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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LCM-2000系列明渠流量计采用先进的智能化数字处理技术，测量准确可靠，适用于复

杂的工业环境。

LCM-2000系列明渠流量计由转换器、传感器、标准量水堰槽组成，(见图1.1)。转换器

分为壁挂式和盘装式，传感器为液位传感器，量水堰槽�����槽、���槽、�-�槽、，

90
。

三角形薄壁堰、矩形薄壁堰、�形薄壁堰、��薄壁堰、矩形��堰、����堰、三角

形剖面堰、平坦V形堰等���。。

LCM-2000系列明渠流量计安装简单，维护方便，可以不停水、不停产在线安装、在线

维修。测量不受液体的水质、密度、粘度、温度、腐蚀性、压力和电导率变化的影响，并具

有良好的互换性，维护费用低，广泛应用于煤炭、冶金、石油、化工、电力、水利、环保等

行业。典型应用如：污水处理排放渠、城市供水渠、火电厂冷却水引水排水渠、工矿企业废

水排放、水利工程、农业灌溉等。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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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性能参数

准确度	 4.0级

测量介质	 生活用水、污水及其他液体

流体状态	 自由流体

堰槽材质	 普通钢、不锈钢、水泥、玻璃钢、塑料等

		 1.4-20mA	 ：	 光隔离，负载阻抗＜1200Ω

		 2.累计脉冲	 ：	

		 3.	RS-48�	 ：	 传输速率可选

		 4.上下限报警	 ：	 继电器输出，常开节点，选配

键盘	 1×４

显示	 2×10汉字

断电数据保持	 >10年

工作电源	 AC	220V±10％;		DC	24V±�％		

功耗	 <10W	

工作环境	 温度：-10℃�+4�℃；		湿度：<8�％(R�)

		 																转换器	 				 												传感器

防护等级	 壁挂式	 		盘装式	 		超声式	 	浸入式

		 I�6�	 		I��4														I�6�										I�68

信号输出

性能          参数

量水槽类型	 测量范围(m３/h)	 固液两相介质沉淀情况

���槽	 0.36—334800

���槽	 2.�2—10800	

�-�槽	 0.72—39600

90
。
三角堰	 0.72—6480

矩形薄壁堰	 �.04—176400

�形薄壁堰														2.88—198000—

��薄壁堰	 2.88—277200

矩形��堰	 28.8—234000	

���项堰	 28.8—29�2000

三角形剖面堰	 10.8—4680000

平坦v形堰	 �0.4—2268000

�沉淀

有沉淀，需定期清理

0～1kHz，幅值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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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安  装

LCM-2000系列明渠流量计转换器主要分为两大类：

				LCM-�为壁挂式，转换器安装在墙壁或其它支撑物上。

				LCM-�为盘装式，转换器安装在控制箱柜面板上。

	

　	

	

 3.1.2安装方法

分

体

壁

挂

分

体

盘

装

按图示尺寸在安装墙壁上钻3个φ6mm的的

孔，孔深30mm。把塑料涨栓埋入孔内，

在上面的安装孔内拧入一个螺钉将仪表挂

在螺钉上。然后打开接线盒上盖，可见两

个下安装孔，用螺钉把仪表固定在墙上。

下安装孔

下安装孔

挂机孔

14
�
		
±

0.
�

198	±
0.�

接线盒上盖

3.1.1转换器外形尺寸

3

3.1转换器�安装�

    将仪表盘或控制柜面板开76×152mm矩形孔。将转换器从开关柜盘面正

向推入孔中，然后从后面将紧固螺钉锁紧。

130

80

152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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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转换器安装注意事项

转换器禁止安装在强烈振动场合。

禁止安装在有大量腐蚀性气体环境。

不要和变频器、电焊机等污染电源的设备共用一个交流电源，必需时为转换器加装净

化电源。

不要安装在室外使用，必需时要装在仪表箱内避免雨淋、日晒。

 3.1.4 转换器�线��

说明：1、2—传感器信号输入。1为正；2为负。

						3、4—24V电源输出。3为正；4为负。

						N－220V.AC零线。

L－220V.AC火线。

FG-地线。

注：盘装式1-14号端子功能同壁挂式1-14号端子功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A B + - + - + - + - N FG L
RS-48�		频率	4-20mA	上限报警	下限报警 AC220V

