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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Z-803DB便携式超声流量计为非接触式在线测量仪表。该仪表以超声波的多普勒效

应为原理，对管道内流体流量进行测量。多普勒效应是指超声波在传播过程中被移动物体

反射时频率发生改变的现象。因此，当流体中存在连续、均匀的固体颗粒或气泡等反射物

时，即可进行测量。LCZ-803DB便携式超声流量计的传感器（以下简称探头）直接安装在

管道外壁上，安装维护方便，与传统接触式仪表相比，使用范围更加广泛，尤其对于不停

产测流和腐蚀性流体测量工作，更显示出它的优势。该仪表主要适用于两相及多相流的流

体，如矿浆、污泥、纸浆等含固体颗粒或气泡较多的流体。因此已被广泛应用于水利、电

力、冶金、石化、煤炭、选矿、造纸、环保等各行业。

	 由于该仪表内置可充电电池，并具备多管道、多测点的记忆功能，所以特别适用于

野外或不具备电源设施的管道测流工作，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打印机输出，或

rs232 接口输出直接与计算机连接。

				生产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给排水用超声流量计》Cj/t	3063-1997

				出厂检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超声流量计》jjg0002-94计量检定规程

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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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量计简介

2.1 仪表组成示意图

	 流量计主要由转换器、传感器、充电器、打印机组成。可选配rs232输出。

1.转换器			2.传感器			3.卡具			4.管道		 5. 			 6.rs232连接线		 电源适配器 		7.计算机



2.3 技术性能指标

2.2 仪表特点

	 信号数字化处理技术和纠错技术，可靠性高，测量信号更稳定。

	 体积小、功耗低、内置可充电电池，可连续工作8小时，方便野外作业。

	 具有rs232接口，可直接与计算机连接。

	 仪表具有多种记忆功能，可进行多管道、多测点的测流存贮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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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径范围 Φ25mm~Φ3000mm

流速范围 0.3~12m/s

精度等级 2.0级

测量介质 浆体、污泥、污水、含固体颗粒(悬浮物含量>10g/L)或气泡的液体

管路材质 钢、铸铁、铝、PVC、塑料、环氧树脂、有机玻璃等

显示方式 2×8	汉字液晶显示：流速、瞬时流量、累计流量及人机对话菜单

键				盘 1×4

数据保持 >10年

信号输出
打印机输出；

rs232串口输出；

环境温度 主机-10℃~+45℃	；普通探头-20℃~+60℃；高温探头-20℃~+150℃

环境湿度 小于85%（rH）

探头长度 标准6m，可加长

打印功能

测量过程中随时打印测量数据

按设定周期定时打印测量数据

打印编号所对应被测管道的测量纪录

打印某年、月、日的测量记录

仪表电源
1.外接电源适配器直流供电

2.内置可充电电池，无外部供电情况下可持续工作8小时

即时打印

定时打印

按编号打印

按日期打印



三．转换器外形尺寸及面板注释

3.1 转换器外形尺寸

3.2 转换器面板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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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表转换器 电源适配器



 四. 转换器操作说明 

4.1 键盘功能说明

键：仪表人机交互采用菜单模式，所有参数和功能设置都通过菜单访问，查看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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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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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⑴完成各种数据设定或某种状态选择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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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又回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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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位

置数

菜单 

确认确认

				仪表上电后，将自动进入测量状态。若要访问菜单，须按				键进入菜单查询界面，

某些参数的修改需输入参数修改密码。	

确认确认

确认

菜单 

	 	 	仪表测量状态下进入25号菜单，然后配合 键和 键输入菜单操作密码，默认状置数 移位

①传感器接口

②显示瞬时流量值

③显示累计流量值

④打印机接口

⑤键盘（具体操作详见键盘功能说明）

⑥充电指示灯（红灯亮表示正在充电，绿灯亮表示充电已完成）

⑦信号指示灯（红灯亮表示接收不到信号，绿灯亮表示信号良好）

⑧电源开关

⑨充电适配器接口

⑩锁箱旋钮

 4.2 修改参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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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密码为“1234”，按				确认 键提示密码输入正确后，可进行参数修改操作。



