180~2500 360~2500  110~2500 220~2500 

700  225~3500 450~3500  14~3500 280~3500 

800  320~4500 640~4500  190~4500 380~4500 

900  400~5800 800~5800  230~5800 460~5800 

1000  495~7000 990~7000  300~7000 600~7000 

1100  600~8500 1200~8500  350~8500 700~8500 



 伦晗·中国                                       专业 专注 服务                                          

 - 58 - 

 

   

玻璃转子流量计 

玻璃转子流量计主要用于化工、石油、轻工、医药、化肥、化纤、食品、染料、环保及科学研究等各

个部门中，用来测量单相非脉动(液体或气体)流体的流量。耐腐蚀型流量计主要用于有腐蚀性液体、气体

介质流最的检测，例如强酸(氢氟酸除外)、强碱、氧化剂、强氧化性酸、有机溶剂和其它具有腐蚀性气体

或液体介质的流量检测。     

 性能特点 

 压力损失小； 

 性能可靠，读数方便、直观； 

 结构简单，安装使用方便； 

 价格便宜。 

  

 

 技术参数 

 

 

测量介质：液体和气体    

公称通径：DN2~DN100mm （流量范围参照后表） 

准 确 度：基本误差±4.0%，±2.5%，±1.5%    

测量范围：公称通径越大，流量越大   

 

工作压力：≤0.4MPa，≤0.6MPa，≤1.0MPa 

范 围 度：1：10，1：5  

介质温度：0~100℃ 

玻璃材质：高硼硅质玻璃 

 选型编码 

普通型：主要适用于无腐蚀性介质的测量； 

耐腐型：主要适用于腐蚀性介质的测量； 

全不锈钢型：主要适用于卫生型及弱腐蚀性介质的测量，能抗使用环境中的腐蚀性气体； 

不锈钢耐腐型：主要适用于强腐蚀性介质的测量，能抗使用环境中的腐蚀性气体。 

 FI- LZB                                
                      

连接方式 口径 常规耐压 特制耐压 

螺纹 
DN4~DN40 6.3MPa 

16MPa 及以下 
DN50~DN80 1.6MPa 

夹装 DN4~DN200 1.6MPa 42MPa 及以下 

法兰 
DN15~DN50 4.0MPa 10MPa 及以下 

DN65~DN200 1.6MPa 2.5MPa 及以下 

插入式 DN150~DN1100 1.6MPa 无 

◆ 订购指南  型号：FG-LMGYC-XXX，XXX为管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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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称通径 备注类型    

 DN2~DN100mm  1、普通型   

  2、耐腐型，PTFE 基座（适用于 DN2~10）或碳钢法兰内衬 PTFE 

  3、普通全不锈钢型，除玻璃管及密封件外 

  4、316 全不锈钢型，除玻璃管及密封件外（适用于 DN2~10） 

  5、不锈钢耐腐型，普通不锈钢法兰内衬 PTFE（适用于 DN15~100） 

 

   示例：FI-LZB-50，DN50 玻璃转子流量计。 

 

仪表材质及接触介质材质 

普通型 FI-LZB-2、3、4、6、10 

部件名称 材质名称 

基座及阀针 黄铜镀铬 

止档 聚四氟乙烯 

浮子 玛瑙球或 304 不锈钢 

密封填料 耐酸碱橡胶（IV-1） 
 

普通型 FI-LZB-15、25、40 FI-LZB-50、80、100 

部件名称 材质名称 材质名称 

法兰 
铸铁内涂 

氨基烘漆 

铸铁内衬 

 耐酸碱橡胶（IV-1） 

止档 
铸铁内涂 

氨基烘漆 
聚四氟乙烯 

浮子及导杆 304 不锈钢 玛瑙球或 304 不锈钢 

密封填料 耐酸碱橡胶（IV-1） 
 

   全不锈钢型：各部件 304 均为不锈钢（DN≤10 过流材质可选择 316 不锈钢，需订制）。 

   耐腐型：DN2~DN10 采用 PTFE 基座，DN15~DN100 采用铸铁法兰，PTFE 内衬。 

   全不锈钢耐腐型：DN15~DN100 采用不锈钢法兰，PTFE 内衬。 

 

  

         DN2~10 普通型                DN2~10 全不锈钢               DN2~10 耐腐型   

型号 FI-LZB-2 FI-LZB-3 FI-LZB-4 FI-LZB-6 FI-LZB-10 

公称通径(mm) Φ2 Φ3 Φ4 Φ6 Φ10 

工作电压(MPa) ≤1 ≤1 ≤1 ≤1 ≤1 

始动压力(mmH2O) ≥20 ≥20 ≥20 ≥40 ≥70 

介质温度(℃) 0~100 0~100 0~100 0~100 0~100 

基本误差% ±4 ±4 ±4 ±2.5 ±2.5 

范围度 1：10 1：10 1：10 1：10 1：10 

测量范围 液体 0.4~4 ml/min 2.5~25 ml/min 1~10 l/h 2.5~25 l/h 6~60 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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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 ml/min 4~40 ml/min 1.6~16 l/h 4~40 l/h 10~100 l/h 

1~10 ml/min 6~60 ml/min 2.5~25 l/h 6~60 l/h 16~160 l/h 

1.6~16 ml/min 10~100 ml/min / / / 

气体 

6~60 ml/min 40~400 ml/min 16~160 l/h 0.04~0.4 m³/h 0.1~1 m³/h 

10~100 ml/min 60~600 ml/min 25~250 l/h 0.06~0.6 m³/h 0.16~1.6 m³/h 

16~160 ml/min 0.1~1 l/h 0.04~0.4 m³/h 0.1~1 m³/h 0.25~2.5 m³/h 

25~250 ml/min 0.16~1.6 l/h / / 0.5~5 m³/h(特) 

 

 

 

 

 

 

 

 

 

    

          DN15~50 防腐型              DN80~100 防腐型         DN15~100 全不锈钢防腐型 

 

型号 FI-LZB-15 FI-LZB-25 FI-LZB-40 FI-LZB-50 FI-LZB-80 FI-LZB-100 

公称通径(mm) Φ15 Φ25 Φ40 Φ50 Φ80 Φ100 

工作电压(MPa) ≤0.6 ≤0.6 ≤0.6 ≤0.6 ≤0.4 ≤0.4 

始动压力(mmH2O) ≥100 ≥170 ≥420 ≥460 ≥500 ≥760 

介质温度(℃) 0~100 0~100 0~100 0~100 0~100 0~100 

基本误差%(普通) ±2.5 ±1.5 ±1.5 ±1.5 ±1.5 ±1.5 

基本误差%(耐腐) ±4.0 ±2.5 ±2.5 ±2.5 ±2.5 ±2.5 

范围度 1：10 1：10 1：10 1：10 1：10，1：5 1：5 

测量范围 液体 16~160 l/h 40~400 l/h / 0.4~4 m³/h 1~10 m³/h 5~25 m³/h 

 

      DN15~50 普通型               DN80~100 普通型           DN15~100 全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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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0 l/h 60~600 l/h 0.16~1.6 m³/h 0.6~6 m³/h 1.6~16 m³/h 8~40 m³/h 

40~400 l/h 100~1000 l/h 0.25~2.5 m³/h 1~10 m³/h 7~30 m³/h 12~60 m³/h 

气体 

0.25~2.5 m³/h 1~10 m³/h 4~40 m³/h 10~100 m³/h 50~250 m³/h 120~600 m³/h 

0.4~4.0 m³/h 1.6~16 m³/h 6~60 m³/h 16~160 m³/h 80~400 m³/h 200~1000 m³/h 

0.6~6.0 m³/h 2.5~25 m³/h / / / / 

温度变送器 

温度变送器采用热电偶、热电阻作为测温元件，从测温元件输出信号送到变送器模块，经过稳压滤波、

运算放大、非线性校正、V/I转换、恒流及反向保护等电路处理后，转换成与温度成线性关系的 4~20mA电

流信号输出，并将信号传输给控制室的设备，一般用于工业现场。以供工业现场监控、显示等使用，保证

现场运行设备及过程控制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广泛用于石油、化工、化纤；纺织、橡胶、建材；电力、冶金、医药；食品等工业领域现场测温过程

