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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測量點

為保證測量精度和穩定性，傳感器的安裝點應選擇在流場分佈均勻的直管段部分(安裝時

管道中必須充滿液體)，必須遵循以下原則： 

1. 選擇充滿流體的材質均勻質密、易 2. 安裝距離應選擇上游大於 10 倍

於超音波傳輸出的管段，如垂直管段(流體 直管徑、下游大於 5 倍直管徑以內無任 

向上流動)或水平管段。 何閥門、彎頭、變徑等均勻的直管段， 

安裝點應充分遠離閥門、泵、高壓電和

變頻器等干擾源。

3. 避免安裝在管道系統的最高點或帶 4. 對於開口或半滿管的管道，流

有自由出口的豎直管道上(流體向下流動) 量計應安裝在 U 型管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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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裝點的溫度、壓力應在傳感器可工作的範圍以內。 

 

6. 充分考慮管內壁結垢狀況；盡量選擇無結垢的管道進行安裝，如不能滿足時，可把結

垢考慮為襯裡以求較好的測量精度。 

 

 

 

 

 

 

 

7. 兩個傳感器必須安裝在管道軸面的水平方向上，並且在軸線水平位置 ±450 範圍內安

裝，以防止上部有不滿管、氣泡或下部有沉澱等現象影響傳感器正常測量。如果受安裝地點

空間的限制而不能水平對稱安裝時，可在保證管內上部分無氣泡的條件下，垂直或有傾角地

安裝傳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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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裝方式

外縛式傳感器的安裝方式共有四種。分別是 V 法、Z 法、N 法和 W 法(詳見安裝示意圖)。 

一般情況下，安裝管徑在 DN15–DN200mm 範圍內可優先選用 V 法，在 V 法測不到信

號或信號質量差時可選用 Z 法，管徑在 DN200mm 以上或測量鑄鐵管時應優先選用 Z 法，N

法和 W 法是較少使用的方法，通常適合 DN50mm 以下的細管道安裝。 

V 法 (常用的方法) 

一般情況下，V 法是比較標準的安裝方法，使用方便，測量準確，安裝時兩傳感器水平

對齊，其中心線與管道軸線水平即可，可測管徑範圍約 DN15mm–DN400mm。 

Z 法 (最常用的方法) 

當管道很粗或液體中存在懸浮物、管內壁結垢太厚或襯裡太厚等原因，造成 V 法安裝信

號弱，機器不能正常工作時，就需要選用 Z 法安裝，Z 法的特點是超音波在管道中直接傳輸，

沒有反射(稱為單音程)，信號衰耗小。 

Z 法可測管徑範圍為 100mm–6000mm。現場實際安裝時，建議 200mm 以上的管道都要

選用 Z 法(這樣測得的信號最大)。 



5 

N 法 (不常用的方法) 

N 法的特點是通過延長超音波傳輸距離來提高測量精度。使用 N 法安裝時，超音波束在

管道中反射兩次穿過流體三次(稱為三音程)，適用於測量小管徑管道。 

W 法 (極不常用的方法) 

同 N 法一樣，W 法也是通過延長超音波傳輸距離的辦法來提高小管徑測量精度。W 法適

用於測量 50mm 以下的小管。使用 W 法安裝時，超音波束在管內反射三次，穿過流體四次(稱

為四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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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感器接線圖

注意事項：

1. 安裝時必須把欲安裝傳感器的管道區域清理乾淨，使之露出金屬的原有光澤。

2. 超音波信號電纜的屏蔽線可懸空不接，不要與正、負級(紅、黑線)短路。

3. 傳感器接好線後必須用密封膠(耦合劑)注滿，以防進水。

4. 傳感器注滿密封膠蓋好蓋後，必須將傳感器屏蔽線纜進線孔擰好鎖緊，以防進水。

5. 捆綁傳感器時應將夾具(不銹鋼帶)固定在傳感器的中心部分，使之受力均勻，不易滑動。 

6. 傳感器與管道的接觸部分四周要塗滿足夠的耦合劑，以防空氣、沙塵或銹跡進入，影

響超音波信號傳輸。



固定式接線說明：

盤面式接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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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窗口操作

