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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选择本公司产品，我们将以三十多年

的专业积累竭诚为您服务。

      请认真阅读本说明书，确保您能够安全、快

速、方便地用好本产品，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

　　目录中带“▲”为首次使用时必读内容。

　　安装前请核对产品的参数尤其是电极、衬里

等是否与您的要求一致，如不能确定是否适用，

请立即联系我们：0571-86944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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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理、应用

工作原理：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应用范围应用范围

      电磁流量计(以下简称EMF)适用于各种导电液体的流量测量，如自来水、污水、

泥浆、纸浆、各类饮料、化学原料、粘稠液体和悬浮液等。

EMF的测量结果不受温度、压力、密度、电导率等介质物理特性和工况条件的影

响，其输出信号与被测流体的体积流量成正比。

EMF对强腐蚀性、强磨损性介质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EMF具有优异的量程比，在低流速或流量变化幅度较大的应用场合（如自来水行

业）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具有正/反向流量测量功能。

工作原理示意图

测量精度高、经久耐用，智能化设计，使用方便。

测量管内无阻流件，无附加压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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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当导电液体流过包围在磁场中的测量管时，在流向和磁场二者相垂直的方向就会产

生与平均流速V成正比的感应电动势E。其中，K为常数，磁场强度B和电极间距离D在生

产过程中已固定不会改变，只需把感应电动势E进行演算变换后即得到所测流量。



       被测介质流经电磁流量计时会直接与电极、衬里相接触，合适的材料才能

保证其正常使用。

材料 代号 耐腐蚀性能

不锈钢316L

哈氏合金C

哈氏合金B

钛

钽

碳化钨

铂铱合金

V

Hc

Hb

Ti

Ta

W

Pt

用于工业用水、 生活用水、 污水等弱腐蚀性的介质及中性溶液和碳酸、 醋酸等弱酸

耐氧化性酸，如硝酸、 混酸、 铬酸与硫酸的混合物。 也耐氧化性的盐类或含其他氧化剂

的环境的腐蚀。 对海水、 碱溶液、 氧化物溶液有良好的耐腐蚀性  不适用：盐酸、 氢氟酸

对硫酸、 磷酸等非氧化性酸、 碱、 盐有良好的抗腐蚀性  不适用：硝酸

耐海水、 各种氯化物和次氯酸盐及多种氢氧化物的腐蚀  不适用：盐酸、 硫酸、

氢氟酸等还原性酸
除氢氟酸、 碱外，几乎能耐一切化学介质的腐蚀。 因其价格昂贵，仅用于盐酸及硫
酸  不适用：发烟硫酸

具有优异的耐磨性能，专用于泥浆、 纸浆等磨损型介质，耐腐性能差

除王水、 铵盐，几乎耐所有酸、 碱、 盐溶液

2.1 电极性能(防腐)

1.E8200转换器技术数据

E8200转换器外形尺寸图(传感器尺寸见网站）
2.材料性能

二、仪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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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00表示01、02等 传感器，E81同E8100,E82同E8200。）

     本系列为普通模拟型E81升级换代产品，具有蓝牙通讯功能，可通过APP进行仪

表调零和参数设置，测量性能更优异。

   电流输出     4mA～20mA DC（负载电阻：最大500Ω）

   无源脉冲     0～2kHz（电压≤30V，电流≤100mA）

   通讯接口     蓝牙（结合安卓APP使用，适用距离10米以内）

                       RS485（通过调试端口输出，供测试用）

   防护等级     IP67

准确度等级     0.5级(脉冲输出)

    工作电源     100V～240V AC，50Hz/60Hz     24V DC(-15%～+20%)，0.5A

各系列

135.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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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全氟乙丙烯
        FEP