控制；特别适用于计算机测控系统。 

 

 性能特点 

 二线制 4~20mADC 输出。传输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 

 冷端、温漂、非线性自动补偿； 

 测量精度高，长期稳定性好； 

 温度模块内部采用环氧树脂浇注工艺，适用于各种恶劣

和危险场所使用； 

 一体化设计，结构简单合理，可直接替换普通装配式热

电偶，热电阻； 

 采用热电偶温变，可免用补偿导线，降低成本； 

 液晶、数码管、指针等多种指示功能方便现场适时监控； 

 现场环境温度＞70℃时，变送器和现场显示仪表可采用

分离（隔离）式安装。 

 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20~400℃ 

基本误差：0.2%~0.5% FS 

输出信号：两线制 4~20mA，负载≤500Ω 

工作环境：温度-20~85℃，湿度 5~95%RH 

插深选择：50mm~300mm 

探头材料：304 不锈钢 

供电电源：24VDC 

功    耗：≤1W 

护管材质：1Cr18Ni9Ti 不锈钢 

防护等级：IP65 

防爆等级：Exia II CT6 

连接选择：螺纹连接/法兰连接 

 订购指南 

型号 名称 备注 

GB-WPZ-231 温度变送器 两线制，24V，4~20mA，LED 显示，螺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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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WPZ-331 温度变送器 两线制，24V，4~20mA，LED 显示，法兰连接 

 

 

水头损失仪 

GC-NO1-ST-5M 水头损失控制仪由 GC-NO1-STC-5M 型水头损失传感器、GC-NO1-SWB-5N 型液位数

显仪表组成。NO1-STC-5M 型水头损失传感器是采用美国 MOTOROLA 公司先进的 X 型扩散硅压力传感

器芯片开发而成的,它应用了硅精蚀工艺和硅晶片叠合两项世界尖端技术，不受环境、气温、天气影响，防

水、防爆设计，是一款高品质、高性价比的差压式水头损失传感器；产品具有高精度、高稳定性、无触点、

低功耗、耐腐蚀、防水、防爆、安装简单等优点。 

广泛应用与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游泳馆等单位的滤池水头损失测量及反冲控制;输出标准信号，可

与各种仪表、PLC、变频器、采集模块等设备配套使用，实现自动控制、数据记录及打印、远程控制、远

程报警、声光报警、短信报警等功能。 

 技术参数 

 

      

 

               

 产品功能 

滤池水头损失测量、管道压力测量、水头损失数显、报警或控制信号输出，能与各品牌 PLC、变频器、采

集模块等配套使用。 

 订购指南 

型号 名称 备注 

GC-NO1-ST-5M 水头损失仪 两线制，24V 供电，4~20mA 输出，量程 5 米 

GC-NO1-ST-10M 水头损失仪 两线制，24V 供电，4~20mA 输出，量程 10 米 

GC-NO1-ST-XXM 水头损失仪 订制量程 XX 米 

 

供电电压：15~24VDC 

输出信号：两线制 4~20mA 

测量介质：水 

测量差压范围：0~50kpa，0~100kpa，0~200kpa 可定制 

介质温度：-40~50℃（最大 125℃，可定制） 

测量精度：0.01 

灵 敏 度：1.0mv/kpa 

最大过压：量程的 2 倍 

信号有线传输距离：＜4000 米 

功    耗：0.2W～0.5W（跟随差压变化） 

材    料：防水铸铝外壳 

防护等级：IP67 

接    口：Φ 15 不锈钢外螺纹及金属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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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变送器 

压力变送器是一种接受压力变量，经传感转换后，将压力变化量按一定比例转换为标准输出信号的仪

表。它能将测压元件传感器感受到的气体、液体等物理压力参数转变成标准的电信号（如 4~20mADC 等），

以供给指示报警仪、记录仪、调节器等二次仪表进行测量、指示和过程调节。     

GD-ST301 型压力变送器 

    GD-ST301 型压力变送器是利用先进的电路线性和温度补偿技术，使温漂系数更低、线性更好、抗干

扰性更强。其温漂系数远低于同类通用型产品，适用于气体、液体、蒸汽压力的测量和各类腐蚀性介质。 

    广泛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轻工、机械等领域。该产品采用压铸铝外壳，配装模拟现场指示

器，具有多种过程连接件，可在现场调节零点、量程，可配置线性 100%指针表或液晶显示表头。 

 性能特点 

 完善的电路补偿技术，线性佳，测量准确，长期稳定性好； 

 零点误差小，量程范围宽，精度高达 0.1%； 

 零点、量程可在外部连续调节，量程迁移范围宽； 

 具有反向极性保护及限流保护； 

 抗浪涌、抗射频干扰，可适用于变频等强干扰工业环境； 

 高分辨率、高阻抗、低功耗；    

 

 

 技术参数 

测量介质：对 316L 无腐蚀的各种气体液体等       

测量形式：绝压(A)、相对压(G)    

工作温度：-40~65℃ 

补偿温度：-10~70℃ 

温漂系数：±0.01%FS/℃、±0.005%FS/℃ 

综合精度：0.1、0.2、0.5 级 

稳 定 性：小于 0.2%FS/年、0.5%FS/年 

过    载：1.5 倍 FS 

电源电压：24VDC 

输出选择：两线制 4~20mA, 0~10mA, 0~-5V, 1~5V 

防护等级：IP65 
 

测量形式 相对压力 绝对压力 负相对压力 

最大测量范围 (0～300)MPa (0～100)MPa (-0.1～40)MPa 

最小测量范围 (0～100)Pa (0～5)KPa (-50～50)Pa 

 

外型结构 

电子外壳：合金铝 

主体结构：不锈钢 

涂    层：塑料喷涂 

压力接口：M20×1.5（标准接口） 

          M27×2（齐平膜标准接口） 

连接过程 

外螺纹连接为 标准 M20×1.5 接口， 

内孔 Ф3mm、Ф10mm， 

连接件材料为 316 或 304 不锈钢 

法兰连接，材质：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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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ST3351 型微压/差压变送器 

GD-ST3351 型电容式压力变送器设计原理先进、品种规格齐全、压力范围宽、精度高、长期稳定、性

能优良、多种结构形式，多种防腐保护材料，安装使用方便等特点。该系列产品设计小巧精致，智能化电

子电路，多参数测量及显示单位转换，在线调整、自诊断、数据信息存储、远程数字通讯，并具有 HART

现场总线协议功能。 

 性能特点 

 精度高、稳定性好、量程、零点外部连续可调； 

 体积小、重量轻、坚固抗振； 

 无机械可动部件，维修工作量少； 

 全系列统一结构，零部件互换性强； 

  单向过载保护特性好； 

  接触介质的膜片材料可选择 316L、HC 等耐腐材料； 

  二线制 4-20mADC 信号、只能 HART 现场总线协议。  

 技术参数                                       物理规格 

测量介质：液体、气体和蒸气 

测量范围：0-0.1KPa 至 40MPa 

测量精确：0.065、0.1、0.2、0.5 级 

输出信号：两线制 4～20mADC、0～10mADC/  

          HART 协议 

稳 定 性：12 个月内不超过最大量程的基本误差 

环境温度：-40～65℃ 

介质温度：-40～120℃、300℃ 

相对湿度：5～95% 

供电电源：12～45VDC（常用 24VDC） 

仪表显示：0～100%线性指针或 LCD 液晶显示. 

