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ronoFlo加固时差法超声波流量计使用先
进的数字技术，即便在困难的条件下，也能
够实现稳定的流量测算，并适用于大部分管
材。
由于没有部件与液体接触，该设备安装简
易 ， 并 适 用 于 洁 净 水 和 污 水 管 道 。
ChronoFlo有内置记录功能和一个图形LCD

显示。

可以提供两种不同的变送传感器，4MHz传
感器适用于外径为15 mm到100 mm的管
道， 1MHz传感器50 mm到2米的管道。

较长的电池寿命使该设备适用于长时间的监
测。打开液晶显示屏并关闭背光的情况下可
使用80 小时，在每5分钟记录一次的低能耗
模式下，最长可工作28天。如果增加一组外
设电源，使用时间还可以加倍。设备还可以
使用电网电源，进行永久或半永久安装。

仪表能够以所有常用单
位，显示双向容积流速
。仪表还配备一个累加
器，可以双向显示净流
量。另外还可以选购一
个测厚仪，用来测量管
道的壁厚。

便携式便携式便携式便携式 实时数据实时数据实时数据实时数据

电池或电网电力电池或电网电力电池或电网电力电池或电网电力 数字化数字化数字化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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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优势主要优势主要优势主要优势
■适用于多种管道尺寸；
■适用于洁净水和污水管道
■非接触式测量意味着：
■无损测量；
■无压力损耗；
■无泄漏风险；
■不影响设备使用；
■符合卫生标准；
■无液体接触；

■无需零点调整；
■先进的DSP编码信号相关，基本在
困难的条件下，也可以提供高度稳定
的过渡定时测量；
■实时直接测算的声音补偿速度，可
以减少液体温度和压力变化造成的流
量错误；
■内置壁厚测量装置（需额外配置壁
厚传感器）；
■内部记录；
■用于热能和外部流量计记录应用的
外部输入。
■外部输入用于过程控制；
■ LCD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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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玻璃、环氧漆，以及大部分水泥内壁。排除松软内壁。内壁

金属、玻璃和导声聚合物/塑料材料

1-100mm壁厚范围

19 – 75 mm. 使用粘搭固定装置时安装A类 4MHz 变送传感器。
50 – 2000 mm. 使用链条固定装置时安装B类 1MHz 变送传感器。
使用链条、吊带或磁钳安装B类变送传感器。

直径范围外

管道管道管道管道

<20%，但是在掺杂沉淀物/气体的情况下，容积液体流量的计算不精确。沉淀物/气体含量

导声液体种类
液体液体液体液体

0.1 °C分辨率

1%读数精确度

-40至+200°C范围

从4-20mA 温度传感器进行外部输入测量原理

0.05 mm分辨率

< 0.1 mm精确度

2 - 60 mm（金属）范围

完整的编码信号相关，测量反射时间。用户可以单独选购壁厚变送传感器。测量原理

壁厚壁厚壁厚壁厚

2 mm/s分辨率

< 1%读数精确度

800至 2000 m/s范围

完整的编码信号相关，测量正常工作中的平均传播时间测量原理

音速音速音速音速

对于满剖面和对称的流量：
±1 to 2%读数 + 零偏压，不包括过程校准
± 0.5%读数 + 零偏压，包括过程校准

精确度

无需移动传感器，正常情况下 ± 0.15%读数可重复性

内部光滑管道的零流量时差，正常情况下超过1 x 10-9s

对于水和不同管道口径来说，这等于：
管道口径 mm        50         200          1000

速度 mm/s             30         15            1.5

流量 litre/sec         0.06       0.24        1.2

如要求更高精确度，可以通过管线零流量检查来消除零偏压。

零偏差

定义为静止水噪声时差，正常情况下 < 0.2 x 10-9s，极大到极小。
对于水和不同管道口径来说，这等于：
管道口径 mm        50          200          1000

速度 mm/s             6            1.5            0.3

流量 litre/sec         0.012     0.05         0.23

总分辨率

管道口径 mm           50          200          1000

速度 mm/s              0.3          0.075       0.015

流量 litre/sec          0.0006    0.0025     0.0115
处理器电子器件分辨率

双向，大于 25 m/s范围

完整的编码信号相关，测量传播时差测量原理

流量流量流量流量

ChronoFlo便携式流量计便携式流量计便携式流量计便携式流量计测量内容测量内容测量内容测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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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作业始终使用军用接头：
1. C1 传感器上行传输
2. C1 传感器下行传输和壁厚
3. 模拟 I/O (4-20mA)
4. 数字 I/O (RS232或RS485)