氯丁橡胶
    Ne

聚氨酯橡胶
       PU

聚四氟乙烯
     PTFE

可溶性聚
四氟乙烯
   PFA

衬里材料 耐腐蚀性能 工作温度 适用范围

1、耐热、 耐腐蚀性与PTFE相当
2、机械强度高，抗磨损性能好，清理
      表面时不容易损坏内衬
3、内表面光滑、 不容易粘附沉淀物
4、有很好的耐负压、 抗真空作用

耐一般低浓度酸碱盐的腐蚀，不耐油污

有极好的耐磨性能，专用于强磨损性浆
液，不耐腐

几乎可以抵抗所有化学介质的腐蚀，抗
磨损性较差

耐所有化学介质腐蚀，耐温特性优于FEP

-40~180℃

-20~70℃

-10~60℃

-40~180℃

-40~180℃

除砂浆等强磨损性介质外
的所有流体
与PTFE一样，能用于饮
料等有卫生要求的介质

工业用水、 污水、 低浓度
酸碱盐溶液

含固体颗粒的液体
（水泥浆、 矿浆等）

不能用于负压管道及磨损
性较强的流体

同PTFE，持续高温工作
时优选

2.2 衬里性能(防腐、耐温、耐磨)

▲ 三、搬运、安装

1.搬运

错误方式

        切忌用棒或绳子穿过流量计测量管将其吊运，传感器衬里一旦受损，将造成流量

计报废。

       φ80口径以上流量计，切忌用手或绳子拎着流量计的转换器或接线盒，转换器或

接线盒的材质是强度较脆的铝合金，无法承受较大重量。搬运过程中，防止流量计受

到较大力量的撞击，特别是接线盒或转换器部分应更加注意。

正确方式



3.安装位置的选择

1、安装位置应远离大功率电机或变频器，一般应在20米以上；

2、安装位置应尽量避开容易导致撞击的地方或容易被水淹或雨水喷淋的地方；

3、安装位置尽量选择管道无振动或振动较小的场合；

4、安装位置应避开容易遭受雷击的地方;

5、流量计应安装在泵的排出侧；

6、安装位置不应产生或积聚气泡;

7、安装位置应便于拆装，测易结垢介质时加装旁路。

排空状态

4. 连接法兰焊接

    流量计的连接法兰，应在安装之前焊接完成，禁止在安装后进行电焊操作；管

道其它地方焊接施工时，必须将流量计所有接线拆下，否则易造成流量计不可恢

复的损坏。

5. 安装

    安装流量计时应使介质流动方向和流向箭头一致，流量计与管道法兰之间加装必要的垫

片，以防渗漏。

4

2.衬里保护

在储运、安装流量计的全过程中，应时刻注意保护传感器的衬里不受到损坏。

流量计安装位置应保证始终充满被测介质(出口端抬高或安装在U型管底部等)



▲四、管路设计

       为了保证电磁流量计的测量准确度，流量计安装位置上下游应满足下图所示的管

路条件。

         一般90°弯头、T型三通、渐缩异径管、全开闸阀应有5D（D为管径）的前置直

管段，其它情况如非全开闸阀、其它阀门、渐扩异径管等需10D的前置直管段。

直管段长度

注1：在测量管路上游不要插入或安装可能影响流速分布的任何部件，否则应相应增加前置直管段。

注2：下游直管段可能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下游的阀门或其它接头会影响上游流态，就有必要在下

         游设置2D～3D的直管段。

在上游有化学物质注入的情况下，

流量计应安装在介质已均匀混合

的位置。

全开闸阀

其它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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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仪表接地

     由于电磁流量计的感应信号很微弱，易受噪声影响，因此传感器的基准电位、

转换器的基准电位都必须与被测液体相同，且与大地等电位。

      电磁流量计配有接地环或接地电极的作用就是建立流量计和液体的等电位，加

装接地线可确保与大地等电位。

 1、一般金属管道(一般不需要装按地环)

     管道本身接地良好时,接地线可省略.