量程零点：外部连续可调 

响应阻尼：0.2S 到 1.67S 之间连续可调 

 订购指南 

型号 名称 备注 

GD-ST301 压力变送器 两线制，24V 供电，4~20mA 输出，不带显示 

GD-ST301D 压力变送器 两线制，24V 供电，4~20mA 输出，带显示 

GD-ST3351 压力差变送器 两线制，24V 供电，4~20mA 输出，带显示 

GD-ST3351S 压力差变送器 两线制，24V 供电，4~20mA 输出，带显示，带 HART 

隔离膜片：316L，哈氏合金 C-276，蒙乃尔或钽 

排气/排液阀：316L，哈氏合金 C，蒙乃尔合金 

容室法兰和过程接头：316L，哈氏合金 C， 

                    蒙乃尔合金 

膜盒垫圈和过程接头垫圈：氟橡胶 

灌 充 液：硅油或惰性油 

螺    栓：316L 不锈钢 

电子外壳：低铜铝合金 

表盖 O型圈：丁腈橡胶 

引压连接件：法兰 NPT1/4，中心距 54； 

接头 NPT1/2 或 M20×1.5 阳螺纹球锥面密封， 

带接头时中心距 50.8、54、57.2mm 

（NPT 锥管螺纹符合 GB/T12716-91） 

信号线连接孔：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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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式静压液位计 

投入式静压液位计，是一种潜水型的液位传感器，其以按液柱静压与液柱高度成正比的原理测量液位。

选用精密压力芯片封装而成。该产品采用特制的防水通气电缆。进行防结露的特殊处理，封装严密可靠，

并利用先进的电路线性和温度补偿技术，使其线性更佳，温漂系数更低，抗干扰更强，测量准确，稳定性

好，可直接投入水、油等液体（包括腐蚀性液体）中长期使用。适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制药、供

排水、环保等系统和行业的各种介质的液位测量。 

 性能特点 

 完善的电路补偿技术，线性佳，测量准确，长期稳定性好。 

 零点误差小，量程范围宽，精度高达 0.1%。 

 零点、量程可在外部连续调节，量程迁移范围宽。 

 具有反向极性保护及限流保护。 

 抗浪涌、抗射频干扰，可适用于变频等强干扰工业环境。 

 高分辨率、高阻抗、低功耗。 

 具有通讯和自诊功能； 

 用户可利用手持终端或现场总线系统远距离传输，读取、显

示并输入变送器。 

    

 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 (0-0.3)~200 米--H2O 

测压形式： 表压、绝压 

工作温度： -20~75℃ 

补偿温度： -10~70℃ 

温漂系数： ＜±0.01%FS/℃ 

综合精度： 0.1、0.2、0.5 级 

电源电压： 24VDC  

过    载： 2~5 倍 FS  

输出选择： 两线制 4~20mA、0~10mA、0~5V、1~5V 

稳 定 性： 小于 0.2%FS/年、0.5%FS/年  

防护等级： IP65（接线盒部分）、IP68（探头部分）  

过程连接： 外螺纹连接为标准 M20×1.5 接口 

 

  

  

 

 

 

 

 

 

 

 

 

 

 

 

 

 订购指南 

型号 名称 备注 

GF-ST307 投入式静压液位计 两线制，24V 供电，4~20mA 输出，不带显示 

GF-ST307D 投入式静压液位计 两线制，24V 供电，4~20mA 输出，带显示 

 

缆式 

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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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液位计 

超声波液位计使常规声波测距技术发生重大改进，不仅拓宽了声波测距技术的应用场合，使其能够应

用于各种恶劣工况，而且提高了液位测量的准确度及其可靠性。超声波液位计已广泛应用于自来水、污水、

石油、化工、冶金、电力、食品、制药、造纸、矿产等行业的各种液位、料位的连续测量和实时控制。 

 

 

 性能特点 

 

 非接触测量、免维护、高精度、长寿命； 

 智能信号处理技术，仪表适应各种工况条件； 

 多种输出形式：大电流双继电器上下限报警输出、 

   高精度 4~20mA 输出、RS485 数字通信输出； 

 LCD 液晶显示窗，外形美观精致； 

 灵活的支架、法兰安装（可选）； 

 采用 SMD 技术，提高仪表可靠性； 

 采用新型的波形计算技术，提高仪表的测量精度； 

 具有干扰波形的抑制功能，保证测量数据的真实； 

 

 

 

 

 

 

 

 

 

 

 应用领域 

 

水及污水处理：泵房、集水井、生化反应池、沉淀池、贮泥池； 

电力、矿山：灰泥浆、煤泥浆、水处理。 

 

      

 

  分体式液位计变送器 

 

  

 

          分体式液位计传感器 

 

  

   一体式液位计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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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性能 

液距范围：2m、4m、8m、12m、15m（可选） 

分 辨 率：1mm 

精    度：±10mm 

盲    区：0.4~0.6m 

显示方式：LCD 液晶显示 

发射开角：6°～12° 

温度补偿：温度自动补偿 

 信号输出 

模拟输出：4～20mA（分体四线制），最大负载 750 

          （一体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可选） 

开关输出：2 组可编程继电器，可设置为报警功能  

          和定时功能；容量为 AC230V/5A 

数字接口：RS485（ModBus 协议） 

 供    电 

交流供电：AC220V10%，50Hz 

直流供电：DC24V 

 物理性能 

材    质：变送器为 ABS 

          传感器为 ABS 

安装方式：支架安装、法兰安装 

线缆长度：10 米标配（可延长） 

 环境性能 

防护等级：变送器 IP65 

          传感器 IP67 

工作温度：变送器 -20~55℃ 

          传感器 -20~60℃ 

环境湿度：相对湿度≤85% 

 

 选型编码 

GG-LR725L   

 主 机 传感器 

 M1：分体 LT04：一体型，量程 4 米 

 C1：一体三线 LT08：一体型，量程 8 米 

 C2：一体二线 LT12：一体型，量程 12 米 

 C3：一体四线 LS04T：分体型，量程 4 米 

  LS08T：分体型，量程 8 米 

  LS12T：分体型，量程 12 米 

 

示例：GG-LR725LC1-LT08：一体三线式液位计，量程 8 米。 

 

 选配附件 

名称 规格型号 备注 

线缆 XL-RVVP4×0.3 专用信号线缆（四芯屏蔽隔离） 

仪表箱 YBX-378*300*122 材质 304，尺寸 378*300*122 

仪表箱支架 ZJ-304-1M 材质 304，长度 1m 

传感器支架 ZJ-304-G2 材质 304，长度 400mm，孔径 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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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液位差计 

超声波液位差计是通过非接触式来测量液位的高度，是一种安装方便、维护简单的液位测量仪表。超

声波液位差计使常规声波测距技术发生重大改进，不仅拓宽了声波测距技术的应用场合，使其能够应用于

各种恶劣工况，而且提高了液位差测量的准确度及其可靠性。 

 

 

 性能特点 

 

 非接触测量、免维护、高精度、长寿命； 

 智能信号处理技术，仪表适应各种工况条件； 

 多种输出形式：大电流双继电器上下限报警输出、 

   高精度 4~20mA 输出、RS485 数字通信输出； 

 LCD 液晶显示窗，外形美观精致； 

 灵活的支架、法兰安装（可选）； 

 采用 SMD 技术，提高仪表可靠性； 

 采用新型的波形计算技术，提高仪表的测量精度； 

 具有干扰波形的抑制功能，保证测量数据的真实； 

 

 

 

 

 

 

 

 

 

 应用领域 

自来水、污水、石油、化工、冶金、电力、食品、制药、

造纸、矿产等行业的各种液位、料位的连续测量和实时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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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性能 

