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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功能说明

QTLD/F型非满管流量计是一种利用流速-面积法，连续测量开放式管线（如半管

流污水管道和没有溢流堰的大流量管道）中流体流量的一种流量自动测量非满管流量

计。它能测量并显示出瞬时流量、流速、累积流量等数据。特别适用于市政雨水、废

水、污水的排放和灌溉用水管道等计量场所的需要。

QTLD/F型非满管流量计是由一个流速传感器、一个水位传感器和一个流量显示仪

组成，连续测量管道中流体的流速和液位，用户只要输入圆形管道的内径或方形管道的

宽度，QTLD/F型非满管流量计型非满管流量计就会自动计算出管道内的流量来，并自动

显示出管道内的瞬时流量、流速、累积流量等测量参数。

1.1 基本功能

■内部工作电流选配件定为 50mA、100mA；

■流速测量范围：0.03 --- 10.00 米/秒，流速分辨率：1 毫米/秒；

■数字信号输出：MODBUS（RTU）、TTL电平；

■中文、英文显示方式,（英文预留）；

■可用于开放式非满管管道（圆管、矩形管）流量的测量

■可应用于市政雨水、废水、污水排放和灌溉用水管道等场所的连续计量

■可实现正向和反向双向流量测量

■传感器可在恶劣的现场和污水水质下长期工作

■流量测量精度高，而且不受下游、支流拥堵、阻塞等因素的影响

■测量管道的直管段要求为管道直径的 10 倍长度

■背光源液晶显示器，不管是强光下还是夜晚都能够清晰读取测量数椐

■非满管流量计显示及输出功能齐全，可显示瞬时流量、流速、累积流量等数据，

并具有计算机通讯接口 232、485（选配件）

■具有 GSM 和GPRS 无线数据远传功能（选配件）

■公称通径：圆形管道 DN200～DN3000

■矩形管道 宽度≤6m 深度≤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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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正常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 –10～+ 60℃(管道内液体不会结冰)；

相对湿度：5%～90%；

供电电源：交流 220V 或者直流 24V 200mA；

耗散功率：小于 15W（连接传感器配后）。

1.3 与传感器连接型式

分体式：方形壳体，壳体经通信电缆同传感器连接。

1.3.1 QTLD/F型非满管流量计传感器跟变送器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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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QTLD/F型非满管流量计传感器外部接线

QTLD/F型非满管流量计的传感器外部有红、蓝、黄三根接线，使用 IP66 的防水

接头跟变送器连接，连接的时候防水接头两端的颜色必须一样。

蓝色接头内部是 2 根插针，红色接头内部是 3 根插针，黄色接头内部是 3 根插针。

对插完毕后，要用力再插一次，然后拧紧防水接头的螺帽。

1.4 显示内容

上电时，自动进入测量状态。在自动测量状态下，非满管流量计自动完成各测量功

能并显示相应的测量数据

默认显示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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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会出现其他显示界面，其他显示界面的第 1-3 行内容跟上面的界面一

样，只是最下面一行显示内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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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按键功能

按键从左到右分别是：

左移位键：将光标顺时针移动。

上移位键：进入键、向上移动键，数字加 1，后翻页键。下

移位键：退出键、向下移动键，数字减 1，前翻页键。右

移位键：将光标逆时针移动。

要进行非满管流量计参数设定或修改，必须使非满管流量计从测量状态进入参数设

置状态。在参数设置状态下，用户使用面板键，完成非满管流量计参数设置。

1.5.1 自动测量状态下键功能

上键：循环选择屏幕下行显示内容；

右移位键：按一下右移位键，非满管流量计进入到非满管流量计功能选择画面；

1.5.2 参数设置状态下各键功能

下 键：光标处数字减 1，前翻页；

上 键：光标处数字加 1，后翻页；

子菜单。

当光标移到下键下面，按下键返回上一级菜单。

二、 技术性能指标

2.1 执行标准

QTLD/F型非满管流量计设计、生产、检测执行企业标准。

2.2 基本参数与性能指标

3.2.1测量管道基本尺寸（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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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200～DN3000

