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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由电磁流量传感器和转换器配套组成，用以测量管道内各种导电流体

或液固二相介质的体积流量。它广泛应用于化工、食品、制糖、酿酒、冶金、造纸、

水利、环保、印染、石油、煤炭等工业领域中，用来测量各种酸、碱、盐溶液、泥浆、

矿浆、纸浆、煤水浆、玉米浆、纤维浆、糖浆、石灰乳、污水、给排水、双氧水、啤

酒、麦汁、各种饮料等导电液体介质的体积流量。

二、主要特点

1．流量的测量不受流体的密度、粘度、温度、压力和电导率变化的影响，传感器感应

电压信号与平均流速呈线性关系，因此测量精度高。

2．测量管道内无阻流件，因此没有附加的压力损失；测量管道内无可动部件，因此传

感器寿命极长。

3．由于感应电压信号是在整个充满磁场的中间中形成的，是管道载面上的平均值因此

传感器所需的直管段较短，长度为 5 倍的管道直径。

4．多种电极及内衬材料，可满足耐腐蚀、耐磨损的要求。

5．HSBLDE 转换器采用国际最新最先进的单片机和表面贴装技术，性能可靠、精度高、

功耗低、零点稳定、参数设定方便，点击中文显示 LCD，显示累积流量，瞬时流量、

流速、流量百分比等。

6．双向测量系统，可测正向流量，反向流量，采用特殊的生产工艺和优质材料，确保

产品的性能在长时间内保持稳定。

三、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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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流量计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而制

成的，只是其中切割磁力线的导体不是固态金属，

而是具有一定电导率的流体。当导电的流体在处于

磁场中的测量管内作切割磁力线运动时，则在运动

的流体内产生感应电动势。电动势用一对金属电极

检测出并送至转换器通过智能化处理，然后转换成

标准信号 4～20mA 和 0～1kHz 输出。

其感应电动势 E 可用下式表示：

式中：K=仪表常数

B=磁感应强度

V=测量管截面内的平均流速

D=测量管的内径

三、技术指标

1．公称压力：普通型 DN(4～80)—4.0MPa；DN（100～150）—1.6MPa；

DN（200～1000）—1.0MPa；DN(1100～2000) —0.6MPa。

高压型 DN（4～80）—6.3MPa，10 Mpa，16 MPa，25 MPa，32 MPa；

DN（100～150）—2.5 MPa，4.0 MPa，6.3 MPa，10 MPa，16 MPa；

DN（200～600）—1.6 MPa，2.5 MPa，4.0 MPa；

DN（700～1000）—1.6 MPa，2.5 MPa；

DN（1100～2000）—1.0 MPa，1.6MPa。

2．准确度等级：0.2、0.5（示值误差）

3．流速范围： （0.1～15）m/s

4．流体电导率：≥5uS/cm

5．防护等级： IP65（防喷水型）、IP68（潜水型）

6．流体温度： （-30～+180）℃

7．工作环境： （-25～+55）℃，5%～95%RH

8．连接方式： 法兰连接（GB9119—1988）或 ANSI 标准

9．输出信号： （0～1）kHz、（4～20）mA 或（0～10）mA

10．供电电源： 220VAC、50Hz 或 24VDC。

四、流量计内径、流速与流量关系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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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流量范围表

六、一体式流量计外形尺寸及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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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 6-20 DN 25-2000

七、分体式流量计外观及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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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器外观尺寸(mm3)

宽×高×深：165×215×70
转换器安装尺寸（墙壁挂式）

八、安装位置注意事项

电磁流量计安装时测量电极的轴线必须近似于水平方向，测量管道内应完全充满

液体。流量计的前方最少要有 5D（D 为流量计内径）长度的直管段，后方最少要有 3D

长度的直管段，流体的流动方向和流量计的箭头方向一致。管道内如有真空会损坏流

量计的内衬，需特别注意。流量计附近应无强电磁场，并有充裕的空间，以便安装和

维护。若测量管道有振动，在流量计的两边应有固定的支座。测量不同介质的混合液

体时混合点与流量计之间的距离最少要有 30D（D 为流量计内径）长度。为方便今后

流量计的清洗和维护，应安装旁通管道。安装聚四氟乙烯内衬的流量计时，连接两个

法兰的螺栓应注意均匀拧紧，否则容易压坏聚四氟乙烯内衬，最好用力矩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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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安装在水平管道较低处和垂直向上