液距范围：2m、4m、8m、12m、15m（可选） 

分 辨 率：1mm 

精    度：±10mm 

盲    区：0.4~0.6m 

显示方式：LCD 液晶显示 

发射开角：6°～12° 

温度补偿：温度自动补偿 

 信号输出 

模拟输出：4～20mA（四线制），最大负载 750 

开关输出：4 组可编程继电器输出（2 高和 2 低，设

定控制参数为液位差值） 

继电器容量：AC230V/5A 

数字接口：RS485（ModBus 协议） 

 供    电 

交流供电：AC220V10%，50Hz 

直流供电：DC24V 

 物理性能 

材    质：变送器为 ABS 

          传感器为 ABS 

安装方式：支架安装、法兰安装 

线缆长度：10 米标配（可延长） 

 环境性能 

防护等级：变送器 IP65 

          传感器 IP67 

工作温度：变送器 -20~55℃ 

          传感器 -20~60℃ 

环境湿度：相对湿度≤85% 

 

 选型编码 

GI-LR725D    

 主 机 传感器 1 传感器 2 

 M1：分体 LSXXT：XX 为量程（2m、4m、

8m、12m、15m 可选） 

LSXXT：XX 为量程（2m、4m、

8m、12m、15m 可选）   

 

示例：GI-LR725DM1-LS04T-LS04T：分体液位差计主机，两个量程 4 米传感器。 

 

 

 选配附件： 

名称 规格型号 备注 

线缆 XL-RVVP4×0.3 专用信号线缆（四芯屏蔽隔离） 

仪表箱 YBX-378*300*122 材质 304，尺寸 378*300*122 

仪表箱支架 ZJ-304-1M 材质 304，长度 1m 

传感器支架 ZJ-304-G2 材质 304，长度 400mm，孔径 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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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物位计 

雷达物位计采用微波脉冲的测量方法，并可在工业频率波段范围内正常，波束能量低，可安装于各种

金属、非金属容器或管道内，对液体、浆料及颗粒料的物位进行非接触式连续测量。适用于粉尘、温度、

压力变化大，有惰性气体及蒸汽存在的场合，另仪表可以用于反应釜、固体料仓等一些复杂的测量条件。 

雷达物位天线发射较窄的微波脉冲，经天线向下传输。微波接触到被测介质表面后被反射回来再次被

天线系统接收，将信号传输给电子线路部分自动转换成物位信号（因为微波传播速度极快，电磁波到达目

标并经反射返回接收器这一来回所用的时间几乎是瞬间的）。 

 低频 6.3G Hz 雷达物位计 

 性能特点 

 波束穿透力强，可适用特强水蒸气、特强粉尘工况； 

 天线尺寸大不易受凝结、挂料的影响； 

 液体大波动、大块料测量效果好于高频。  

 

                 

(简单过程条件下的液体测量：污水液体测量；挥发

性小的酸性液体测量；浆料料位测量) 

 

型    号：HA-FD101 

特    征：PP 或四氟材料的棒式天线，有一定的耐

腐蚀性。 

应    用：微腐蚀性液体，压力、温度一般 

测量范围：30 米 

精    度：±10mm                                                  

过程连接：螺纹 G1½A 

介质温度：-40～120℃ 

过程压力：-0.1～0.3MPa                                         

防护等级：IP67 

频率范围：6.3GHz                                        

防爆等级：Exib ⅡCT6 Gb 

信号输出：4-20mA/HART(两线/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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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号：HA-FD102 

特    征：全四氟天线，强耐腐蚀性，无卫生死角。

应    用：耐温、耐压、强腐蚀性液体 

测量范围：30 米 

精    度：±10mm                                                  

过程连接：法兰 

介质温度：-40～150℃ 

过程压力：-0.1～1.6MPa                                         

防护等级：IP67 

频率范围：6.3GHz                                        

防爆等级：Exib ⅡCT6 Gb 

信号输出：4-20mA/HART(两线/四线)     

 

 

 

 

 

 

 

          

(液体测量或短量程固体测量。能适应过程条件复杂

的环境) 

 

 

型    号：HA-FD103 

特    征：喇叭口天线，波束角较小。 

          +吹扫+散热片+接管 

应    用：液体/固体，温度和压力可较高，一定腐

蚀性。 

测量范围：30 米 

精    度：±10mm                                                  

过程连接：法兰 

介质温度：-40～200℃ 

过程压力：-0.1～4.0MPa                                         

防护等级：IP67 

频率范围：6.3GHz                                        

防爆等级：Exib ⅡCT6 Gb 

信号输出：4-20mA/HART(两线/四线)                                                                                                                                                                                             

 

 

 

(适用于强腐蚀性环境和卫生级环境下的，简单

过程液体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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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 26G Hz 雷达物位计 

 

 性能特点 

 天线尺寸小，便于安装；非接触雷达，无磨损，无污染。 

 几乎不受腐蚀、泡沫影响；几乎不受大气中水蒸气、温度和压力变化影响。 

 严重粉尘环境对高频物位计工作影响不大。 

 波长更短，对在倾斜的固体表面有更好的反射。 

 波束角小，能量集中，增强了回波能力的同时又有利于避开干扰物。 

 测量盲区更小，对于小罐测量也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高信噪比，即使在波动的情况下也能获得更优的性能。 

 高频率，是测量固体和低介电常数介质的最佳选择。 

 

 

            

              

 

 

 (广泛应用于各种酸、碱储罐等腐蚀性场合。在小罐

体上安装使用时，较 6G 更小的波束角决定了通过加

装适当的安装短管，从而获得更小的实际测量盲区) 

 

 

 

 

 

型    号：HA-FP501 

特    征：全密封四氟天线耐腐蚀，防轻微凝结物。 

应    用：强腐蚀性液体，压力、温度一般 

测量范围：10 米 

精    度：±5mm                                                 

过程连接：螺纹（G1½A、1½NPT）或法兰 

介质温度：-40～130℃ 

过程压力：-0.1～0.3MPa                                         

防护等级：IP67 

频率范围：26GHz                                        

防爆等级：Exib ⅡCT6 Gb 

信号输出：4-20mA/HART(两线/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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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号：HA-FP502 

特    征：多种专利型天线，抗凝结、抗挂料，发射

角最小 8 度。解决 6G 雷达在小罐中存在盲区大，多

重回波的问题。+吹扫+散热片 

应    用：耐温、耐压、轻度腐蚀性液体 

测量范围：30 米 

精    度：±3mm                                                  

过程连接：螺纹（G1½A、1½NPT）或法兰 

介质温度：-40～200℃ 

过程压力：-0.1～4.0MPa                                      

防护等级：IP67 

频率范围：26GHz                                        

防爆等级：Exib ⅡCT6 Gb 

信号输出：4-20mA/HART(两线/四线)  

                  

      (普遍应用于各种液位的测量。如：油罐等) 

     

                                                                                    

 

 

 

          

(适合食品、医药等行业的强腐蚀性液体，或卫生级

环境测量) 

 

 

 

 

 

 

 

型    号：HA-FP503 

特    征：四氟锥面天线，防腐、防凝结。 

应    用：卫生型液体存储器、抗强腐蚀、无盲区小罐 

测量范围：20 米 

精    度：±3mm                                                 

过程连接：法兰 

介质温度：-40～150℃ 

过程压力：-0.1～1.6MPa                                         

防护等级：IP67 

频率范围：26GHz                                        

防爆等级：Exib ⅡCT6 Gb 

信号输出：4-20mA/HART(两线/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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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号：HA-FP504 

特    征：多种专利天线，抗结露、结晶、挂料、粉

尘，波束集中。克服 6G 雷达天线，易堵、尺寸大、

发射角大、测量不准确、测量距离短等缺点。 

应    用：固体料、大量程、高温、高压、强粉尘、

易结晶、结露场合等 

测量范围：70 米 

精    度：±15mm                                                   

过程连接：法兰 

介质温度：-40～200℃ 

过程压力：-0.1～4.0MPa                                         

防护等级：IP67 

频率范围：26GHz                                        

防爆等级：Exib ⅡCT6 Gb 

信号输出：4-20mA/HART(两线/四线)  