3.2.2整机测量精度

测量准确度：2.5 级。

3.2.防护等级

流速测量的管段式流速计 IP68

水位测量的超声液位计 IP65

水位测量的压力水位计 IP68

流量显示仪 IP55。

3.2.5 模拟电流输出

负载电阻：4～20mA 时，0～550Ω。

基本误差：0.1～0.2%。

四、 菜单操作

4.1 进入菜单

在正常显示

测量流量状态，按右移位键进入菜单，出现输入密码提示：

输入密码 19818，然后移动光标到向下的“下移位键”处，按动“下移位键”进

入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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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菜单主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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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流量参数设置

4.3.1 流量单位 (是指瞬时流量的单位)

QTLD/F型非满管流量计的瞬时流量显示单位有：m
3
/h、m

3
/m、m

3
/s、L/h、L/m、L/s，

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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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m
3
/h”，用户可选定一个需要的流量显示单位。

“m
3
/h”表示：立方米/小时；

“m
3
/m”表示：立方米/每分钟；

“m
3
/s”表示：立方米/每秒；

“L/h”表示：升/小时； “L/m”

表示：升/每分钟； “L/s”表示：

升/每秒；

4.3.2 流量积算单位

变送器显示器为 9 位计数器，最大允许计数值为 999999999。

使用积算单位为 L、m
3
（升、立方米）。此单位自动设置成同流量单位一致，流量

单位为 L/h、L/m、L/s 时积算单位为 L，流量单位为 m
3
/h、m

3
/m、m

3
/s 时积算单位为

m
3
。

QTLD/F型非满管流量计流量积算单位有

这几种： “1. m³”表示：1.0 立方米；

“0.1 m³”表示：0.1 立方米；

“0.01m³”表示：0.01 立方米；

“0.001m³”表示：0.001 立方米；

“1. Ltr”表示：1.0 升；

“0.1 Ltr”表示：0.1 升；

“0.01Ltr”表示：0.01 升；

“0.001Ltr”表示：0.001 升；

4.3.3 反向输出允许

默认值：“禁止”；可以选择“允许”。

当反向输出允许参数设在“允许”状态时，只要流体流动，无论是正向流动还是反

向流动，变送器就按流量值输出脉冲和电流。当反向输出允许参数设在“禁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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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流体反向流动，变送器流速显示正常，输出脉冲为“0”，电流输出为信号“0”（4mA），瞬

时流量显示为“0”。

4.3.4 仪表量程设置

仪表量程设置是指确定的上限流量值，非满管流量计的下限流量值自动设置为

“0”。

因此，量程设置确定了非满管流量计量程范围，也就确定了百分比显示、频率输出、

电流输出与流量的对应关系：

百分比显示值 = （流量值测量值 / 量程范围）* 100 %；

频率输出值 = （流量值测量值 / 量程范围）* 频率满程值；

电流输出值 = （流量值测量值 / 量程范围）* 电流满程值 + 基点；

QTLD/F型非满管流量计脉冲输出值不受非满管流量计量程设置的影响；

比如设置值为：2827.5；表示非满管流量计最大量程为“2827.5 立方米/小时”。

可以根据自己要求来调整，一般情况下，这个值不大于非满管流量计每小时的最大流量。

4.3.5 测量阻尼时间

有以下几种选择，其中的SEC 表示时间单位“秒”。

01 SEC，02 SEC，04 SEC，06 SEC，08 SEC，10 SEC，16 SEC，30 SEC，40 SEC。

即滤波时间,长的测量阻尼时间能提高非满管流量计流量显示稳定性及输出信号

的稳定性，适于总量累计的脉动流量测量。短的测量阻尼时间表现为比较快的测量响应

速度，适于生产过程控制中用。

4.3.6 模拟输出阻尼

有以下几种选择，其中的SEC 表示时间单位“秒”。

000 SEC，005 SEC，010 SEC，020 SEC，050 SEC，080 SEC，150 SEC，250 SEC。

4.3.7 尖峰抑制选择

默认值：“禁止”；可以选择“允许”。

4.3.8 尖峰抑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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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是“秒”，最小为“00.500m/s”，最大为“19.999m/s”。