2、绝缘管道（塑料管、衬里管等）

     传感器应安装接地环（或接地电极）使被测介质与流量计等电位（接液），并

通过接地线与大地连接（接地）。

（或传感器内
    置接地电极）

（或传感器内
    置接地电极）

接 地 环

3、阴极保护管道

    管道法兰之间用铜线相连，但必须与接地线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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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接线及硬件介绍

外部接线图，接上电源与输出信号线即可,见下图所示；

    

    

调零按键

1、接线

     连接线、信号线、电源线应选择大小合适的护套软线，接线完成后务必

拧紧接线端子，以防雾气进入

空管检测开关 供电工频频率切换

仪表状态 示灯指

传感器输入端

电源输入端

信号输出端

1 2

I+ COM P+ A
B

C X
L N PEY

220VAC

0

R35

LED

蓝牙状态指示灯

调试端

标识 端子名称

I+

COM

P+

4mA～20mA输出+

输出公共接地端

脉冲输出+

L

N

PE 电源接地

表示AC供电

注：DC供电时二芯端子

标识 端子名称

I+

COM

P+

4mA～20mA输出+

输出公共接地端

脉冲输出+

+
表示DC供电

注：AC供电时三芯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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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换器与外部仪表的接线

3.1  仪表状态显示灯

          1.正常（亮2秒灭2秒）：仪表正常工作状态；

          2.短闪（亮1秒灭2秒）：空管打开状态；

          3.快闪（1秒闪烁）:仪表调零工作中;

3.2   蓝牙状态显示灯

          1.长亮：正常连接中；

          2.闪烁：断开连接；

3、硬件介绍

2.1  Io输出

2.2  无源脉冲输出

com

com

com

最大电压30VDC，最大电流10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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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调零

      零点调整前流量计应通电预热15分钟以上。

      关闭流量计下游的阀门（或采取其它措施），使流量计测量管保持满管并

使介质处于“静止”状态。按住E8100转换器内的调零按键5秒后，“状态显示

灯”快速闪烁（即1秒闪烁一次），此时转换器正在进行调零工作中，30~40秒

结束调零。

      在APP软件中也可作调零操作。

      注：空管状态禁止调零。

1、APP软件介绍

       APP软件（文件名：zhyb1.2.1.apk，“1.2.1”为软件版本号，版本号

会不断升级，选用适用的版本号即可）需向本公司索要，软件只能安装在

安卓4.0及以上系统设备上（如手机、平板电脑等）。

        首先安装APP软件“hzzh1.2.1.apk”，软件安装好后，手机中会出现一

个流量监控软件      ，软件需在蓝牙连接上的情况下使用。

八、APP软件及参数设置

3.3、空管开关

          开关向上拨至“ON”(即黑点处)为打开空管检测功能；开关向下拨至“OFF”

(即1处)为关闭空管检测功能。默认拨至“ON”处，即空管打开状态。

3.4、供电电源工频频率切换开关

          开关向上拨至“N”，工频频率为60Hz；开关向下拨至“2”,工频率频率为

50Hz。默认拨至“2”处，即工频频率为50Hz。



APP软件操作如下：

点击“设备搜索”，（方框处）

注：“虚拟设备”作 模拟演示用

       点击“登陆”进入设备搜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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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搜索蓝牙设备 点击搜索到的蓝牙设备（

几位显示流量计的编号）

列表中后

    在参数设置界面找到需修改的项目后，点击此项目会弹出此项目修改栏，修改

后点击确定，然后点击“设置”以确认修改。（注：如未点击“设置”功能，所

修改内容只是作了修改的动作而未保存）

2、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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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故障检修

    电磁流量计只有在管道内充满介质的情况下才能正常工作，因此空管时可

能会有流量显示及输出，请确保在满管状态下检查流量计。

参数设置修改说明

举例：修改刻度流量FS值

      点击“刻度流量FS”（方框处），弹出“刻度流量FS”修改界面，如右图所示，

数值修改后点击确定，然后点击“设置”以保存修改后的数据。

 注：在同一页面可多项修改后再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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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用数字万用表测传感器电极引线A、B与地线C之间的电阻值：