 4.3 菜单操作说明

仪表进入菜单初始状态

			 连续按				键，将循环显示流速、灵敏指数、管内径、

管道编号、量程、上限值、下限值、小流量切除值、通讯站

号等参数，按					键则退出循环，回到正常测量状态。

确认 请输入菜单序号：

NO.00

		●	常用菜单快捷查询及修改操作

				●	菜单访问操作

							测量状态下按				键

请输入菜单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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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问的菜单号，按				键，仪表即可进入该界面。

				 例：查询厂家售后服务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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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输入菜单序号：

NO.22
按				键，仪表显示菜单22中内容。确认 

售后服务：

0315-7759745转801
按				键，回到菜单初始状态：确认 

请输入菜单序号：

NO.00
按				键，仪表退出菜单界面，返回测量显示界面。菜单 

菜单  

							测量状态下按				键菜单  

菜单 

				●	修改参数密码输入操作

	 如果用户想修改仪表日期、仪表时间等参数，必须在进入

菜单初始状态界面后，进入菜单25。

请输入菜单序号：

NO.25

							测量状态下按				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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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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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访问相应的菜单。

确认 

确认 
请输入密码：

    1 2 3 4



				●	其它说明

请输入菜单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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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重新输入！
				按				键，回到菜单初始状态。确认

请输入菜单序号：

NO.07

对不起，您无权

访问此项菜单！

			在菜单初始状态界面，若输入的菜单号为保留菜单(02-07),

仪表将提示您是错误操作。

菜单 确认　　按		 	 	键返回菜单初始状态或按		 	 	键直接退出菜单界

面，返回测量状态。

菜单号 功   能 含  义 操作说明

01 管内径 测流管道内径－DN
通过				与				键设定数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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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厂已设置，不允许更改。

08 清除存储记录
清除用于打印和查询的数据存

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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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参数不可恢复，请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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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设定数值，然后按						

键进行存储并退出该菜单。

12 上限值
当实际流量大于此设定值时，

仪表将显示“上限报警”字样。

13 下限值
当实际流量小于此设定值时，

仪表将显示“下限报警”字样。

14 小流量切除值

一般设为量程的1％，当实际流

量小于此设定值时，仪表显示

测量值为0。

15 通讯站号
串口通讯从站地址号，范围0～

255。

16 计数值
仪表状态监测值，波动越小，

仪表越稳定。 只读参数

17 流速 显示流体的即时流速

4.4 菜单功能表

6

置数移位 确认

移位

确认

置数移位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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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执行所选操作并退

出该菜单。

19 存储测量数据

存储实时测量数据，用于打印

或查询，存储记录包括测量日

期、管道编号、流速、流量、

累计等字段，仪表可存储256条

记录。

进入菜单后，按	 	 	 键循环选择“即时存

储”或	“定时存储”，然后按				键执行

所选操作，详见存储操作说明。

20 打印数据
外接打印机时，打印测量数

据。

进入菜单后，按	 	 	 键循环选择“即时打

印”、“定时打印”、“按编号打印”和

“按日期打印”，然后按				键执行，详

见打印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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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5－7759745－800

只读参数
23 市场热线

显示本公司市场部销售热线：

0315-2833937

24 软件版本号 显示仪表操作系统版本号

25 修改参数密码
在此菜单下进行修改参数密码

的输入

26 设定管道编号
将测量管道编号，打印和存储

时以进行区分，范围：1—255

通过				与				键设定数值，然后按				

键进行存储并退出该菜单。

29 仪表日期 显示当前日期 普通模式下只读，输入修改密码后再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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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当前时间

34 掉电次数

显示仪表掉电次数(仪表对掉电

事件进行监测，并自动记录掉

电次数)。

只读参数，可清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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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通信波特率

串口通讯速率，分600、1200、

2400、4800、9600、19200、

38400七种，出厂默认值为

4800bps。

普通模式下只读，输入参数修改密码后再

访问此菜单，可通过按				进行循环择，

然后按				键存储并退出。

55 灵敏指数

用于调整仪表的信号识别灵敏

度，以百分比表示，出厂默认

值为51％。

通过				与				键设定数值，然后按	

键进行存储并退出该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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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数