4.3.9 尖峰抑制时间

单位是“秒”，有以下几种选择。 2S，3S，4S，5S，

6S，8S，10S，15S，20S，30S。

4.3.10 异常抑制时间

单位是“秒”，有以下几种选择。 0S，10S，15S，20S，

30S，40S，50S，60S，70S，99S。

4.3.11 流量方向选择

默认值：“正向”；可以选择“反向”。

如果用户认为调试时的流体方向与设计不一致，用流量方向设定参数改动即可。

4.3.12 信号切除允许

默认值：“禁止”；可以选择“允许”。

4.3.13 小信号切除点

菜单内显示“0000.0”，可以自己设定，单位是“立方米/小时”。

小信号切除点设置是用流量表示的。小信号切除时，只显示流速，切除流量、百分

比的显示及信号输出。

4.3.14 流体密度

菜单内显示“1.000”，可以自己设定，最大为“1.999”。

比如：水的密度 1000 公斤/立方米，那么就是输入“1.000”，如果泥浆密度是

1200 公斤/立方米，那么就是输入“1.200”。

4.3.15 流量零点修正

零点修正时应确保传感器管内充满流体，且流体处于静止状态。流量零点是用流

速表示的，单位为ｍｍ／ｓ。变送器流量零点修正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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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小字显示：FS 代表非满管流量计零点测量值；下行大字显示：流速零点修

正值；

当 FS 显示不为“0”时，应调修正值使 FS = 0。注意：若改变下行修正值，FS

值增加，需要改变下行数值的正、负号，使 FS 能够修正为零。

流量零点的修正值是传感器的配套常数值，应记入传感器的记录单和传感器标牌。

记入时传感器零点值是以ｍｍ／ｓ为单位的流速值，其符号与修正值的符号相反。

4.3.16 出厂标定系数(这项不允许修改，否则测量会出错)

该系数为电路板专用系数，用该系数将测量电路系统统一，以保证所有电路板间

互换性达到 0.2～0.5%。

4.3.17 总量清零密码(一旦输入密码确定，原来的累积流量将被清除。)

用户使用第三级别以上密码可以设置该密码，然后在总量清零内设置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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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警参数设置

4.4.1报警输出选择

一共有：流量上限报警、禁止报警输出、液位下限报警、液位上限报警、励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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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报警、流量切除报警、流量反向报警、流量空管报警、流量下限报警。

4.4.2 上限报警允许

默认值：“禁止”；可以选择“允许”。

4.4.3 上限报警数值

如果设置为“141.37”，就表示瞬时流量到了上限 141.37m³/h，非满管流量计运

行中瞬时流量高于此值后，非满管流量计 DOUT 端子将输出报警信号。

4.4.4 下限报警允许

默认值：“禁止”；可以选择“允许”。

4.4.5 下限报警数值

如果设置为“141.37”，就表示瞬时流量低于下限141.37m³/h，就会报警。

4.4.6 励磁报警允许

默认值：“允许”；可以选择“禁止”。

4.4.7 空管报警允许

默认值：“允许”；可以选择“禁止”。

QTLD/F型非满管流量计具有空管检测功能，且无需附加电极。若用户选择允许空管

报警，则当管道中流体低于测量电极时，非满管流量计能检测出一个空管状态。在检出

空管状态后，非满管流量计模拟输出、数字输出信号都为零，同时非满管流量计流量

显示为零，端子DOUT 输出低电平。

4.4.8 空管报警阈值

如果设置“00500”，测量值低于“00500”就报警。

在流体满管的情况下（有无流速均可），空管报警阈值参数的上显示的是实际测

量到的电导率，然后设置空管报警阈值，在进行空管报警阈值设定时，可根据实测电导

率进行设定，设为实测电导率的 3～5倍即可。比如：实测电导率是“100”，这个设置

值要＞300 并且＜500。

4.4.9 空管零点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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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场满管值较大时，用户可进行空管零点修正。空管零点修正时应确保传感器管