 

 

 

 

 

 

 

 

 

 

 

 

 

 

 

(散装物位测量的最佳选择，适用于水泥、电力、钢铁

行业中大量程、高粉尘、高温、低介电常数介质的测量) 

  +吹扫+万向节+散热片 

 

 

        (应用于量程较短的固体料位测量) 

 

 

型    号：HA-FP505 

特    征：多种专利天线，抗结露、结晶、挂料、粉尘，

波束集中。 

应    用：小量程固体、大量程液体 

         （相对介电常数 εr 小） 

测量范围：15 米 

精    度：±15mm                                                  

过程连接：螺纹、法兰 

介质温度：-40～60℃ 

过程压力：-0.1～1.6MPa                                         

防护等级：IP67 

频率范围：26GHz                                        

防爆等级：Exib ⅡCT6 Gb 

信号输出：4-20mA/HART(两线/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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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波雷达物位计 

导波雷达（TDR）为接触式雷达，雷达波频率低，沿导波电缆（天线）传播。 

 性能特点 

       

 安装空间要求特定； 

 时间扩展技术直接得到物位值； 

 低功耗、二线本安；  

 测量精度稳定性与非接触雷达相当； 

 抗凝结、穿透力良好； 

 特殊高温高压环境；         

 天线必须与被测物相接触，量程不能过长，磨损易损坏； 

 对比非接触雷达安装略显复杂; 

 

 

                 

(适用于带挥发性物质或蒸汽的环境下的液体测，如：

焦化行业；适应过程条件复杂的环境)+防凝结头 

 

 

 

 

型    号：HA-FT301 

特    征：多种专利天线，抗凝结，抗蒸汽。 

应    用：液体及固体测量 

测量范围：30 米 

精    度：±10mm                                                 

过程连接：螺纹（G1½A、1½NPT、G2A） 

介质温度：-40～150℃ 

过程压力：-0.1～4.0MPa                                         

防护等级：IP67 

频率范围：钢缆 Φ4mm/Φ6mm/Φ10mm                                       

防爆等级：Exib ⅡCT6 Gb 

信号输出：4-20mA/HART(两线/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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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号：HA-FT302 

特    征：全四氟密封天线，耐强酸碱腐蚀。 

应    用：强腐蚀性液体介质 

测量范围：6 米 

精    度：±10mm                                                  

过程连接：法兰 

介质温度：-40～150℃ 

过程压力：-0.1～1.6MPa                                      

防护等级：IP67 

频率范围：Φ10mm                                        

防爆等级：Exib ⅡCT6 Gb 

信号输出：4-20mA/HART(两线/四线)  

 

 

 

 

 

 

 

                

               (量程较短的酸碱罐体) 

     

                                                                                    

                    

(能适应小量程，多蒸汽，小介电常数介质的测量。

适应过程条件复杂的环境) 

 

 

 

 

型    号：HA-FT303 

特    征：同轴式导波天线，获得更小的盲区、更强的

回波信号。 

应    用：低介电常数液体测量 

测量范围：6 米 

精    度：±10mm                                                 

过程连接：螺纹（G1½A、G2A） 

介质温度：-40～150℃ 

过程压力：-0.1～4.0MPa                                         

防护等级：IP67 

频率范围：Φ28mm                                       

防爆等级：Exib ⅡCT6 Gb 

信号输出：4-20mA/HART(两线/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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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号：HA-FT304 

特    征：带散热的导波雷达天线。 

应    用：液体测量，高温工艺(200℃)  

测量范围：缆 30 米/棒 6 米 

精    度：±10mm                                                   

过程连接：螺纹（G1½A、1½NPT、G2A） 

介质温度：-40～200℃ 

过程压力：-0.1～4.0MPa                                         

防护等级：IP67 

频率范围：钢缆 Φ4mm/Φ6mm/Φ10mm                                     

防爆等级：Exib ⅡCT6 Gb 

信号输出：4-20mA/HART(两线/四线)  

 

 

 

 

 

 

 

 

 

 

 

 

 

 

 

 

 

     (液体测量，高温高压工况，复杂过程条件) 

                     

     (液体测量，高温高压工况，复杂过程条件) 

 

 

型    号：HA-FT305 

特    征：不锈钢 316L/陶瓷材料天线，能耐受更高的

温度和压力。 

应    用：液体测量，高温(400℃)，高压（40MPa） 

测量范围：缆 30 米/棒 6 米 

精    度：±10mm                                                  

过程连接：螺纹（G1½A、1½NPT、G2A） 

介质温度：-200～400℃ 

过程压力：真空～40MPa                                         

防护等级：IP67 

频率范围：钢缆 Φ4mm/Φ6mm/Φ10mm                                      

防爆等级：Exib ⅡCT6 Gb 

信号输出：4-20mA/HART(两线/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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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介电常数液体及固体测量，复杂过程条件) 

 

型    号：HA-FT306 

特    征：多缆式导波天线结构，获得更强的回波信号。 

应    用：液体及固体测量，适用于小介电常数介质 

测量范围：缆 30 米/棒 6 米 

精    度：±10mm                                                  

过程连接：螺纹（G1½A、1½NPT、G2A） 

介质温度：-40～150℃ 

过程压力：-0.1～4.0MPa                                         

防护等级：IP67 

频率范围：钢缆 Φ4mm/Φ8mm                                

防爆等级：Exib ⅡCT6 Gb 

信号输出：4-20mA/HART(两线/四线)                                                                                                                                                                                             

 

雷达液位计选型时的注意事项 

 

1.物料特性：介质形态是固体还是液体；介电常数； 

            固体需要了解是物料颗粒大小，粉尘大小； 

            液体需要了解是否粘稠、有挥发、结晶、粘附、腐蚀； 

            物料表面是否有泡沫、波动、搅拌、旋涡等。 

2.安装环境：过程条件：过程温度、过程压力、量程。 

            容器形状、大小，拱形； 

            安装位置、接管尺寸； 

            仓内是否有横梁、加强筋、管道、搅拌器、加热盘管等罐内附件； 

            蒸气、结晶、结砣、挂壁、粉尘、鼓风等； 

            进出料的速度和方式、料流方向。 

3.测量要求：测量的精度要求； 

            防爆要求； 

            供电电压要求等。 

   

 

 

 

 

 



  专业 专注 服务                                      重庆伦晗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 79 - 

磁翻板液位计 

HJ-UHZ 型磁翻板液位计，利用浮力和磁耦合原理，将液位的变化线性地传递到指示器上，清晰地指

示出液位的高度。指示器和贮罐是完全隔离的，因此绝对保证使用安全。该液位计还可配液位报警开关和

液位变送器。液位报警开关可实现液位上下限控制和限位报警；液位变送器可将液位变化线性地转换成直

流 4~20mA 输出，实现远距离的液位指示、检测、控制和记录。可以适用于各种工业自动化过程控制中的

液位测量与控制。它弥补了玻璃板（管）液位计指示清晰度差。 

    广泛运用于石油、食品加工、化工、水处理、制药、电力、造纸、冶金、船舶和锅炉等领域中的各种

塔、罐槽、球形容器和熔炉等设备的介质液位测量、控制与监测。 

 性能特点 

 结构设计合理简单、使用方便、性能稳定； 

 易于安装、使用寿命长、维修方便； 

 测量范围大，读数直观清晰； 

 耐腐蚀，指示部分与被测介质完全隔离； 

 结合面少，密封性强，不易渗漏,安全可靠； 

 耐高温和低温场合使用、最高温度可达 350℃； 

 

 技术参数 

 

 

 