移位

确认

确认

置数

确认

置数移位 确认

置数移位

确认

移位

确认

置数

确认

移位 置数 确认

初始状态下密码为“1234”。

40 操作密码设定
用户可通过此菜单自定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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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密码。



测量状态
流量		61.562m3/h

累计			1033.6m3

按

输入菜单号19
请输入菜单序号

NO.19

按

选择即时存储，存

储当前测量数据

存储测量数据：

			1.即时存储

存储测量数据：

			2.定时存储

按

选择定时存储，周期性

自动存储测量数据

将管道编号，

以区分不同管道

设定管道编号：

					0 0 0 1

按

按

按

设定管道编号：

					0 0 0 1

将管道编号，

以区分不同管道

存储完毕，返回

菜单初始界面

请输入菜单序号：

NO.00

按

按

设定存储周期：

					0 0 0 5 分 钟

输入存储周期，

范围：1-1000分钟，

若设为0分钟，则

关闭定时存储功能

流量		61.337m3/h

累计			1055.8m3返回测量状态

4.4.1 存储测量数据(菜单19)操作说明

注：管道编号范围为1—255，定时存储周期范围为1—1000分钟，若设定定时存储周期为

				 0分钟，则关闭定时存储功能。定时存储功能在仪表断电后自动关闭，存储周期自动归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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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置数

确认

菜单

确认

确认

确认

确认

确认

菜单



打印样式：

4.4.2打印数据(菜单20)操作说明

LCZ803-DB

便携式多普勒流量计

2007年11月09日		08时24分

管道编号：	1

瞬时流速：			1.280	m/s

瞬时流量：			9.048	m3/h

累计流量：			158.0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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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状态