内充满流体，空管零点修正显示如下：

第一行显示：MZ 代表非满管流量计空管零点测量值；

第二行显示：空管零点修正值；

首先根据实测电导率 MT 的值，调修正值使 MZ =5-10 左右(注意：若增加第二行

修正值，MZ 值则减小)。

4.4.10 空管量程修正

当非满管流量计测量的空管电导率 MT 值偏小时，用户可进行空管量程修正。空

管量程修正时应确保传感器管内无流体，空管量程修正显示如下：

第一行行显示：MR 代表非满管流量计空管量程测量值；

第二行显示：空管量程修正值；

增加第二行修正值，MR 值增加，减小第二行修正值，MR 值减小。用户可根据实

际需要调整 MR 为合适值(建议调节至 MR=500 左右)，则实测空管时电导率值基本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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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修正后的 MR 值。

4.4.11 空管阻尼时间

有以下几种选择，其中的SEC 表示时间单位“秒”。

010 SEC，015 SEC，020 SEC，025 SEC，030 SEC，035 SEC，040 SEC，045 SEC，

050 SEC，060 SEC，045 。

4.5输出参数设置

4.5.1脉冲输出方式

脉冲输出方式有频率输出和脉冲输出两种供选择：

①频率输出方式：频率输出为连续方波，频率值与流量百分比相对应。

频率输出值 = （流量值测量值 / 非满管流量计量程范围）* 频率满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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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脉冲输出方式：脉冲输出为矩形波脉冲串，每个脉冲表示管道流过一个流量单位，

脉冲单位由下面的“脉冲单位单位“和“脉冲单位”两参数配合设置。脉冲输出方式多

用于总量累计，一般同积算非满管流量计相连接。

频率和脉冲输出一般为 OC 门形式，因此，应外接直流电源和负载。

4.5.2 脉冲单位

只有 m³(立方米)、Ltr(升)两种，

4.5.3 脉冲单位

出厂为“01.000m³”，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来修改。

脉冲单位指一个脉冲所代表的流量值，非满管流量计脉冲单位需由“脉冲单位单

位“和“脉冲单位”两参数配合设置，范围为 00.001 L～ 59.999 m
3
。

在同样的流量下，脉冲单位小，则输出脉冲的频率高，累计流量误差小。

4.5.4 脉冲宽度(这个功能还在测试过程中，使用时可能会产生错误)

脉冲输出为低电平有效，脉冲宽度：01---500ms，单位是 ms(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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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宽度—最大输出脉冲个数对应表

序号 脉冲宽度（ms） 每小时最大输出脉冲个数（p/h）

1 1 1800000

2 5 360000

3 10 180000

4 50 36000

5 100 18000

6 200 9000

7 500 3600

4.5.5 频率输出下限

出厂默认是“00000”，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来设置。

4.5.6 频率输出范围

出厂默认是“02000”，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来设置。

非满管流量计频率输出范围对应于流量测量上限，即百分比流量的 100%。频率

输出上限值可在 1～10000Hz 范围内任意设置。

4.5.7 电流输出方式

出厂默认是“4-20mA”，可以选择“4mA”，也就是一直输出4mA。

4.5.8 电流零点修正

比如出厂设置好是“0.122”，表示4ma 时修正值是“0.122”。

如果对应 4.00ma 输出的时候，测量到的电流比 4mA 大，是 4.60mA，可以把万用

表串联到电流输出的正极上，把“0.122”逐步降低，直到输出电流变为 4.0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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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应 4.00ma 输出的时候，测量到的电流比 4mA 小，是 3.79mA，可以把万用