安装方式：侧装式/顶装式 

测量范围：上下法兰中心距≤12m，用户指定 

测量精度：±10mm 

工作温度：≤80℃，≤150℃，≤350℃ 

工作压力：1.6MPa，2.0MPa，6.0MPa 

接液材质：304 或 316L 不锈钢，PP 塑料，不锈钢衬四氟 

介质密度：≥0.45g/cm³ 

工作电压：220VAC，24DC 

连接法兰：侧装式 DN20/DN25 PN1.0 或用户提出 

          顶装式 DN80 或 DN100 

输出信号：按用户要求可以配开关信号（点通型 、自保型）或 4~20mA 连续模拟量信号 

电气接口：M20×1.5 螺纹 

防护等级：IP65 

防爆等级：Exia ll CT4-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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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装式 HJ-UHZ-C-1 

 

 

侧装式 HJ-UHZ-C-P（PP 材质） 

 

 

 

侧装式 HJ-UHZ-C-M(远传仪表) 

 

   工作温度：≤350℃ 

   工作压力：0 ~ 6.5MPa 

   主体材质：304，316L 不锈钢 

    工作温度：≤80℃ 

    工作压力：0 ~ 1.6MPa 

    主体材质：PP 

 

 工作温度：≤350℃ 

 工作压力：0 ~ 6.0MPa 

 主体材质：304，316L 不锈钢，PP 

 

  侧装式 HJ-UHZ-C-2 

（上下报警） 

 

   

 

  侧装式 HJ-UHZ-C-2 

（PP材质、上下报警） 

     

 

 

 侧装式 HJ-UHZ-C-2 

（耐温、耐压、上下报警） 

 

 

  工作温度：≤150℃ 

  工作压力：0 ~ 2.0MPa 

  主体材质：304，316L 不锈钢 

    工作温度：≤80℃ 

    工作压力：0 ~ 1.6MPa 

    主体材质：PP 

    工作温度：≤350℃ 

    工作压力：0 ~ 6.0MPa 

    主体材质：304，316L 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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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装式 HJ-UHZ-C-B（蒸汽伴热式） 

 

 

 

侧装式 HJ-UHZ-C-D（电伴热式） 

 

 

 

侧装式 HJ-UHZ-C-F（内衬四氟） 

 

 

   工作温度：≤350℃ 

   工作压力：0 ~ 6.0MPa 

   接液材质：304，316L 不锈钢 

    工作温度：≤150℃ 

    工作压力：0 ~ 2.0MPa 

    主体材质：304，316L 不锈钢 

 

  工作温度：≤150℃ 

  工作压力：0 ~ 2.0MPa 

  主体材质：304，316L 不锈钢 

 

 

侧装式锅炉液位计 HJ-UHZ-C-G1/G2 

 

  

 顶装式 HJ-UHZ-D（不锈钢 / PP 材质） 

    

            工作温度：≤350℃ 

            工作压力：0 ~ 6.0MPa 

            主体材质：304，316L 不锈钢 

 

            工作温度：≤350℃ / ≤80℃ 

            工作压力：0 ~ 2.0MPa / 1.6MPa 

            主体材质：304，316L 不锈钢 /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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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式浮球液位开关 

IC-UQL10 系列电缆式浮球液位开关是利用塑胶射出一体成型，所以结构坚固，性能稳定可靠，同时

无毒、耐腐蚀，安装方便，价格低廉，对长距离多点控制、沉水泵、有波动的液体或有杂质的液体控制效

果佳。由于其简单可靠，经济方便的特点，使其广泛运用于各种大型容器的液位控制，尤其在市政给排水、

消防、水处理等行业首选。该产品可与各种液泵配套，广泛应用于供水、排水及含腐蚀性的液位自动控制。 

 性能特点 

 结构合理、性能稳定可靠（不因液面的波动而引起误动作）； 

 具有无毒、耐腐蚀、安装方便、价格低廉、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领先的设计和严格的制造工艺为产品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外壳采用工程塑料，机械强度高、密封性好； 

 安装简捷，调试方便，上下移动定位快，即可随意调节控制范围； 

 长期使用稳定可靠，维护简易。 

 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5m、10m（其他长度可定制） 

电 寿 命：5×104 次 

机械寿命：2.5×105 次 

材    质：浮球 PP（无毒聚丙烯） 

          电缆 PVC  

连    接：直接甩线或加法兰及接线盒 

工作温度：0~50℃ 

工作压力：0.1MPa 

防护等级：IP68 

开关角度：±45° 

接点形式：ON/OFF 

适用介质：清水、污水、油类以及中等浓度以下的酸碱液体 

 应用领域 

水电行业：集水井、清水井、顶盖排水、生活水塔、贮水池的水位控制与报警； 

给排水行业：自来水厂的混合池、砂石过滤池、沉淀池、取水口、贮水池、水塔的水位报警与控制； 

污水处理厂：初淀池、平衡池、污水池、曝汽池、栏污格栅、浓缩池的水位控制与报警。 

 选型编码 

IC-UQL10   

 线缆长度 L  

 L05：5m  

 L10：10m  

 LXX：XXm XX 为订制线缆长度 

示例：IC-UQL10-L10，线缆长度 10m 的缆式浮球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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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式浮球液位开关 

ID-UQK10 系列杆式浮球液位计是用于直接指示各种敞开或承压容器内液位高度的指针式仪表。该仪

表与工业设备上常用的玻璃板液位计相比较，它不怕破裂，示值更为清晰，尤其适用于对玻璃管壁有粘滞

作用的油污类液体介质或者有毒有害的介质的直接指示。仪表属纯机械结构，故在易燃易爆场所工作时，

具有本质安全性。适应于控制泵运转来维持液位；控制罐的自动装卸；控制液位或供给信号，如油箱、自

动清洗系统、液压罐、低压锅炉、污水处理系统。 

 性能特点 

 真空结构适合于各种液位检测操作； 

 开关与液体无直接接触，不磨损和撕裂； 

 无源接点不需要任何电力供应，无电压接触的通用信

号处理； 

 检测与泡沫、电导率、介质常数、压力、真空、温度、

蒸汽、冷凝液、气泡、沸腾效应和振动等无关； 

 单个装置中可以设置多个开关点以实现多点控制，每

个控制点的位置可根据客户需要定制； 

 所有开关的出线都集中在接线盒内（或直接出线），

防护等级 IP65 以上、施工简单方便、降低配线成本； 

 安装和使用简便，使用前开关一次性调校，无需维护。 

 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12m，或用户指定 

测量精度：±10mm 

主体材质：304 不锈钢，316L 不锈钢，PP 

输出信号：4~20mA 

          或配开关信号（点通型 、自保型） 

工作温度：≤80℃（PP），≤150℃（不锈钢） 

工作压力：≤1.0MPa 

工作电压：220VAC，24VDC 

使用寿命：10，000，000 次 

接口方式：管螺纹连接，法兰连接 

 选型编码 

ID-UQK10   

 浮杆长度 L  

 L02：2m  

 L05：5m  

 LXX：XXm XX 为订制浮杆长度 

示例：ID-UQK10-L02，浮杆长度 2m 的杆式浮球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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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数采仪 

环保数采仪，主要应用于环境在线监测系统现场端。数采仪主要实现采集、存储各种类型监测仪器仪

表的数据、并能完成与上位机数据传输功能的数据终端单元，具备单独的数据处理功能。实现了对一次仪

表的实时监控，永远在线，并通过模拟信号接口、数字信号接口、RS232/485 接口与流量计、 COD、 PH 仪、

氨氮、余氯、烟气测量仪等多种仪器连接，使得对一次仪表监控，更加方便快捷。 

 

数环保数采仪是现场仪表与上位机系统的连接仪器。数据采集传输仪通过数字通道、模拟通道、开关

量通道采集监测仪表的监测数据、状态等信息，然后通过传输网络将数据、状态传输至上位机；上位机通

过传输网络发送控制命令，数据采集传输仪根据命令控制监测仪表工作。在整个环境在线监测系统中，上

位机是在线监测系统软件平台的统称，下位机则是现场仪器仪表的统称。 

 