处，避免安装在管道的最高点和垂直向下

处

● 应安装在管道的上升处

● 在开口排放的管道安装，应安装在管道

的较 低处

● 若管道落差超过 5m，在传感器的下游

最高位置上安装排气阀

● 应在传感器的下游安装控制阀和切断

阀而不应安装在传感器上游

● 传感器绝对不能安装在泵的抽吸侧，应

安装在泵的出口处

●在测量井内安装流量计的方式

1、入口 2、溢流管 3、入口栅

4、清洗孔 5、流量计 6、可卸短管

7、出口密封闸 8、出口 9、排污阀

九、型号选择

规 格 代 码 说 明

企标 HSB 昆山恒思博自动化

LDB 普通型电磁流量计仪表种类

LDE 智能型电磁流量计

通径代码 XXX 例：100 表示 DN100 若通径后接

I 表示插入式

1 标准固定式

2 刮刀式电极形式

3 可拆卸更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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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不锈钢

1 铂

2 哈氏 B（HB）

3 钽 Ta

4 钛 Ti

电极材料

5 哈氏 C (HC)

3 氯丁橡胶

4 聚氨酯橡胶

5 F4

6 F46

7 F40

8 P0

内衬材料

9 PPS

4.0 DN10-80

1.6 DN100-150

1.0 DN200-1000

0.6 DN1100-2000

额定压力

0.25 DN2200

E ＜80℃工作温度

H ＜180℃

0 无接地环接地环

1 有接地环

0 IP65防护等级

1 IP68

0 一体式转换器形式

1 分体式

0 无

1 RS485

2 Hart

3 PA 总线

通讯

4 FF 总线

0 碳钢外壳材料

1 不锈钢

0 碳钢表体法兰

1 不锈钢

0 不带安装配对法兰

1 带

0 220V

1 24V

供电电源

2 电磁供电

仪表量程 XXX 例：（100）表示最大量程 100m3/h



昆山恒思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供电型电磁流量计

产品型号：DN6-DN1200

产品详细介绍：

一、电池供电型电磁流量计概述：

Magne W3000 PLUS 电池供电型电磁流量计采用了 16 位嵌入式超微功

耗微处理器，同时采用了特殊技术设计的传感器励磁系统，具有全数字量信号处

理，抗干扰能力强，电池供电型电磁流量计测量稳定可靠等特点，可实现自动双

向流量测量，现场瞬时流量、正向、反向累积总量显示，GSM 数据无线远传，

自诊断故障提示等功能，电池供电型电磁流量计可广泛应用于现场无电源供电的

场所，如城市供水、水利灌溉、污水处理等行业。

二、电池供电型电磁流量计技术参数：

·公称通径：DN6-DN1200

·公称压力：0.6 ～ 4.0MPa （特殊压力可定制）

·精 确 度：±0.5%(DN10 — DN250) ；±1.0%(DN300 — DN1200)

·测量范围：0 ～ 12m/s

·测量介质电导率： ＞ 20 μs/cm

·介质温度：-10℃ ～ 100℃

·环境温度：-25℃ ～ 60℃

·环境湿度：≤ 95% （相对湿度）

·供电方式：电池供电型电磁流量计拥有 3.6V/DC 内置锂电池供电，连续工作时

间大于 5 年

·电极材料：316L 不锈钢、HC、HB、钛、钽、铂/铱合金

·衬里材料：聚氯丁橡胶、聚氨脂橡胶、PTFE、F46、PFA

·连接方式：法兰式，插入式

·结构形式：一体型、分体型

·防护等级：IP68

显示方式：LCD 大屏幕液晶显示瞬时流量、正向/反向累积总量以及报警提示符

·输出信号：脉冲输出 0.0001-10m/p 可设置脉冲宽度 20ms( 无源光耦输出）

·通讯方式：GSM 无线数据远传（短信形式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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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橡胶衬里电磁流量计