表串联到电流输出的正极上，把“0.122”逐步升高，直到输出电流变为 4.00mA。 提

示：一般的万用表测量档“直流 200mA”测量到的电流会有 0.02～0.04mA 的

误差，为了使测量结果准确，最好选用高精密万用表。不要用指针式万用表来标定电流。

4.5.9 电流满度修正

比如出厂设置好是“0.7823”，表示20ma 时修正值是“0.7823”。

如果对应 20.00mA输出的时候，测量到的电流比 20mA 大，比如是 20.60mA，可

以把万用表串联到电流输出的正极上，把“0.7823”逐步降低，直到输出电流变为

20.00mA。

如果对应 20.00mA输出的时候，测量到的电流比 20mA 小，比如是 19.49mA，可

以把万用表串联到电流输出的正极上，把““0.7823””逐步升高，直到输出电流变为

20.00mA。

提示：一般的万用表测量档“直流 200mA”测量到的电流会有 0.02～0.04mA 的

误差，为了使测量结果准确，最好选用高精密万用表。不要用指针式万用表来标定电流。

4.5.10 电流输出测试

用于试验电流输出电路是否正常，进入这个菜单后，会显示跟“电流满度修正”

一样的数值，比如“0.7823”。这个时候可以万用表串联到 4-20mA 输出的正极，测量

输出电流是否是 20.00mA，误差±0.02mA属于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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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传感器参数

4.6.1测量管道口径(不允许做任何修改)

这个出厂前已经设定完毕，请不要做任何修改。比如是 DN100 的流量计，进入这

个菜单就是显示“0100mm”。

4.6.2励磁频率选择(不允许做任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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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生产厂家根据硬件特性确定的，请不要修改。

4.6.3传感器系数值(不允许做任何修改)

这个参数是在厂里水泵打水标定后测量得到的数值，并且会打印在铭牌上。每台

出厂的系数都不一样，这个数值是一个带有 4 位小数的数值，比如：1.05。范围是

0．0000-3．9999。

4.6.4流速修正允许

默认值：“禁止”；可以选择“允许”。只有选择“允许”，以下“流速修正点 1”～

“流速修正点 5”才起作用。（流速修正为小流速范围修正，一般用作0.5m/s以内流

速的修正）

4.6.5流速修正点 1

这里指的是第 1个测量点测量到流速是多少，初始值是“00.000m/s”。

4.6.6 流速修正数 1

这里指的是第 1 个测量点测量到流速跟实际值之间差多少，比如：流量计测量到的

流 速 是 “ 0.350m/s ”， 实 际 流 速 是 默 认 是 “ 00.450m/s ”，

0.450m/s-0.350m/s=00.100m/s，这里就输入“00.100m/s”。

4.6.7 流速修正点 2

这里指的是第 2个测量点测量到流速是多少，初始值是“00.000m/s”。

4.6.8 流速修正数 2

这里指的是第 2 个测量点测量到流速跟实际值之间差多少，计算方法按照“流速修

正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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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流速修正点 3

这里指的是第 3个测量点测量到流速是多少，初始值是“00.000m/s”。

4.6.10 流速修正数 3

这里指的是第 3 个测量点测量到流速跟实际值之间差多少，计算方法按照“流速修

正数 1”。

4.6.11 流速修正点 4

这里指的是第 4个测量点测量到流速是多少，初始值是“00.000m/s”。

4.6.12 流速修正数 4

这里指的是第 4 个测量点测量到流速跟实际值之间差多少，计算方法按照“流速修

正数 1”。

4.6.13 流速修正点 5

这里指的是第 5个测量点测量到流速是多少，初始值是“00.000m/s”。

4.6.14 传感器编码 1

传感器编码记载配套的传感器出厂时间。

4.6.15 传感器编码 2

传感器编码记载配套的传感器出厂编号。

4.7通讯参数设置

4.7.1仪表通讯模式

本表提供三种通讯模式：MODBUS，HART 通讯(加载在 4-20mA 上)，PROFIBUS，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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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管流量计选配不同通讯方式时应设置相应的通讯模式。