新一代 TDS-100 系列超音波流量計/熱量表採用了窗口化軟件設計，所有輸入參數、

儀器設置和顯示測量結果統一細分為 100 多個獨立的窗口表示，使用者通過”訪問”特定

的窗口即可達到輸入參數、修改設置或顯示測量結果的目的，窗口採用兩位數字(包括

＋、－號和．)編號，從 00~99，然後是＋0、＋1、－0、－1、．0、．1 等。窗口號碼

或稱窗口地址碼，表示特定的含義，例如 11 號窗口表示輸入管道外徑參數，25 號窗口

顯示傳感器安裝距離等，見窗口詳解一章說明。

訪問窗口的快捷方法是在任何狀態下，鍵入 鍵，再接著鍵入兩位數的窗口地址

碼。例如欲輸入或查看管道外徑參數，窗口地址為 11，鍵入 即可。

訪問窗口的另一種方法是移動訪問，使用按鍵 和 及 鍵，例如當前窗口

為 66，鍵入 即進入窗口 65，再鍵入 進入窗口 64，鍵入 後，又回到窗口 65，

再鍵入 又進入窗口 66。 

窗口地址碼的安排是有一定規律的(請見下一節”菜單分類”)，使用者並不需要一一記

住，只需記住常用窗口的地址碼以及不常用窗口的大概位置即可。使用時暫時進入大概

相鄰的窗口，然後使用 和 鍵找到欲訪問窗口。 

總之，有機的結合使用快捷方法和移動方法，可

以發現訪問窗口的操作方法實際上既簡單又方便。

窗口本身主要分為三種類型：(1)數據型，例如

M11、M12；(2)選擇項型，例如 M14；(3)純顯示型，

例如 M01、M00。 

訪問數據型窗口，可以查看對應的參數。如果欲修改數值，可直接鍵入數值鍵然後

回車 ，也可鍵入回車鍵 後，再鍵入數字鍵，然後再鍵入回車鍵 確認。

例如，欲輸入管道外徑參數為 219.2345，按鍵如下： 進入 11 號窗口，

所顯示的數值是上次輸入的值，這時可鍵入 鍵，在螢幕第二行左端顯示”＞”和閃動

的光標，輸入數值參數；也可以不鍵入 鍵，而直接鍵入數字鍵如下：

。

訪問選擇型窗口，可以查看對應所選擇的選擇項。如果欲進行修改，必須先鍵入回

車鍵 ，這時螢幕左邊將出現”＞”和閃動的光標，表示進入可修改選擇狀態。使用者

可使用 和 鍵移出所要的選擇項後，鍵入

鍵確認；也可以直接輸入數字對應的選擇項，鍵入

鍵確認。例如管道的材質是不銹鋼，鍵入

，進入 14 號窗口，鍵入 ，進入修改狀態。這

時可使用 和 鍵移出”1.不銹鋼”選項，鍵入

鍵確認；也可在修改狀態下直接鍵入數字鍵

，螢幕第二行將顯示”1.不銹鋼”鍵入 鍵確認。 

一般情形下，如果想進行”修改”操作，必須先鍵入 鍵(數字型窗口可以省掉)，

如果出現鍵入 鍵後，不能進入修改狀態的情況，是儀器已經加上了密碼保護。用戶

必須在 47 號窗口中選擇”開鎖”項，並輸入原密碼後，方能進行修改操作。 



9 

五、菜單一覽表

00 顯示瞬時流量/淨累積量，顯示單位在 M30~M32 窗口中調節 

01 顯示瞬時流量/瞬時流速，顯示單位在 M30~M32 窗口中調節 

02 顯示瞬時流量/正累積量，顯示單位在 M30~M32 窗口中調節 

03 顯示瞬時流量/負累積量，顯示單位在 M30~M32 窗口中調節 

04 顯示日期時間/瞬時流量 

05 顯示熱流量/總熱量，顯示單位在 M84、M88 窗口中調節 

06 顯示溫度輸入 T1、T2 

07 顯示模擬輸入 AI3、AI4 

07 顯示當前電池電壓(適用 TDS16) 

流
量
／
累
積
顯
示

08 顯示系統錯誤代碼

09 顯示今日淨累積流量

10 輸入管道外周長

*11 輸入管道外徑，可輸入數值範圍 0~18000 

*12 輸入管壁厚度

*13 輸入管內徑

*14 選擇管道材質類型

15 輸入管材聲速

16 選擇襯材類型

17 輸入襯材聲速

18 輸入襯裡厚度

19 輸入內壁絕對粗糙度

*20 選擇流體種類

21 輸入流體聲速

22 輸入流體黏度

*23 選擇傳感器類型，具有 20 多種不同的類型供選擇 

*24 選擇傳感器安裝方式

*25 顯示傳感器安裝間距

*26 參數固化及設置

27 安裝點安裝參數存取

28 
設置信號變差時保持上次數據。選擇“是＂表示當超音波信號變差

時，流量計就顯示上次所測量的正確數據

初
始
設
置

29 
輸入設置空管時的信號強度。例如輸入 65 表示當信號強度降低到

65 時，流量計就認為管道中沒有流體了，顯示流量值將強置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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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選擇公英單位制