+ - + -
信号输入 24V输出

壁挂式转换器�线��

盘装式转换器�线��

必须严格按照传感器与转换器对应关系对号接线。。

信号线应尽可能避免与大电流的动力线平行敷设。。

接线完毕，应将传感器和转换器出线孔的螺丝套旋紧，使之密封，防止潮气与

有害气体的侵蚀。。

传感器引出接地线必须与金属管�或接地装置良好连接。。

接线端子必须拧紧。。

不使用的接线孔必须用接线孔内的档板等零件锁紧密封。。

在易燃易爆的环境，必须先断电再打开仪表盖。

3.1.5 �线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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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选择测量点

		槽式流量计���槽和���槽配接的超声（或浸入）液位传感器安装在距��2/3

	 收缩段长度的位置(见图3.2.2）。�-�槽配接的超声液位传感器的具体安装位置由厂方提		

		供图纸，依图纸进行安装。

		测量方式分为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

					�直接测量：超声液位传感器安装在渠�相应位置的正上方；浸入式�入�相应位置的

				渠底。

	 ②间接测量：间接测量需设静水井和导水管。当超声（或浸入）液位传感器测量点水面		

	 	 	波动剧烈、影响水位测量时，或渠�过窄�法准确测量时，或需要提高水位测量精度

	 	 	时，可使用静水井。由于连通管的作用，静水井内的水位与量水堰槽内水位相同。

	 	 	静水井底要低于行进渠槽中的最低水位。建议静水井为方形，内尺寸以1米见方为好

		 	(见图3.2.3）。

			堰式流量计：超声（或浸入）液位传感器安装在上游距堰板3-4h			处（见图3.2.1）。

图3.2.2超声液位传感器安装示意图(�槽) 图3.2.3间接测量示意图

静水井

超声波液位传感器

由于连通管的作

用，静水井内水

位与量水槽内水

位相同

水面

连通管

量水槽侧墙

图3.2.1液位传感器安装位置示意图

max

3.2传�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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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渠流量计的现场使用中，液位传感器的安装�分重要，在一定条件下，其安装质量

将直接影响�仪表的测量精度和工作稳定性，因此，特别提�注意。。。

		�传感器与最高液位间的距离必须大于传感器的盲区（安装高度≥液位高度+盲区）

		②固定传感器时，需加橡胶垫圈，并尽量远离噪声干扰源。

	 ③因传感器发射波发射束角的存在（约12°锥角），故传感器安装位置应选择��上方中

				间位置，如传感器的安装示意图所示。

		④传感器轴线应垂直于被测液面，否则将影响接收效果。

 3.2.2 ��传�器安装注意事项

3.3安装堰式量水槽

堰板的安装必须垂直、与水路的长轴正好成为直角。

堰板上游水路要设置整流段、整流装置段和导流段，尺寸要求如图3.3.1所示。若不设

置整流装置，则整流段的长度LI应为渠�的10倍以上。

导流段的储水容量应尽可能大，导流段的�度和深度可以比整流段大一些，导流段的侧

壁高度应比整流段侧壁高些，以防止水位上涨溢出。整流装置段的�度和整流段相等，侧壁

高度则与导流段相等。

整流段底部水平面要求与侧面垂直，充满水后不变形；轴线应为直线，�度要大体一致。

				

超声液位传感器

锥体内不能有

其它反射面

液面

3.2.3 线缆�敷设

传感器与转换器之间连接电缆的敷设要安�、可靠。

地下敷设时，电缆必须穿金属管，防止电缆被轧断或

被����。����。

架空敷设线杆跨距超过20米时，必须做加强线，防止

风力过大时将电缆扯断。

与电力电缆敷设同一电缆沟时，需穿金属管。

图3.3.1堰上游整流装置水路

堰的类型	 L1	 LS	 L2

90
。

三角堰	 	＞（�+2h1）	 约2h1	 		＞（�+2h1）	

	矩形堰	 	＞（�+2h1）	 约2h1	 		＞（�+2h1）

	等�堰	 	＞（�+2h1）	 约2h1	 		＞（�+2h1）

导流段

L2

整流装置段

LS

整流段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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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堰板应按图3.3.2所示垂直安装在支板上游侧