4.7.2 仪表通讯地址

是指 485、HART、PROFIBUS 通讯时，本表的通讯地址，范围：01 ~250 号地址，

0 号地址保留，并且不得跟同一条总线上的其他设备地址一样。

4.7.3 仪表通讯速度

通讯波特率选择范围： 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

4.7.4 仪表校验模式

标配为标准 MODBUS 通讯 8 位无校验模式，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 8 位奇校验和 8

位偶校验模式。

① 8 位无校验模式

② 8 位偶校验模式

③ 8 位奇校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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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仪表出厂参数

4.8.1保密码 1

进入菜单，显示“00000”，设定一级保护密码。

4.8.2 保密码 2

进入菜单，显示“00000”，设定二级保护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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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保密码 3

进入菜单，显示“00000”，设定三级保护密码。

4.8.4 保密码 4

进入菜单，显示“00000”，设定四级保护密码。

4.85 仪表编码 1

设定仪表出厂日期。

4.8.6 仪表编码 2

设定仪表出厂编号。

4.8.7 正向总量低位

初始值为“00000”，设置正流向的累积流量低5位数值，一般用于更换变送器时

用。用户使用5 级密码进入，可修改正向累积量（Σ+），一般设的累积量不能超过计

数器所计的最大数值（999999999）。

4.8.8 正向总量高位

初始值为“0000”，设置正流向的累积流量高 4 位数值，一般用于更换变送器时

用。用户使用5 级密码进入，可修改正向累积量（Σ+），一般设的累积量不能超过计

数器所计的最大数值（999999999）。

4.8.9 反向总量低位

初始值为“00000”，设置反流向的累积流量低5位数值，一般用于更换变送器时

用。用户使用5 级密码进入，可修改反向累积量（Σ-），一般设的累积量不能超过计

数器所计的最大数值（999999999）。

4.8.10 反向总量高位

初始值为“0000”，设置反流向的累积流量高 4 位数值，一般用于更换变送器时

用。用户使用5 级密码进入，可修改反向累积量（Σ-），一般设的累积量不能超过计

数器所计的最大数值（99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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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液位参数

液位测量单元，输出 4-20mA 电流信号，对应液位的量程高低，4mA 对应零液位，

20mA 对应满液位。

4.9.1液位零点修正

输入 4mA 液位信号，调整液位零点修正参数，使非满管流量计显示 0%液位。

4.9.2 液位量程修正

输入 20mA 液位信号，调液位满度修正，使非满管流量计显示 100.0%液位。

4.9.3 液位报警允许

默认值：“禁止”；可以选择“允许”。液位报警如果设为“允许”，“液位上限报警”

和“液位下限报警”可以设置了，设置完毕后，液位低于下限报警设定值或者高于上限

报警设定值时，显示报警。运行液位低于此值后，液位百分比切除且提示 LEV 液位报

警， 此时变送器瞬时流量显示为 0，流速显示正常，输出脉冲为“0”，电流输出为

信号“0”（4mA）。

4.9.4 液位上限报警

初始值为“1000.0mm”，可以自行设定。

4.9.5 液位下限报警

初始值为“0000.0mm”，可以自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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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 液位模式选择

默认值：“允许”；可以选择“禁止”。

若该参数设为“正向”，则4mA 对应零液位，20mA 对应满液位；

若该参数设为“反向”，则20mA 对应零液位，4mA 对应满液位；

若该参数设为“禁止”，则液位不参与瞬时流量的计算，即液位测量功能不起作用

（该参数出厂默认为“禁止”）；

4.9.7 液位高度(不允许修改)