31 選擇瞬時流量單位

32 選擇累積流量單位

33 選擇累積器倍乘因子。倍乘因子起放大累積數值範圍的作用，一般設置為×1 

34 淨累積器開關

35 正累積器開關

36 負累積器開關

37 恢復出廠參數設置及累積器清零

38 手動累積器(用於標定)，可顯示手動累積量、累積時間和瞬時流量 

39 選擇操作界面語言，將有 8 種不同語言供國際用戶選用 

流
量
單
位
設
置

3． 

設置本地 LCD 顯示方式輸入 0 或 1 表示固定顯示內容。輸入 2~43 表示自動 

循環顯示方式，將自動循環前面的 2~43 個菜單，顯示間隔 8 秒。有鍵輸入時 

將按照按鍵操作進行顯示。沒有按鍵輸入 60 秒時間之後自動進入循環顯示 

狀態。

*40 阻尼系數

*41 輸入低流速切除值

42 設置靜態零點

43 清除零點設置及手工設置的零點，恢復原值

44 手工設置零點偏移值

45 儀表系數，修正系數

46 輸入網路標識地址碼(儀表通訊地址) 

47 密碼保護操作，當儀表設置密碼之後，菜單只能瀏覽，而不能更改

48 線性度折線修正數據輸入。至多有 12 段折線，用於用戶修正儀表非線性 

選
擇
設
置

49 
網路聯機通信測試器，在此窗口可以查看上位機送過來的數據，借此判斷通訊

出現的問題

50 數據定時輸出選項設置，選擇定時列印時的輸出內容，共有 20 多項供選擇 

51 定時輸出時間設置
定
時
輸
出 52 

列印數據流向控制。默認時列印數據將流向到掛在內部總線的熱敏列印機

列印數據可以設置為輸出到外部串行口(RS485 口) 

AI5 設置 53 顯示模擬輸入 AI5(TDS16 版此窗口顯示為電池電壓) 

54 OCT 累計脈冲輸出脈冲寬度設置，範圍為 6 毫秒至 1000 毫秒 

55 電流環輸出模式選擇

56 電流環 4mA 或 0mA 輸出時對應值 

57 電流環 20mA 輸出時對應值 

58 電流環輸出校驗。用於檢查驗證電流環是否正常

59 電流環當前輸出值

輸
入
輸
出
設
置

60 
日期時間及設置。新一代超音波流量計的日期時間是由 CPU 實現的，當進行 

軟體升級時會造成時間跑慢。建議軟體升級後及時調整日期時間至正確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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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軟體版本號及電子序列號

62 設置串行口參數

63 

通信協議選擇(包括兼容協議選擇)，共有兩種選項，選擇 MODBUS-RTU 表示使用

二進制的 MODBUS-RTU 協議，選擇 MODBUS-ASCⅡ＋原協議。表示使用 ASC

Ⅱ碼的協議。這時能夠同時支持多種協議，包括 MOSBUS-ASCⅡ、原 7 版協議、

Meter-BUSx 協議、匯中儀表的多種通訊協議 

64 模擬輸入 AI3 對應量值範圍 

65 模擬輸入 AI4 對應量值範圍 

66 模擬輸入 AI5 對應量值範圍 

通過輸入量值範圍，流量計會把電流信號轉換為

適合用戶需要的數值範圍。從而顯示出相應的

模擬輸入所對應的物理參數數值

67 

設置頻率輸出信號頻率範圍。頻率信號輸出通過信號頻率的大小表示的是瞬時

流量的大小。默認設置 0~1000Hz，最大範圍為 0~999Hz。 

頻率信號是通過專門的頻率輸出單元輸出的

68 設置頻率信號輸出下限流量

69 設置頻率信號輸出上限流量

70 顯示器背光控制

71 顯示器對比度控制

72 工作計時器，以秒為單位記錄儀表的工作時間。可以清零

73 設置＃1 警報器下限流量值 

74 設置＃1 警報器上限流量值 

75 設置＃2 警報器下限流量值 

76 設置＃2 警報器上限流量值 

通過設置警報器的上下限置，可以確定一個範圍，

當實測流量超出這個窗口時，就會產生一個警報信

號輸出。警報信號可以通過設置 OCT 或者繼電器

輸出至外部

77 蜂鳴器設置選項

78 設置集電級開路(OCT)輸出選項 

輸
入
輸
出
設
置

79 設置繼電器(或者 OCT2)輸出選項 

80 選擇定量(批量)控制器控制信號 

81 流量定量(批量)控制器 

82 日月年累積器，查看每天每月每年的累積流量及熱量

83 自動補加斷電流量開關。默認狀態關閉。請注意此功能在特定的條件下不能使用

84 選擇熱量單位，可選擇吉焦耳、千卡、千瓦時、BTU 英制熱量單位 

85 
選擇溫度信號來源，如果選擇通過 AI3，AI4 輸入溫度信號則需要能夠輸出 

4~20 毫安電流信號的溫度傳送器 

86 熱容量，默認使用 GB-CJ128 焓差法。也可使用溫差法 

87 熱量累積器開關

88 熱量累積乘積因子

89 顯示當前溫差及設置溫差靈敏度

熱
量
測
量

8． 選擇熱能表安裝在供水管上還是回水管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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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顯示信號強度和信號質量