面，为防止下游侧支板干扰水舌正确流动，支板必须

低于堰口与水平线向下成4�°角的平面以下。

	为防止下游侧水面影响，堰板下游水位应低于零

水位（即堰缺口）1�0mm�如图3.3.3所示。若下游

水位上升要影响自然落下的流水，就不能准确测量流

量。因此要事先调查下游侧水位。

	需为清�堰板上游��物提供条件。用于下水�

或污水排放时，液体中沉淀物��改变尺寸D（见图

3.3.1）从而影响流量系数，且阻塞整流装置，破坏

正常流速分布，因此，需为清���物提供条件。

				流入侧水路的流速分布要影响测量精度，因此要注意以下事项。

要有一段截面�不变的直渠�。在急弯�或与支路汇合产生局部混合流动时，至少应有	

��10倍��长度的直渠�，尽可能更长些。

渠�与槽体连接部位底平面要有1:4斜率，侧壁要有曲率半径为2倍以上最大流量水位高		

度的曲面，或与中心线4�°倾斜的平面（仅���槽）。

如渠�某处产生水力学水跃现象时，槽体应远离该处，至少应装在有30倍最大流量水位	

高度距离的下游。

为改善流动条件，可在水位测量点上游10倍最大流量水位高度的距离设置整流板。

流出侧水路要注意勿使其产生淹没流或逆向流，注意清���物。

				槽体内流动状态要注意以下两点：

��处的流动必须是临界流。为满足��段水位h和收缩部水位h的比�（即淹没比）

应小于JJG711-1990标准中的规定�。

要检查和确认安装后状态和尺寸；收缩部底面（即槽�）的水平；��两侧平行度和垂

直度（仅���槽）；渠�中心线和槽体流动方向中心的一致性。

图3.3.2堰板安装位置

图3.3.3下游侧水面影响

3.4安装槽式量水槽

3.4.1安装帕歇尔槽和无喉道槽

7

3.4.2安装P-B槽

�-�槽为�形暗渠专用。

量水槽尺寸为1200mm以下时，把它分成三部分，在探井内组装。在给定探井的场合，

需要根据槽的尺寸把一部分卸下来（厂方指导）。尺寸在13�0mm以上时，需要制造安

装专用的探井或者坑。

安装槽时，��部槽�（即底面）要保持水平位置，倾斜安装会影响测量精度。

量水槽和暗管的连接部要用密封材料密封。上游侧至少要有��10倍槽口径的直管段。



 4 转换器操作说明 

 4.1 转换器显示、键盘示意图 

 4.2键盘功能说明

移位

置数

菜单 

4.1.1 开机显示显示

	

　　		

欢迎使用

大方汇中仪表

流量	 	 14.08m3/h

累计				68949�m3

�传感器信号

				首先显示“欢迎使用大方汇中仪表”界面，滚屏显示后进入

运行状态。

			屏幕显示两行数据，上行为瞬时流量，下行为累计流量。

			当瞬时流量大于100m3/h时，瞬时流量显示两位小数；当瞬						

			时流量小于100m3/h时，瞬时流量显示三位小数。	

			

	

	 	 	如果转换器与传感器的电缆没有连接，屏幕显示为“�传感

器信号”。此时需要对现场进行考察，如果现场电气连接正常，

则需要进入相应参数菜单界面，查询相关设定参数是否正确。

4.2.2 无传�器信号显示

仪表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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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仪表人机交互采用菜单�式，所有参数和功能设置�通过菜单��，查�或修， 	

				改任何一项菜单，均由此键进入，完成操作后，均由此键退出。

键：参数设定置数键，每按一次键数字将加一，数字从0�9循环。

键：循环移动光标位置，配合置数键完成对参数的设定。



				仪表转换器人机对话是通过调用菜单来完成，所有菜单操作均以按				键开始，完成

操作均以按				键退出菜单。

				菜单共分三个等级：

						一级菜单：菜单02�菜单07，为仪表检定参数。出厂��设定，为厂�保�参数。						

   			键：⑴完成各�数据设定或某�状态选择后，认可设定状态，按动				键将数据或	

												状态存入机中。

										⑵选择菜单浏览时，输入序号后按				键进入相应的菜单，再按				键又回�

												等待输入菜单号状态。

										⑶当完成某个参数的设定后，必须再按				键，方可将参数存入。

确认

确认 确认

确认

确认 

 4.3操作密码

 4.4菜单说明

菜单 

菜单 

4.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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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菜单：菜单08、09、10、18、3�，为仪表系统零点和累计等参数。应�重修改���

																用户需通过开机密�和二级参数修改密��能��。。。	

						三级菜单：其�菜单为三级菜单，它��仪表的运行状况信�、调�信�等。用的

															户通过开机密�即可��。其中菜单11�菜单1�、菜单17为常用参数，可�

																	捷查询。

				

  

  修改参数二级密码 :

				注意：一定要按顺序按键，如发现输入密�后，仍打不开菜单，可多尝�几次。

�输入菜单序号：

NO:00

  开机密码：

		开机密�为三个连�按动的有序键盘输入信号。仪表测量状态下，按顺序操作键盘，

																			然后再按					键，即可进入菜单初始状态界面。

			

确认移位 置数 菜单 

修改参数一级密码 :生产厂家保留

仪表上电后，将自动进入测量状态。若要��菜单，必须输入相应密��能进行。

修改参数二级密码出厂默认为“ 1234 ”。在仪表测量状态下，输入开机密码，先进入

菜单初始状态；然后进入25号菜单，输入密码，按   键，如果密码正确，则获得访问二级

菜单权限。通过40号菜单可自定义二级密码。

确认



仪表进入菜单初始状态

				连�按 键，将循环显示量程、上限�、下限�、小流				

量切��、通讯站号等参数，按				键则退出循环，回�流量

显示界面。

4.4.2菜单操作说明

确认 �输入菜单序号：

NO.00

输入开机密�

							常用参数菜单������

菜单 

       液位������

流量：30.23�	m3/h

累计：1�6793	m3

在测量状态下，直接按	 	 	 	 键，则�捷切换至液位显示界

面。

菜单

液位：		

									�22	mm
再按　　	键，则返回流量显示界面。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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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参数菜单����

							输入开机密�

�输入菜单序号：

NO.00

			仪表进入菜单选择界面。用户可根据需要直接输入所要查询

的菜单号，按				键，仪表即可进入该界面。

			例：查询厂�售后服务电话，在此界面内，按				键，将光

标移至数字首位，按				键，输入2；再按				键，将光标移至

数字二位，按				键，输入2。

确认 

移位 

置数 移位 

置数 

�输入菜单序号：

NO.22
按				键，仪表显示菜单22中内容。确认 

售后服务：

031�-77�974�转801
按				键，回�菜单初始状态。。确认 

�输入菜单序号：

NO.00
按				键，仪表退出菜单界面，返回流量显示界面。菜单 

		二级参数菜单����

							输入开机密�

�输入菜单序号： 			��08�10或18、3�等二级菜单，必须在进入菜单初始状态�

界面后，进入菜单2�，输入二级参数修改密�。。。NO.2�

 

　 进入25号菜单，输入二级密码，按    键，仪表将提示输入

的密码正确与否，再按    键，则返回初始菜单状态。如果密

码正确，则可访问相应的二级菜单。

确认 

确认 
请输入二级密码：

    1 2 3 4



				按				键回�菜单初始状态或回

	返回流量显示状态。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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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说明

�输入菜单序号：

NO.48

			在菜单初始状态界面，若输入的菜单号不存在，仪表将提示

您是错误操作。

菜单号不存在，

�您重新输入！
				按				键回�菜单初始状态。回

�输入菜单序号：

NO.07

对不起，您�权�

�此项菜单！

	 	 在菜单初始状态界面，若输入的菜单号为一级菜单(02�

07），或�输入二级密�而直接输入二级菜单号（08、09、），

10、18、3�），仪表将提示您是错误操作。

				按				键仪表退出菜单界面，，菜单 

4.4.3 ��参数设�

    为了保证仪表准确计量，在使用前必须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按下列步骤输入明渠物理尺