初始值为出厂设定值，比如 DN250 的非满管流量计是“0250.0mm”。

4.10 连接电线电缆特性及连接要求

警告：在接入传感器的信号时，绝对禁止信号线 A B

C 与励磁 X Y 信号线混接，如果出现错误的接线，会对

变送器造成永久的损坏！

4.10.1 流量信号线

变 送器与传 感器配 套使 用时， 流 量信号 传输 电缆可以 使用型号为

RVVPB2*0.7*280 mm
2
的聚氯乙烯护套金属网屏蔽信号电缆。使用长度应不大于 50m。

信号线与传感器配套出厂。信号线的处理可按图 4.4.1 进行.本变送器提供有等电位激

励屏蔽信号输出电压，以降低电缆传输的分布电容对流量信号测量的影响。长距离传输

时，可使用具有等电位屏蔽的双芯双重屏蔽信号电缆。

4.4.2 电流线

电流线可采用二芯绝缘橡皮软电缆线，建议型号为 RVVP2*0.12*250mm
2
。励磁电

流线的长度与信号电缆长度一致。

4.4.3 接地线连接

变送器壳体接地端子应采用不小于 1.6mm
2
接地铜线接大地。从变送器壳体到大地

的接地电阻应小于 5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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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数字量输出及计算

数字输出是指频率输出和脉冲输出。频率输出和脉冲输出在接线上用的是同一个输

出点，因此，用户不能同时选用频率输出和脉冲输出,而只能选用其中的一种。

4.11.1 频率输出：

频率输出的范围为 0～1000HZ,频率输出对应的是流量百分比，

F =
测量值

满量程值
频率范围

频率输出的上限可调。用户选配件 0～1000HZ 频率输出方式一般用于控制应用,

因为它反映百分比流量，若用户用于计量应用.

五、 非满管流量计参数设置

非满管流量计非满管流量计变送器、传感器连接到流体渠道上后（无论是标定还

是使用），应首先进行如下工作：

 选择好安装位置的前后直渠段，即实际安装位置。

 安装非满管流量计、固定好非满管流量计通信电缆。

 调非满管流量计零点时确保渠道内流体静止。

六、QTLD/F型非满管流量计的安装要求与使用

从外观上看，QTLD/F型非满管流量计与普通流量计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具有无可动

部件、无阻流件、压损小、无测量滞后现象、线性输出和范围度宽等优点。

非满管流量计的测量通道是段光滑直管，不会有阻塞现象，因此特别适用于测量

含固体颗粒的液固二相流体，如纸浆、泥浆、污水等。安装非满管流量计，其上游不会

抬高水位，因此也不会带来水头损失。

QTLD/F型非满管流量计可测的管道内液位为截面的 10%～100%，其在非满管和

满管流量的情况下均能保持良好的测量精度。

6.1安装位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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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装位置要尽量选择在渠道或河道比较平直的地段，尽量躲开闸门、弯道、进

水口/出水口、上下坡道处，直渠段要有一定的长度，直渠段上下游的长度最好大于10

倍的渠宽，这样测量段的水流分布会相对稳定和均匀，测量数据就会更加准确。

6.2布线

非满管流量计的所有连接线要尽量短，尽量避开动力线(距离 220VAC 电源线要有

50 厘米以上距离，距离 380VAC 电源线要有 150 厘米以上距离，)，做好连接线的防

水、防潮、防断、屏蔽处理，保证接线的正确无误。

6.3 零点调整（自动系统调零）

当非满管流量计的安装、接线、参数设置工作完成后，在正式使用前需要进行零点

调整，调整方法：进入参数设置菜单，找到“零点校准”，按右移位键键，将光标移到数

字的后位零下，按一次向上键键将数值设为 1，再按一次右移位键键后程序进入零点

自动调试状态，零点自动调试时间为 60 秒钟，这时下行数字闪动由 60 逐渐降至到零，

零点自动调试结束。非满管流量计在使用或校验之前需进行零点调试，在零点自动调试

过程中，必需保证被测介质静止状态。

6.4现场校准

校准时一定要保证在一段时间内测量断面处的过流量保持恒定，否则在涨水或落

水的过程中同样的水位会对应不同的流量，造成校准系数结果偏大（落水）或偏小（涨

水）；另一个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一个或几个合适的水位附近进行校准，不能选择极端