流量		61.562m3/h

累计			1033.6m3

按 输入菜单号20

请输入菜单序号：

NO.20

选择即时打
印，打印当
前测量数据

打印数据：

			1.即时打印

选择定时打印，周期

性自动打印测量数据

打印数据：

			2.定时打印

根据设定编号打印存

储区中匹配的测量记录

打印数据：

		3.按编号打印

根据设定日期打印存

储区中匹配的测量记录

打印数据：

		4.按日期打印

输入要打印
记录的日期

设定打印日期：

		2007.10.18

输入要打印
记录的管道
编号

选择管道编号：

					0 0 0 1

将管道编号
以区分不同
管道

设定打印周期：

					0 0 0 5 分钟

设定管道编号：

					0 0 0 1

将管道编号
以区分不同
管道

打印完毕，自动
返回测量状态

流量		61.337m3/h

累计				1055.8m3

输入打印周期，

范围：1-1000分钟，

若设为0分钟，则

关闭定时打印功能

正在打印，

请稍候……

显示打印状态

设定管道编号：

					0 0 0 1

按 确认

按

按 置数

确认

按 置数

菜单

按 确认

按

按 确认

按 确认

置数

按 确认

按

按 置数

确认 按 确认

按 确认

按 确认

管道编号范围为1 — 2 5 5，
定时打印周期范围为1 —
1 0 0 0分钟，若设定定时打

印周期为0分钟，则关闭定

时打印功能。定时打印功能

在仪表断电后自动关闭，打

印周期自动归0。

注：



	 仪表面板设有灵敏度信号指示灯(红、绿各一)，红灯亮表示仪表没有接收到探头信号，

绿灯亮表示接收到有效信号。正常情况下，当管道流体静止时，红灯亮，绿灯灭，仪表示值

为0；当流体流动时，红灯灭，绿灯亮，仪表显示流体流量。

若流体静止时，红灯灭而绿灯亮，仪表示值不为0，则表示灵敏度过高，将干扰信号接收

为有效信号，此时应访问灵敏指数菜单(55号)，降低仪表灵敏指数，同时通过接地、远

离干扰源等手段降低干扰信号；

若流体流动时，红灯亮而绿灯灭，仪表示值为0，则表示灵敏度过低，仪表接收不到有效

信号，不能进行正常测量，此时应访问灵敏指数菜单(55号)，提高仪表灵敏指数，如果

将灵敏指数调整到80％以上绿灯才亮，则表示信号非常弱，可能是管道严重结垢或探头

与管道没有良好接触耦合等因素导致，应排除各种可能影响信号的因素，保证信号的有

效接收。

灵敏指数出厂默认值为51％，在良好的环境下30％－70％即可满足测量要求，可根据现

场情况酌情调整。另外探头电缆越长则灵敏指数应调的越高。

 五. 灵敏度调整 

 六. 传感器的安装

6.1	测点的选择	

				为了使该系列仪表能够更好地进行测量工作，正确的安装探头是非常必要的。

P

l>10D

l>50D

l>30D

l>10D

l>30D

l>50D

l>10D

l>5D

l>5D

l>10D

l>5D

>1
0D

>0
.5D

>5D

>1
0D

>10D

阻力件 上游侧 下游侧

90°弯头

t字形弯头

渐扩管

渐缩管

阀门

泵

流量调节阀在上游 流量调节阀在下游

注：表中D为管道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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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探头安装

一般情况下下直径小于200mm的管路宜将探头对卡（如钟表盘9点和3点的位置，如图

6.2），直径大于200mm的管路宜将探头在管路的一侧靠近卡（如钟表盘2点和4点的位置，

如图6.3)。

6.2.1	安装探头时应先将测点处管壁打磨光滑，露出金属表面，打磨面积约为探头面积的

						两倍。

6.2.2	将适量的耦合剂（如黄油、凡士林、硅橡胶粘合剂等）涂抹在探头表面（发射	

						面），以涂满表面并无气泡为宜，然后将探头分别安装于选定测点处。

注：安装探头时，探头的超声波发射面应对着液流的方向(如图6.4)。

图6.1测点的选择

6.1.1		测点的选择应以满足仪表正常工作并且方便安装、维护为原则。

6.1.2		测点所在的管路内流体必须处于满管状态，如充满流体的竖直管段或水平管段。测点	

							前后应有直管段3D~5D（D为直径），测量固体含量大的流体前后直管段应大于5D。	

							测点尽量不要选在流速方向向下的竖直管段，这样的管段可能不满管或有许多气泡。

6.1.3		测点所在的管路应避免有强烈振动，而且测点应远离噪声源，如泵、涡轮等，并尽量	

							选在噪声源的上游。

6.1.4		测点上游侧5D和下游侧3D内应避免有引起液流扰动的装置，如弯头、泵阀、法兰连

							接等。但是，这些装置同时又能产生一定量的气泡，在测较纯净的流体时，这些气泡

							可作为超声波反射物，在一定范围内对测量是有利的。

6.1.5		测点的选择应远离导致局部紊流的装置，如节流阀、半开阀、孔板、文丘里管、变径

							管（如果变径管不能避开，测点就应选在变径部分）。否则测出的流速就会高于流体

							的实际流速。

6.1.6		测点所在的管路材质应利于声波传播，如：PVC、铸铁等。

6.1.7		测点不应选在结垢严重的管路上。

6.1.8		测点所在的管路若有内衬，则内衬应和管内壁紧密结合并且结构致密。

6.1.9		确保管路温度在探头额定温度范围内：-20℃~+60℃选择普通探头；

　　　　　　　　　　　　　　　　　　　			+60℃~+150℃选择高温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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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探头同向平行于管道中心轴，其头部朝向水流方向，图6.5中a角可根据流体介质及管

径的不同，在180。范围内任意选定。推荐以下几种典型安装方式：

(1)	含气泡的流体，固体颗粒较少时，两探头平行安装于水平管道顶部气泡较多的位置。

(2)	不含气泡，固体颗粒又较少的流体，当所选的直管段不能正常测量时，建议将探头安装	

			于阀门、	弯头等节流部的下游侧，利用其产生的旋涡、气泡进行测量，此时，最好进行	

			 精度标定。

图6.2 图6.3 图6.4

流速V

a

探头安装形式如图

图6.5

 七. 打印机的使用 

7.1	打印机外形结构图

翻动纸仓盖

活动机头盖

前红外口

电源指示灯

缺纸指示灯

SEL灯 SEL键 LF键

底壳

上盖

其它通讯口 通讯口 电源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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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打印机结构图