主要性能参数

1. 测量介质：液体、气体、过热/饱和蒸汽

2. 准确度：±1.0%、±1.5%

3. 重复性：≤准确度的 1/3

4. 输出信号：(4~20)m 电流信号、

RS-485/232 通讯接口

5. 公称口径：DN15~DN500mm

6. 防爆标志：ExiaIICT6、ExiaIIBT

7. 供电电源：24V、12V、3.6V 供电

主要功能特点

1. 智能一体化设计：能现场显示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及仪表系数。

2. 零位自动调整，消除零位漂移。

3. 微功耗、双电源设计。

4. 测量范围度：10：1;15：1

5. 断电保护功能：流量计在断电后，采用 E2PROM 技术，内部参数长期保存。

6. 小信号切除功能：在无流量情况下，如果用户管道振动较大，有误差信号出

现，可以设置截止频率切除无效信号。

7. 超出报警功能：当流量低于流量范围下限或高于流量范围上限时，流量计将

自动报警。

8. 科学的设计：流量计检测元件不接触介质，无可动部件，压力损失小，使用

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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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式球阀法兰连接电磁流量计

主要性能参数

1. 测量介质：液体、气体、过热/饱和蒸汽

2. 准确度：±1.0%、±1.5%

3. 重复性：≤准确度的 1/3

4. 输出信号：(4~20)m 电流信号、 RS-485/232 通讯接口

5. 公称口径：DN15~DN500mm

6. .防爆标志：ExiaIICT6、ExiaIIBT

7. 供电电源：24V、12V、3.6V 供电

主要功能特点

1. 智能一体化设计：能现场显示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及仪表系数。

2. 零位自动调整，消除零位漂移。

3. 微功耗、双电源设计。

4. 测量范围度：10：1;15：1

5. 断电保护功能：流量计在断电后，采用 E2PROM 技术，内部参数长期保存。

6. 小信号切除功能：

在无流量情况下，如果用户管道振动较大，有误差信号出现，可以设置截止

频率切除无效信号。

7. 超出报警功能：当流量低于流量范围下限或高于流量范围上限时，流量计将

自动报警。

8. 科学的设计：流量计检测元件不接触介质，无可动部件，压力损失小，使用

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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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式电磁流量计

产品型号：DN200-3000

插入式电磁流量计

电极材料 Mo2Ti、HC、HB、Pt、Ta、Ti

测量介质 导电液体

介质导电率 ＞5μs/cm（水＞20μs/cm）

精度等级 ±1.0%RS

重复性 ±0.1%

流速范围 0-10m/s

介质最高温度 一体型≤90℃ 分体型≤180℃

环境温度 -25℃-65℃

工作压力 0.6Mpa-1.6Mpa

防护等级 IP65、IP67、IP68（可选）

防爆等级 无

输出信号 4-20mA 电流输出，0-1kHz 频率输出、单位体积脉冲输出

电源 220VAC、24VAC、3.6V 电池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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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电计时 无

空管置零 无

通讯 无

语言 无

配套转换器 CBM-8308H 型

安装方式 垂直安装

卡装变通型电磁流量计

口径 DN6-200

电极材料 Mo2Ti、HC、HB、Pt、Ta、Ti

衬里材料 聚四氯乙烯（F4）、全氯乙丙烯（F46）、聚全氟化烷氧

基（PFA）

电极形式 标准型、刮刀式(DN≥50)

测量介质 导电液体

介质导电率 ＞5μs/cm（水＞20μs/cm）

精度等级 ±0.5%RS

重复性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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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范围 0-10m/s

介质最高温度 一体型≤90℃ 分体型≤180℃

环境温度 -40℃-65℃

工作压力 1.0Mpa-4.0Mpa，超压特殊供货

防护等级 IP65、IP67、IP68（可选）

防爆等级 无

输出信号 4-20mA 电流输出，0-1kHz 频率输出、单位体积脉冲输出

电源 220VAC、24VAC、3.6V 电池供电

断电计时 无

空管置零 无

配套转换器 CBM-8308H 型

连接法兰 国标 GB9115、ANSI、J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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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式电磁流量计