水位；当实际断面过流量的准确值无法获得时，可通过对称法或反向法安装仪器来抵消

系统误差。

6.5 维护

①经常保持流量计安装渠道的洁净，防止杂草等漂浮物的影响。

②保持显示仪安装处的干燥和通风，以及正常电源供电。

③现场设备防止人为破坏。

七、报警信息

非满贯电磁流量计的印刷电路板采用表面焊接技术，对用户而言，是不可维修的。因

此，用户不允许打开转换器壳体。

非满管流量计具有自诊断功能。除了电源和硬件电路故障外，一般应用中出现的故

障均能正确给出报警信息。这些信息在显示器左上方流量后提示出“！”。在测

量状态下，非满管流量计第二页自动显示出故障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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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磁报警提示
上下限报警提示 1 空管报警 提示2

八、故障处理

8.1 非满管流量计无显示

* 检查电源是否接通；

* 检查电源保险丝是否完好；

* 检查供电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8.2 报警

* 接线 X 和 Y 是否开路；

* 传感器总电阻是否小于 100Ω；

* 如果 a、b 两项都正常，则变送器有故障。

8.3 输出显示晃动

* 测量流体是否稳定；

* 检查信号连线是否牢固；

* 检查传感器电极是否正常，有没有被污染：

在有流量的情况下，分别测量端子 A 和B 对C 的电阻应小于 50kΩ（对介质为

水测量值。最好用指针万用表测量，并可看到测量过程有充放电现象）。

8.4 测量的流量不准确

* 水位信号是否符合实际值；

* 信号线连接是否正常；

* 检查传感器系数、传感器零点是否按传感器标牌或出厂校验单设置；

励磁报警提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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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QTLD/F型非满管流量计装箱与贮存

9.1非满管流量计装箱

9.1.1 非 满 管 流 量 计 一 台

9.1.2 随机文件

a 使 用 说 明 书 一 份

b 产 品 合 格 证 一 份

装 箱 清 单 一 份

9.2运输和贮存

为防止非满管流量计在运转时受到损坏，在到达安装现场以前，请保持制造厂发

运时的包装状态。贮存时，贮存地点应具备下列条件的室内，防雨、防潮, 机械振动小，

并避免冲击；温度范围 -20～+60℃；湿度不大于 80%。

9.3维护保养

①传感器安装场所应符合第 6.1 的要求，并要保持外罩整洁

②变送器需放置在整洁、通风、干燥的地方。

③每两年需检检定一次，对精度要求较高的用户，需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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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非线性修正功能说明

非线性修正功能，原则上是用于小流量（0.5m/s）以下的线性调整，该功能设计

有 4 段修正，分为 4 个流量点和 4 个修正系数。修正点对应的流量必须满足：修正点

1>修正点 2 >修正点 3 >修正点 4 >0。

修正计算是在原传感器流量系数曲线上进行修正，因此，应先关闭非线性修正功

能，标出传感器系数。然后允许非线性修正功能，根据标出的传感器非线性，设置修正

系数，分段修正。若系数设置的合适，不用重新标定。

式中原流量为实标流量，修正后的流量称修正流量，修正计算公式如下：

在 修正点 1 ＞ 原流量 ≥ 修正点 2 区间；

修正流量 = 修正系数 1 × 原流量；

在 修正点 2 ＞ 原流量 ≥ 修正点 3 区间；

修正流量 = 修正系数 2 × 原流量；

在 修正点 3 ＞ 原流量 ≥ 修正点 4 区间；

修正流量 = 修正系数 3 × 原流量；

在 修正点 4 ＞ 原流量 ≥ 0 区间；

修正流量 = 修正系数 4 × 原流量；

注意：设置修正点时，应保持如下关系：

修正点 1 ＞ 修正点 2 ＞ 修正点 3 ＞ 修正点 4 ＞ 0

修正系数的中间值为 1.0000，系数大于 1 将流量修正高，系数小于 1 将流量修

正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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