 功能特点 

 

 多种类型的数据输入接口功能，基本配置：8AI、8DI、液晶屏显示、； 

 所有参数全部通过中文菜单设定，无需使用电脑或其他工具； 

 多个 LED 指示灯，运行状态一目了然； 

 16 按键设计，可输入各种字符和数字； 

 集成宽电压电源模块，110~240V 均可适用； 

 提供 4G 存储空间； 

 支持 GPRS/CDMA/ADSL/PSTN/WLAN/短波电台等多种通讯方式。 

 提供 2 路开光量、6 路 RS232,、1 路 485 输出； 

 低功耗，整机功耗 25W，内置备用锂电池，可续航 8h； 

 支持本地或远程参数设置，如：修改定时上传间隔时间，最大及最小量

程、数采仪地址、报警上下限值等； 

 支持下端反控功能； 

 具有高可靠性嵌入式工业级软件系统，完整的代码源，程序可按需定制，

支持多中心数据传输，可使用软件现场导出历史数据； 

 

 

 

 

   5.7 寸液晶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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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参数 

单元名称 描述  技术参数 

仪表 型号  NK37 

存储器 4G  可以保存一年的历史数据，掉电不丢失 

CPU   工业级高性能处理器 

仪表接口 

模拟量输入 AI  8 路，精度 16 位 A/D，4~20mA 或 0~5V 

开关量输入 DI   8 路，磁隔离，直流 0-30V 

开关量输出 DO   2 路，容量 1A 

数字量  6 路 RS232 ，1 路 RS485 磁隔离；波特率 1200-115200bps 

显示单元 液晶屏  320 X 240 点阵的 LCD 

通讯方式 

以太网  内置以太网接口 

GPRS/CDMA  内置 GPRS 通信模块（可选配 CDMA） 

PSTN 拨号网络  

系统参数 

精度  ≤0.2% 

电磁兼容  满足 IEC 三级标准 

电源  220VAC ± 15％ 50HZ ± 5％ 

后备电池  锂电池，外部电源掉电情况下，可继续工作 8 小时 

功耗   25W 

通讯协议  HJ/T212-2005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测（监控）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安装环境 

安装方式  壁挂式 

相对湿度   20％~90％ 

环境温度  -20℃~＋70℃ 

外形尺寸  251 X 206 X 87 mm 

重量  2KG 

防护等级  I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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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壁挂式变送器尺寸图 

（适用于 PH/ORP、膜法/荧光法溶解氧、浊度仪、光电污泥浓度计、泥水界面仪、超声波污泥浓度计、

余氯分析仪、超声波液位计/差计、超声波明渠流量计、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 

 
 
 
 
 
 
 
 
 
 
2.变送器仪表箱尺寸图 

 
 
 
 
 
 
 
 
 
 
 
 
 
 
 
 
 
 
 

 

    主视图             侧视图  

     

 

 

 

 

 

 

  

        

           主视图              侧视图                         背视图 

φ 50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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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感器尺寸图 

一体二线超声波液位计 

一体三线超声波液位计 

分体超声波液位计/差计 

超声波明渠流量计 
超声波泥水界面仪 

    

 

光电（悬浮物）污泥浓度计 高浊度仪 低浊度仪 

  

 

 

PH/ORP 计 膜法溶解氧 荧光法溶氧仪 

   



 伦晗·中国                                       专业 专注 服务                                          

 - 88 - 

电磁流量计--外形尺寸图 

     DN15~DN150，1.6 Mpa、4.0 Mpa 一体型和传感器外形图 

 

 

 

 

 

 

 

 

 

 

 

 

 

 

 

 

 

 

外形尺寸和重量                法兰尺寸（标准：GB：GB/T9119） 

  

公称

通径 

DN 

L W H 

参考重量 kg  公称

通径 

DN 

压力 1.6MPa 压力 4.0 MPa 

一体型 传感器  D d1 d0 n b D d1 d0 n b 

15 200 140 147 10 7  15 95 65 14 4 16 95 65 14 4 16 

20 200 140 154 12 9  20 105 75 14 4 18 105 75 14 4 18 

25 200 140 156 14 11  25 115 85 14 4 18 115 85 14 4 18 

32 200 168 166 15 12  32 140 100 18 4 18 140 100 18 4 18 

40 200 176 172 16 13  40 150 110 18 4 20 150 110 18 4 20 

50 200 176 191 17 14  50 165 125 18 4 20 165 125 18 4 20 

65 250 214 200 25 22  65 185 145 18 4 20 185 145 18 8 22 

80 250 214 218 29 26  80 200 160 18 8 22 200 160 18 8 22 

100 250 230 242 31 28  100 220 180 18 8 22 235 190 22 8 26 

125 250 281 277 36 33  125 250 210 18 8 22 270 220 26 8 26 

150 300 281 302 41 38  150 285 240 22 8 24 300 250 26 8 28 

 

分离型传感器 

安装接线盒 

  防爆一体型 

安装防爆转换器 

  常规一体型 

安装普通转换器 

2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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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流量计--外形尺寸图 

     DN200~DN600，1.0 Mpa、1.6Mpa 一体型和传感器外形图 

 

外形尺寸和重量                法兰尺寸（标准：GB：GB/T9119） 

 

 

 

公称

通径 

DN 

 

L 
H 

ф~ 

参考

重量 

Kg 

 

公称

通径 

DN 

压力 1.6MPa 压力 1.0MPa 

 
D d1 d0 n b D d1 d0 n b 

200  350 362 45 

 

200 340 295 22 12 26 340 95 22 8 24 

250  450 412 50 250 405 355 26 12 28 395 350 22 12 26 

300  500 472 60 300 460 410 26 12 32 445 400 22 12 28 

350  500 522 145 350 520 470 26 16 35 505 460 22 16 30 

400  500 572 180 400 580 525 26 16 38 565 515 26 16 32 

450  550 626 215  450 640 585 30 20 42 615 565 26 20 35 

500  550 676 245  500 715 650 30 20 46 670 620 26 20 38 

600  600 776 335  600 840 770 36 20 52 780 725 30 20 42 

分离型传感器 

安装接线盒 

  防爆一体型 

安装防爆转换器 

  常规一体型 

安装普通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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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磁流量计--外形尺寸图 

 

 

 

  

  

 

 

  

  

 

 

 

 

外形尺寸和重量                法兰尺寸（标准：GB：GB/T9119） 

Kg 

 公称通径 压力 

MPA 
D d1 d0 n b 

DN 

700 

1.0 

895 840 30 24 30 

公称 

通径 

DN 

L 
H 

ф~ 

参考

重量 

Kg 

800 1015 950 33 24 32 

900 1115 1050 33 28 34 

1000 1230 1160 36 28 34 

700 700 866 435 700 

0.6 

860 810 26 24 26 

800 800 966 545 800 975 920 30 24 26 

900 900 1076 655 900 1075 1020 30 24 26 

1000 1000 1200 810 1000 1175 1120 30 28 26 

1200 1200 1406 875 1200 1405 1340 33 32 28 

1400 1400 1632 1235 1400 1630 1560 36 36 32 

1600 1600 1832 1555 1600 1830 1760 36 40 34 

1800 1800 2036 2085 1800 2045 1970 39 44 36 

2000 2000 2236 2610 2000 2265 2180 42 48 38 

2200 2200 2436 3210 2200 2475 2390 42 52 42 

2400 2400 2636 3910  2400 2685 2600 42 56 44 

2600 2600 2836 4280  2600 2905 2810 48 60 46 

2800 2800 3036 5000  2800 3115 3020 48 64 48 

3000 3000 3236 5600  3000 3315 3220 48 68 50 

DN700~DN3000，0.6 Mpa、1.0Mpa 分体型和传感器外形图 

注：①DN700~DN3000 无一体型； 

    ②DN700~DN1600 分体防爆型传感器外形和常规仪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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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清洗光电式传感器四光束窗口上的杂物。变送器继电器的输出可以设置为与用户自