寸等基本参数，否则仪表无法准确计量。

		（菜单39）

明渠�度

���槽号

堰高/槽长

传感器量程

确认 

若为��

�槽

若非��

�槽

注：菜单具体操作说明�见菜单功能表。菜单具体操作说明�见菜单功能表。

量水槽类型

（菜单01） （菜单28）

（菜单36）

（菜单26）



菜单号 内	容 �		义 操作说明

01 明渠�度

量水堰槽的�度：

槽式：选择���槽时为收缩		

						段最小�度；选择�－�	

						槽时为槽口径；选择�

						��槽时�需输入。

堰式：选择90o三角堰时�需输

						入，选择其它堰时为堰

						口或堰��度。

通过				与			键设定数�，然后

按				键进行存储并退出该菜单。

02�07＃ 系数1�6 仪表检定系数 出厂�设置，不允许更改。

08* 零点校正 校正仪表零点�
进入菜单后，按	 	 	 键选择“是”

与“否”，然后按				键执行所选

操作并退出该菜单。

09* 累计清零 清零仪表累计流量

10* 累计时间清零 清零仪表累计运行时间

11 量程 设定仪表量程

通过				与				键设定数�，然后

按				键进行存储并退出该菜单。

12 上限�
当实际流量大于此设定�时，仪

表将显示“上限报警”字样。

13 下限�
当实际流量小于此设定�时，仪

表将显示“下限报警”字样。

14 小流量切��

一般设为量程的1％，当实际流

量小于此设定�时，仪表显示

测量�为0。

1� 通讯站号
RS48�通讯从站地址号，范围

0�2��。

16 计数�
仪表状态监测�，波动越小，

仪表越稳定。 只读参数

17 液位 显示流体即时液位高度

18* 恢复出厂设置
用户误操作修改参数时，用来

恢复出厂设置参数。

进入菜单后，按				键选择“是”

与“否”，然后按“确认”键执行

所选操作并退出该菜单。

20
电流输出

4�20mA

设置仪表输出电流�，用于

4�20mA电流输出调�

通过按			 	键在4mA、20mA之间

切换。

21 累计运行时间 显示仪表累计运行时间 只读参数，可清零。

22 售后服务专线
显示本公司的售后服务电话：

031�－77�974�－800

只读参数
23 市场热线

显示本公司市场部销售热线：

031�-2833937

24 软件版本号 显示仪表操作系统版本号

2� 修改参数密�

4.4.4 菜单功能表菜单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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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位 置数

确认

移位

确认

移位 置数

确认

移位

确认

在此菜单下进行二级密码的输入，
出厂值为1234。

通过    与    键输入数值，
然后按      键确认。

				移位 				置数

	 	 	 	确认



26 传感器量程
液位传感器量程�，此数�必

须与传感器的量程对应一致。

通过				与			键设定数�，然后

按				键进行存储并退出该菜单。

27 零点� 显示仪表出厂检定零点� 只读参数

28 堰高/槽长

当仪表配接堰式量水槽时输入

堰板高度；配接���槽时需

输入槽长，配接其它槽时，�

需输入。

通过				与				键设定数�，然后

按				键进行存储并退出该菜单。

29 仪表日期 显示当�日期 普通�式下只读，输入二级密�后

再��此菜单，则光标闪烁，通过				

			、			进行调整，然后按			键

存储并退出。30 仪表时间 显示当�时间

31 �日净累计

显示�一天24小时净累计流

量，以备抄表，此数据保持24

小时，天天覆盖。

只读参数

32 月累计
显示从当�向�推移24个月

(2年)每月月底的总累计流量。 只读参数。进入菜单后，按	 	 	 键

可进行循环翻页查询，按	 	 	 键退

出。33 日累计
显示从当�向�推移62个工作日

(2月)每天0点的总累计流量。

34 掉电次数

显示仪表掉电次数(仪表对掉电

事件进行监测，并记录掉电次

数)。

只读参数，可清零。

3�* 清零掉电次数
清零仪表掉电次数，以重新记

录。

进入菜单后，按	 	 	 键选择“是”