                A、C与B、C之间的电阻值应大致相同，否则可能一个电极出现渗漏或受潮，

               或者一个电 极积垢了；

               如果有小于500Ω甚至接近0的情况出现，则可判定电极渗漏或对地短路，应

               联系本公司；

               若A、C或B、C之间电阻值 为无穷大，说明电极引线开路了，应联系本公司。   

         （3）检查励磁线圈

               A、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引出线X、Y之间的电阻（不同型号、口径流量计阻

               值略有差异）；

                若阻值大于200Ω,则说明线圈开路或者接触不良，应联系本公司；

                若阻值小于20Ω，则说明励磁线圈匝间短路或者引出线存在短路情况；该故

                障 现象会导致流量计输出信号偏小甚至为零，请与本公司联系解决。

               B、用兆欧表检查线圈引出线与地线C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200MΩ。否

               则为线圈受潮，引起的故障现象为流量计零点偏高、输出信号偏大。阻值在

               200MΩ到50MΩ之间的，可能是测量管外壁受潮，可用热风机进行烘干。若

               热风烘干以后绝缘依然小于50MΩ，则可能是传感器受潮严重（甚至积水），

               应联系本公司。

2、转换器检查

  （1）转换器励磁电路测试

        打开转换器盖板，确认传感器线圈引出线X、Y可靠连接，确认220V电源已可靠 

        接入。用数字万用表直流电压20V档测X、Y端子上的电压，若是正负跳变的数值，

        说明励磁电路工作正常。

  （2）转换器信号放大电路测试

        将电极引出线A、B从端子上拆下悬空，万用表200mA档测转换器的输出电流，

        读数应该来回跑动或者大于20mA；将接线端子A、B之间用一根导线短路，输出

        信号应该回到零点，否则可确认转换器信号放大电路故障。

1、传感器检查

在管道充满介质的情况下，通过数字万用表测量传感器电极对地电阻、线圈电阻、

线圈对地绝缘电阻，可基本确认传感器是否有故障。步骤如下：

  （1）断开传感器与转换器的连接线（端子A、B、C、X、Y)。

  

首先断开流量计工作电源。



3满标度量程（m /h）

测量介质温度范围 

4   -40℃～40℃ 5    0℃～140℃

0   0℃～80℃ 1   0℃～120℃

01   法兰式传感器 02  夹装式传感器

05   螺纹式传感器 06  卡箍式传感器

传感器型号

流量计口径(mm)

电极材料

防护级别

C  一体式

流量计结构

0   无输出           1   4～20mA

4   无源脉冲

5   4～20mA+脉冲+MODBUS

输出信号

3    内置一颗接地电极 4    内置二颗接地电极

衬里材料

附1：选型代码

0   24V DC 

电磁流量计系列号

82

工作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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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不需要 1    标准接地环 2   304带颈接地环

1  氯丁橡胶 (Ne) 2  聚全氟乙丙烯 (FEP) 3  聚四氟乙烯 (PTFE)

4  聚 氨 酯 (PU) 5  可深性聚四氟乙烯 (PFA)

1  不锈钢316L  (V) 2   哈氏合金C  (Hc) 3   哈氏合金B  (Hb) 4  钛 (Ti)

0   IP65 1   IP67

接地(环)选项

5  钽  (Ta) 6   碳 化 钨  (W) 7   铂铱合金  (Pt)

2   100~240V AC 

6  氟硅橡胶(FVMQ)

6   -30℃～80℃

2   0℃～180℃

附加选项





地址(Add)：

571 86944500   86043372

http://www.hzzhyb.com网址(Web):

hz8

电话(Tel)：

传真(Fax)：

邮编(P

(本手册若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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