打印机外形尺寸：118mm×110mm×90mm



7.2	打印机的连接

7.4	安装打印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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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打印机连接示意图

				电源指示灯：灯亮表示电源正常；

				sEL灯：状态指示灯

				灯亮：表示打印机在正常工作状态，可打印；

				灯灭：表示打印机不在工作状态，不可打印；

				灯闪：表示打印机出错，如缺纸、过热等，此时不可打印。

			 sEL键：打印机状态控制键，用于控制打印机工作状态和非工作状念的切换。按下sEL			

			 键，sEL灯灭，打印机进入非工作状态，此时不可打印，再按sEL键，sEL灯亮，打印	

				机恢复打印工作状态。

				LF键：进纸键，用于控制打印机的进纸。当sEL灯灭时，按下LF键可使打印机进纸。

7.3	打印机的指示灯和按键

打印纸

热敏纸卷，纸宽57.5±0.5毫米

内装纸卷外径小于50毫米，内径大于10毫米

纸厚0.065毫米，纸质53～64克／米2

向上翻开活动纸仓盖板，将纸端剪成如图的式样，取下卷轴，将纸卷穿于卷轴上，放在

纸卷槽内，纸端在下，对准机头入口处，然后装好卷轴。



 八. 转换器的充电 

	 转换器内置可充电电池，使用寿命不低于500次充放电，当电池电量过低时，仪表显示

			“电池电量低，	请立即充电！”，此时应关闭电源，进行充电。

		 充电方法

	 将电源适配器插头与仪表的充电接口相连，电源适配器接入AC220V.此时红色充电指示	

				灯亮，表示正在充电，标准充电时间为6小时。红色充电指示灯灭，绿色指示灯亮，表示

				充电结束。

	 如果仪表长期闲置不用，应先对仪表电池进行一次充电，此后至少每两个月对仪表电池

				进行一次充电—放电—充电的过程，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充电连接示意图如下所示：

14

接通电源，将打印纸送到机头入口处，打印机识别到打印纸，将自动转动电机进纸。如

未正确识别打印纸，请进行下一步操作。

按sEL按键，sEL状态指示灯灭，按住LF键，这时电机开始转动。用手将纸送如机头入

口处，这时纸便会徐徐进入机头，直到从机头上方露出为止，露出应有一定长度，松开

LF键，电机停止转动。进纸完毕，再按sEL键，sEL灯亮，打印机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盖好活动纸仓盖板。