5. 开放式采集器输入/输出
6. DC充电

3 级：主控级 [仅限 Valeport设备]，业主级 [可改变所有设置]，用户级 [可改变业主指定设置]，

外部连接
密码保护

16键制。键盘控制开关键盘

Win 95/98/2000/NT/XPPC 软件

128 k x 16 bit（2Mbit），通用多点数据记录仪。
128,000 个数据点 －如流量和温度 = 64,000条记录。

记 录

字母数字和图形显示输出、图形和记录历史数据点

LED 背光开关和对比度控制显示背光和对比度

240 x 128 图形液晶显示屏种类和像素

4Hz 标准更新率，用户设置的平均移动速度 [1至999秒]。对用户设置的1至9999秒记录间隔，和

一段时间內的平均值进行记录。

设 置

17个单独现场信息。数据传输率，开始开始/停止时间，RTC设置现场信息

2路光电隔离开放式采集器输出。软件既可以设置为正流量为1，负流量为1，也可以设置为流量
为1，方向为1。2500V 隔离，最大 5 kHz. 
最大 DC电压 18v.

累加器[脉冲]

1路输出，可以设置为电流或电压。可选输出范围 4-20mA、0-20mA、0-24mA 或 0.5v，隔离输
出。可以将软件控制下的输出选择设置为流量计测量的任何 参数 ，如范围、规模和窗口。

模拟

RS232 [8组数据，1个停止位，无奇偶校验位]，波特率高达115200，或半双工 [2组线] RS485.

两者都适用，但是不能同时使用。
数字数据输 出

2路0–10 kHz输入，用于开放式采集器 [或触点护罩] 从外部装置输出。频率/脉冲数

2路4-20mA 隔离输入温度

外置，选购壁厚传感器，用来进行设置。插入其中一组传感器连接。壁厚输 入

Speed 2 传感器，单路过渡时 / 声音

RS232 [8组数据，1个停止位，无奇偶校验位]，波特率高达115200 ，或半双工 [2组线] RS485.

两者都适用，但是不能同时使用。
外部控制

快速（主机关闭） ： 12 小时。 使用中充电（主机开启） ： 18-24 小时。充电时间

外接交流电/直流电适配器。100至240 v. 50/60Hz. IP40. 30 瓦外接交流电

12v @ 1.5A（背光打开，充电）外接直流电

10小时（液晶显示屏打开，连续使用背光）
80小时（液晶显示屏打开，背光关闭）
400小时（液晶显示屏关闭，背光关闭，所有I/O功能关闭）

电池寿命 [额定值]

镍氢充电电池（6节），9 Ah（额定值）内部电池电 源

可选：英尺、米、毫升、公升、立方米、立方英尺、品脱、加仑、美制加仑、秒、分、时、日。
用户也可以自定义单位和时间。输入单位采用公制或英制。

单 位

可选：英语、法语、土耳其语语 言

ChronoFlo便携式流量计便携式流量计便携式流量计便携式流量计使用规范使用规范使用规范使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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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控制器材 料

PEEK和Acetal，提供铝/不锈钢安装磁块/导轨变送传感器

每台 0.1 kg变送传感器

2.5 kg控制器重 量

75 x 30 x 45 mm变送传感器

270 x 250 x 125 mm控制器尺 寸

直径 2000 mm 以下可采用导轨安装。大型管道采用吊带/链

条安装，并为黑色金属管道提供备用磁块。
变送传感器安装

30 m选配长度

2.9 m标准长度变送传感器电缆长度

IP67控制器

IP68变送传感器和电缆防水等级

-40至+80°C
-20至+80°C
-20至+80°C

变送传感器
电缆
控制器

存储温度范围

-30至+80°C
-20至+80°C
-10至+50°C

变送传感器
电缆
控制器

工作温度范围

5130 型便携式流量计型便携式流量计型便携式流量计型便携式流量计物理参数物理参数物理参数物理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