与“否”，然后按	 	 	 键执行所选

操作并退出该菜单。

36 ���槽号

仪表配接���槽时，应根据

现场实际情况设置槽号，�需

输入其它尺寸参数。仪表支持

13�规格的标准���槽(见附

录)，其中0号槽为出厂标定用

槽。

普通�式下只读，输入二级密�后

再��此菜单，则光标闪烁，通过				

				键进行调整，然后按			键存

储并退出。

37 通信波特率

RS48�数字通讯速率，分600、

1200、2400、4800、9600、

19200、38400七�，出厂默认

�为4800bps。

普通�式下只读，输入二级密�后

再��此菜单，通过按				进行循

环选择，然后按				键存储并退

出。

39 量水槽类型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设置量水堰

槽类型，出厂默认为���

槽。

按				键，可在���堰槽间进行

循环选择，然后按				键存储并退

出。

注：“＃”表示一级菜单，厂家保留，不允许修改；

 “*”表示二级菜单，需输入二级密码后才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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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位 置数

确认

移位 置数

确认

移位 置数 确认

置数

确认

移位

确认

置数 确认

置数

确认

置数

确认

40* 二级密码设定 用户可通过此菜单自定义二级
通过    与    键设定数值，然

后按    键自动进行存储并退出

菜单。

	 	 	移位 				置数

				确认
菜单操作密码。



附录１帕歇尔槽结构及外形示意图

	���槽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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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量水堰槽一般由用户在仪表使用地就近加工制作，所用材料�特殊要求，一般采

用钢板、工程塑料或玻璃钢材料，也可直接用混凝土浇注砌成，但一定要严格按照标准尺寸

加工，否则将影响测量的准确性。

				

水路
整流段

收缩段

静水井

扩散段

��导水管

槽项

流向

	���槽外形图



	 	 	 ��段	 	 	 进口段	 	 	 出口段	 	 边墙高

	 	 ｂ	 Ｌ	 Ｎ	 �1	 L1	 La	 �2	 L2	 �	 D

	 1	 �1	 114	 43	 214	 406	 276	 13�	 2�4	 22	 2�4

	 2	 76	 1�2	 �7	 2�9	 4�7	 311	 178	 30�	 2�	 4�7

	 3	 1�2	 30�	 114	 400	 610	 41�	 394	 610	 76	 610

	 4	 2�0	 600	 230	 780	 132�	 900	 ��0	 920	 80	 800

	 �	 300	 600	 230	 840	 13�0	 920	 600	 920	 80	 9�0

	 6	 4�0	 600	 230	 1020	 142�	 967	 7�0	 920	 80	 9�0

	 7	 600	 600	 230	 1200	 1�00	 1020	 900	 920	 80	 9�0

	 8	 7�0	 600	 230	 1380	 1�7�	 1074	 10�0	 920	 80	 9�0

	 9	 900	 600	 230	 1�60	 16�0	 1121	 1200	 920	 80	 9�0

	10	 1000	 600	 230	 1680	 170�	 1161	 1300	 920	 80	 1000

	11	 1200	 600	 230	 1920	 1800	 1227	 1�00	 920	 80	 1000

	12	 1�00	 600	 230	 2280	 19�0	 1329	 1800	 920	 80	 1000

	���槽尺寸表（ｍｍ）

槽
号

	 槽号	 槽�(mm)	 量程(m3/h)	 可测流量范围(m3/h)	 适应渠�尺寸(�×高）mm

	 1	 �1	 40	 1〜40	 ≥400×300

	 2	 76	 120	 3〜120	 ≥4�0×400

	 3	 1�2	 400	 �〜400	 ≥600×�00

	 4	 2�0	 900	 10〜900	 ≥800×6�0

	 �	 300	 1400	 12〜1400	 ≥900×700

	 6	 4�0	 2000	 16〜2000	 ≥1200×1000

	 7	 600	 3000	 4�〜3000	 ≥1�00×1100

	 8	 7�0	 3900	 90〜3900	 ≥16�0×1200

	 9	 900	 4�00	 108〜4�00	 ≥1800×1200

	 10	 1000	 �000	 108〜�000	 ≥2000×1200

	 11	 1200	 7200	 126〜7200	 ≥2200×1200

	 12	 1�00	 9000	 162〜9000	 ≥3000×1200

附录２

与流量相对应的标准���槽型号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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