			现场所遇到的大多数问题是由于探头安装不当，安装部位选择不当或灵敏度调节不当所造

成的。

九、仪表一般故障的分析和处理

问题 原因 处理方法

仪表读数波动大
探头安装在节流阀、泵、孔板、

变径等噪声源的下游。
将探头重新安装在噪声源的上游

仪表读数有误

管径设置不正确 重新设置参数

探头与管子的轴线不平行 重新安探头

探头装在水平管路的顶部和底

部，而在管路的顶部有泡沫或底

部有沉积物。

将探头重新装于管路的两侧

探头装在流速方向向下的竖直管

路上（可能不满管）。
将探头装于管路中满管的管段上

探头所在位置离导致局部紊流的

装置（文丘里管、孔板、未全开

阀等）较近，仪表测出的流速高

于流体的实际流速。

将探头装于远离这些装置的位置，

最好装于符合安装距离要求的两个

弯头之间。

局部环境噪声（撞击管子或震

动）较大，仪表放大倍数调得太

高。信号强度低时，也容易受到

噪声的干扰。

降低仪表灵敏指数，并检查仪表读

数，若仍不正常，可改变探头安装

位置或排除噪声源。

探头的安装位置不合适，不明原

因。

参照本章3中方法，寻找合适的安装

位置。

9.1 一般故障及排除方法

15



问题 原因 处理方法

信号很弱或不稳

定

液体中固体颗粒含量很高或含有

很多的气泡。

将探头靠近安装于管路的一侧在测量大管径管路时，探头相距

太远。

管路内壁结垢或有内衬

被测流体是纯净液体

试验以下方法：

将探头装于流速扰动设备附近

向流体中加入气泡

流体流速很低 将探头装于管路的变径部分

探头所在的管段内衬与管壁结合

不紧，衰减了超声波信号。

将探头移至衬里与关闭结合紧密的

管段

探头与管壁耦合不好 拆下探头，重新涂抹耦合剂安装

当阀门关小，降

低流量时，读数

反而增大

探头安装位置离控制阀门太近 将探头远离控制阀门安装

仪表正在正常测

量时，突然信号

消失不能进行测

量。

管路中的流体发生了变化：

流体中突然出现了大量的气泡，

阻碍了超声波的传播。

流体中的固体颗粒含量突然增

加，阻碍了超声波的传播。

液体中加入了吸收超声波的成分

将探头靠近安装于管路的一侧，增

大仪表灵敏指数。

探头和管路之间的耦合剂干涸 拆下探头，重新涂抹耦合剂安装

管路停止输送但

仪表仍有读书

管路中有泄漏 查找泄漏缘

管路中有未排净的液体在流动 等待管路中液体排净

仪表灵敏指数调得太高，把噪声

也接收为有效信号
重新调整灵敏度指数百分比

有局部电噪声（参照本章4） 降低仪表灵敏指数或抑制噪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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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的读数和预期的流速值明显不一致，如果管路参数输入正确，探头安装正确，则需检

验测点的选择是否合适。

检验测点的步骤如下：

1.改变流体的流速，观察仪表读数是否发生相应的变化。若读数不变，表明仪表接收到的

信号不是代表当前流体流速的真实信号，可能是干扰信号。这就需要另外选择适合的测点。

2.在同一管段上取其它测点分别进行测量，观察仪表读数，若在各点仪表读数一致，而且

信号正常，说明此测点为合适的安装位置。若在各点仪表读数不一致，在管路的其它管段上

寻找合适的测点。

9.3 测点的检验

9.4 电噪对仪表的影响

电噪是现场最难控制的噪声源。该系列流量计采用先进的抑噪技术，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噪

声的不利影响，一般情况下不受通过空气传播的噪声影响，但是很强的外部噪声源可能通过

交流电源，探头电缆及电缆接头等对仪表产生影响。如果噪声过大，可从仪表的读数看出，

因为这时在无液流输送的情况下，仪表示值不为0。出现上述问题时，在确保仪表正常工作

的情况下，可通过降低仪表灵敏指数加以解决。如果降低灵敏指数后仪表仍不能正常工作，

就需要采取现场抑噪措施。采取抑噪措施前，必须确定问题是与噪声有关还是与信号强度有

关，因为信号强度弱而出现的问题很容易与干扰引起的问题混淆。如果流量计通过探头所收

到的信号强度很强，则信号的信噪比就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干扰很强，流量计才会受影

响。如果信号强度较低，则电噪及环境噪声都会被探头作为信号接收并放大，造成仪表读数

漂移。例如在正常情况下，停止管道输送后，仪表读数就应开始回零。如果仪表读数失常，

而且降低灵敏指数，读数也随着变化，表明信号的信噪比低，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安装部位

或重装探头加以解决。

	一般情况下主要的噪声有以下几种：

				1．电路噪声；

				2．交流电源噪声；

				3．传送电缆噪声；

				4．探头引线噪声；

				5．大气噪声。

如果采取上述各种措施均无法获得可靠而精确的测量结果，请直接与我公司维修部联系，

由公司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服务。

注：当噪声较强时，可能对中等流速或偏低流速时的仪表读数有影响。

在管内有液流输送的情况下：

1.	将灵敏指数调到	>90%；

2.	等候显示稳定；

3.	用螺丝刀快速敲击探头对面的管壁，如果随着快速敲击，读数呈增长趋势则说明液流

中返回滩头的信号强度不够，这可能是探头安装部位不当所致。

9.2 鉴别信号强度是否较低的简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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