口径 DN6-300

电极材料 Mo2Ti、HC、HB、Pt、Ta、Ti

衬里材料 聚四氯乙烯（F4）、氯丁橡胶、聚氨酯、全氯乙丙烯（F46）

聚全氟化烷氧基（PFA）

电极形式 标准型、刮刀式(DN≥50)

测量介质 导电液体

介质导电率 ＞5μs/cm（水＞20μs/cm）

精度等级 ±0.5%RS

重复性 ±0.1%

流速范围 0-10m/s

介质最高温度 一体型≤90℃ 分体型≤180℃

环境温度 -40℃-65℃

工作压力 4.0Mpa-10.0Mpa，超压特殊供货

防护等级 IP65、IP67、IP68（可选）

防爆等级 无

输出信号 4-20mA 电流输出，0-1kHz 频率输出、单位体积脉冲输出

电源 220VAC、24VAC、3.6V 电池供电

断电计时 无

空管置零 无

通讯 无

语言 无

配套转换器 CBM-8308H 型

连接法兰 国标 GB9115、ANSI、J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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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型电磁流量计

口径 DN6-2200

电极材料 Mo2Ti、HC、HB、Pt、Ta、Ti

衬里材料 聚四氯乙烯（F4）、氯丁橡胶、聚氨酯、全氯乙丙烯（F46）

聚全氟化烷氧基（PFA）

电极形式 标准型、刮刀式(DN≥50)

测量介质 导电液体

介质导电率 ＞5μs/cm（水＞20μs/cm）

精度等级 ±0.5%RS

重复性 ±0.1%

流速范围 0-10m/s

介质最高温度 分体型≤180℃（橡胶≤65℃）

环境温度 -40℃-65℃

工作压力 1.0Mpa-4.0Mpa，超压特殊供货

防护等级 IP65、IP67、IP68（可选）

防爆等级 无

输出信号 4-20mA 电流输出，0-1kHz 频率输出、单位体积脉冲输出

电源 220VAC、24VAC

断电计时 无

空管置零 无

通讯 无

语言 无

配套转换器 CBM-8308H 型

连接法兰 国标 GB9115、ANSI、JIS



昆山恒思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卡装卫生型电磁流量计

口径 DN6-200

电极材料 Mo2Ti、HC、HB、Pt、Ta、Ti

衬里材料 聚四氯乙烯（F4）、全氯乙丙烯（F46） 聚全氟化烷氧

基（PFA）

电极形式 标准型、刮刀式(DN≥50)

测量介质 导电液体

精度等级 ±0.5%RS

重复性 ±0.1%

流速范围 0-10m/s

介质最高温度 一体型≤90℃ 分体型≤180℃

环境温度 -40℃-65℃

工作压力 1.0Mpa-4.0Mpa，超压特殊供货

防护等级 IP65、IP67、IP68（可选）

防爆等级 无

输出信号 4-20mA 电流输出，0-1kHz 频率输出、单位体积脉冲输出

电源 220VAC、24VAC、3.6V 电池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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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电计时 无

空管置零 无

通讯 无

语言 无

配套转换器 CBM-8308H 型

连接法兰 国标 GB9115、ANSI、JIS

一体型电磁流量计

口径 DN6-600

电极材料 Mo2Ti、HC、HB、Pt、Ta、Ti

衬里材料 聚四氯乙烯（F4）、氯丁橡胶、聚氨酯、全氯乙丙烯（F46）、

聚全氟化烷氧基（PFA）

电极形式 标准型、刮刀式(DN≥50)

测量介质 导电液体

介质导电率 ＞5μs/cm（水＞20μs/cm）

精度等级 ±0.5%RS

重复性 ±0.1%

流速范围 0-10m/s

介质最高温度 一体型≤90℃

环境温度 -40℃-65℃

工作压力 1.0Mpa-4.0Mpa，超压特殊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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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等级 IP65、IP67、IP68（可选）

防爆等级 无

输出信号 4-20mA 电流输出，0-1kHz 频率输出、单位体积脉冲输出

电源 220VAC、24VAC、3.6V 电池供电

断电计时 无

空管置零 无

通讯 标准 MODBUS HART

语言 中文

配套转换器 CBM-8308H 型

连接法兰 国标 GB9115、ANSI、J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