行提供的电磁操作阀实现控制连接，从而实现向传感器提供清洗空气。在不能获得清洗空气

的情况下，可以在传感器旁边安装一个小型的气泵，供清洗操作使用。 

 

       

      空气自清洗装置系统示意图                          吹扫装置安装示意图        

 

 

 

①气泵供电为 220V 或是 24V； 

②流量为 23L/min ； 

③压力为 2.8bar ；         

④出气口管径为 4mm 。    

 

 

 

①将传感器顶部螺纹处缠上生胶带，传感器线缆穿过吹扫装置的螺纹处后，将传感器拧紧即 

  可。吹扫导管接口需与现场的气泵装置连接。 

②推荐最小空气压力为 0.7bar，最大空气压力为 3.4 bar。对于插入式光电式传感器，其最 

  小最大空气压力为上述工艺管道的最大操作压力； 

③在不使用清洗装置的情况下，务必保持光电式传感器上面的导气管封堵，防止污泥将导气 

  管堵塞； 

④根据仪表的供电方式分别选择将交流电电源火线或是直流 24V正极接在继电器 NOX接头上， 

  将气泵的一端接在继电器 COMX接头上，气泵的另一端接交流电源零线或是直流 24V的负极 

  上。继电器电源匹配为容量 220VAC/2A。  

选用气泵的技术参数： 

自清洗装置在安装时请注意如下事项： 

自清洗装置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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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PH/ORP 计、膜法溶解氧） 

   

    

 

 

 

 

    

 

安装方法： 

1. 首先用焊接或管套连接的方式将“U”形

管与流通杯连接，使其牢固。注意在焊

接时不要把电极放在流通杯里面，避免

电极因高温而损坏。 

2. “U”形管进水口的高度必须高于流通杯

的高度，从而在断水的情况下，保证流

通杯里仍然有水，避免电极长时间断水

通电。 

3. 用压紧环将电极与流通杯的螺纹相接

拧紧，避免水流溢出。 

4. 流速控制在 150～200mL/min。 

 

 

 

 

 

备注： 

因介质处于特殊环境无法直接测量，需引

流出来，接到流通杯上在达到测量要求。 

 

 

流通式--流通杯安装说明  

进水口 

出水口 

焊接/套管 

电极 

压紧环 

流通杯 

U 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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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膜法余氯电极使用，流通式低浊度使用） 

         

 

 

 

   

 

安装方法： 

1. 用带有双向接口的水管，连接水箱出水口

(或者水泵)和传感器进水口。在水箱（或

者水泵）与传感器进水口间必须有控制阀

门，以便调节进水量的大小。流量大约为：

1L/min。   

2. 在传感器排水口处安装排水管将排水引

入排水管道。排水管建议用 ø50mm 以上的

硬塑料管，以保证排水顺畅。 

3. 检查以上各步连接是否牢固，有无渗漏之

处，水样流动是否顺畅。 

4. 流通槽是靠定位孔和卡孔固定紧固。 

 

 

 

备注： 

内装传感器，流通式测量。 

 

 

 

 

流通式--流通槽安装说明  

排水口  

出水口 

进水口 

传感器线缆 

接变送器 

 

下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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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适用于 PH/ORP 计、膜法溶解氧、高浊度仪、光电污泥浓

度计、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等），每个仪表均有专用底座和连接部件（球

阀，法兰等）。 

 

    

 

 

安装方法： 

1.在管道合适位置按照底座尺寸开一个圆

孔。 

2.将专用底座焊接在管道孔处，焊接时焊点

应饱满坚固。 

3.将传感器及其连接件按入底座内，根据现

场要求调节传感器深入管道的相应长度。 

4.将各部件拧紧固定，防止雨水和其他物质

进入。 

 

                 

 

  1. 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使用。 

  2. 焊接在管道上，与球阀连接。 

  3. 尺寸：G1（1 英寸）×35 

  4. 材质：304 

 

       1. 光电污泥浓度计（或高浊度）使用。 

       2.  

 

插入式--底座安装说明  

底座 

   焊接点 

水流方向 

传感器 

 

球阀 

底座 

连接件 

传感器 

①将传感器安装转接部件； 

②在安装在底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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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PH/ORP 计、膜法/荧光法溶解氧、高浊度仪、光电污泥浓

度计、泥水界面仪、投入式超声波污泥浓度计、ORP 法余氯分析仪） 

              池壁                         池顶 

   

 

 

 

安装方法： 

1. 在池顶（或池壁）适当位置安装固定支架托。 

2. 将传感器的电缆依次穿过套管、支架管、安装管、管盖和防水头。 

3. 依次将支架零部件安装紧固，所有零部件的螺纹处均缠生胶带拧紧且需密封处理；将防水头

拧紧，固定电缆，防止雨水和其他物质进入安装管。 

4. 将安装好的传感器安装管的套管装入安装在支架托上，并用锁紧螺钉固定。 

注意事项： 

1. 在连接传感器与安装管时，请旋转支架管而不要旋转传感器，否则传感器的电缆有可能被损

坏。 

2. 浸入式应没入液面下 0.5m-1m 左右，原则是尽量不受漂浮物、杂质、气泡等影响；安装在

有代表性、良好的取样点附近。 

3. 距池壁需有一定距离。 

 

支架--浸入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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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一体/分体超声波液位计、超声波液位差计） 

 

 

 

     

   

      安装位置参照表 

量程（m） W（mm） G（mm） 

2 400 60 

4 500 60 

8 600 60 

10 800 60 

12 1000 60 

 

        W：安装位置推荐距离 

        G：接管高度 

注意事项： 

1. 传感器发射超声波脉冲时，都有一定的发射开

角。从传感器下缘到被测介质表面之间，由发

射的超声波波束所辐射的区域内，不得有障碍

物，因此安装时应尽可能避开罐内设施，如：

人梯、限位开关、加热设备、支架等。 

2. 最高液位不得进入测量盲区。 

3. 距池壁或罐壁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 

4. 传感器器的发射方向与被测介质表面垂直，以

保证能正确的接收反射回波信号。 

   （适用于超声波明渠流量计） 

                
根据现场条件自行加工支架，支架可以做成 

“门”字形，安装时跨装在渠道上。 

    

      

 

 

 

   如果渠道侧墙允许，也可以用两根角钢做成 

   探头支架，角钢两端埋入渠道侧墙内。 

 

法兰 

支架--安装  

 

传感器 

角钢 
螺钉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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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管段式超声波污泥浓度计、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电磁流量

计等） 

     

     

 

安装方法： 

1. 管道式仪表已在出厂时把传感器装配在

专用管段上，用户只需把管段再装配到

现场嵌入管道中。 

2. 传感器应安装在能够保证满管的管段。 

3. 仪表上所标注的方向应与流体的方向一

致。 

注意事项： 

超声波污泥浓度计 

         

      ⑴.为了获得最佳的性能，安装时应将传感器靠近排泥口，保持污泥排放的液压压力以 

        排除空气，在测量管的上游不能让污泥自由地沉积或通过离心泵带入空气。 

     ⑵.安装位置应该保证管道传感器内部充满流体，两个传感器的中线应该在水平位置。 

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 

       

      ⑴.安装位置注意前后直管段的长度（上游≥10D，下游≥5D），尽量使前后直管段最长， 

        以确保测点位置的流场处于稳流状态。 

电磁流量计 

         

      ⑴.为防止出现负压，流量计的高度应略低于管道的高度，或在流量计的下游侧保证有 

         一定的压力。 

      ⑵.直管段长度最佳为流量计前≥10D，后≥5D。 

      ⑶.管路必须完全充满液体，安装位置避免有气泡避免测量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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