*91 顯示信號傳輸時間比

92 顯示計算的流體聲速

93 顯示總傳輸時間/時差 

94 顯示雷諾數及其管道系數

診
斷

95 顯示正負熱量累積並啟動循環顯示功能

＋0 顯示上電斷電時刻及流量

＋1 顯示流量計總工作時間

＋2 顯示上次斷電時刻

＋3 顯示上次斷電時流量

＋4 顯示總上電次數

＋5 科學型計算器

＋6 流體聲速閥值設定

＋7 本月淨累積量

＋8 今年淨累積量

附
加
窗
口

＋9 故障運行時間(包括停電時間) 

.2 儲存靜態零點

.5 Q 值的閥值設定 

.8 當日和當月最大瞬時流量

.9 帶有 CMM 指令輸出的串口測試窗口 

－0 電路硬體參數調整入口(輸入密碼才能進入下面的窗口) 

－1 4~20 毫安電流環校准 

－2 AI3 模擬輸入 4 毫安輸入校准 

－3 AI3 模擬輸入 20 毫安輸入校准 

－4 AI4 模擬輸入 4 毫安輸入校准 

－5 AI4 模擬輸入 20 毫安輸入校准 

－6 AI5 模擬輸入 4 毫安輸入校准 

－7 AI5 模擬輸入 20 毫安輸入校准 

－8 鉑電阻低溫度時(＜400C)零點設置 

－9 鉑電阻高溫度時(＞550C)零點設置 

－A 鉑電阻標準 500C 時校准 

硬
體
調
整
窗
口

－B 鉑電阻標準 84.50C 時校准 

紅色字樣表示新添加或改變功能(相對 7 版流量計)，藍色字樣表示熱量測量有關菜單。 

帶*號表示常用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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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故障解析

TDS-100 設計了完善的自診斷功能。對發現的問題以代碼的形式按時間順序顯示在

LCD 顯示器的右上角。M08 菜單則可順序顯示所有存在的故障問題。 

對硬件故障一般在每次上電時進行檢查，正常工作時能檢查到部分硬件故障。對因

設置錯誤或測試條件不合適造成的不能檢測問題也能顯示出相應的信息，以便用戶最快

地確定故障及問題所在，並及時按下列兩表所提供的方法解決問題。

TDS-100 所顯示的錯誤分為兩類：一類為電路硬件錯誤信息，可能出現的問題及解

決辦法見表 1 所示。如果上電自檢時發現問題，進入測量狀態以後，顯示器的左上角將

顯示“*F＂。可重新上電，查看所顯示的信息，按下表採取具體措施。如果問題繼續存

在，可與公司聯繫。

另一類是關於測量的錯誤信息，詳見表 2。 

問題及解決辦法由以下兩表給出。

表 1. 硬件上電自檢信息及原因對策 

LCD 顯示信息 原因 解決辦法

程序 ROM 校驗和有誤 *系統 ROM 非法或有錯 *同廠商聯繫

數據儲存器讀寫有誤 *內存參數數據有誤 *重新上電/同廠商聯繫

系統數據存儲器錯誤 *系統存儲數據區出錯 *重新上電/同廠商聯繫

測量電路硬件錯誤 *子 CPU 電路致命錯誤 *重新上電/同廠商聯繫

主頻錯誤！檢查晶振 *系統時鐘有錯 *重新上電/同廠商聯繫

日期時間錯誤 *系統日期時間有錯 *重新設定日期時間

顯示器不顯示、或顯示混亂、

工作不正常等怪現象
*連接面板的電纜線接觸不良

*檢查連接面板的電纜線是否接

觸好，此狀態不影響正常計量

按鍵無反應 *接插件接觸不良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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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工作時錯誤代碼原因及解決辦法 

代碼 M08 菜單對應顯示 原因 解決辦法

*R 系統工作正常 *系統正常

*J 測量電路硬件錯誤 *硬件故障 *與公司聯繫

*收不到信號 *確保傳感器貼緊管道，使用充分的耦合劑

*傳感器與管道接觸不緊

或耦合劑太少

*確保管道表面乾淨無銹跡、無油漆，無腐蝕眼使

用鐵刷子清理管道表面

*傳感器安裝不合適 *檢查初使參數是否設置正確

*內壁結垢太厚

*只能清除結垢或置換結垢管段，但一般情況下可

更換測試點，選擇結垢較少的安裝點，機器可能

正常工作

*I 沒有檢測到接收信號

*新換襯裡 *等待襯裡固化飽和以後再測

*H 接收信號強度低
*信號低

*原因同上欄
*解決方法同上欄

*H 接收信號質量差
*信號質量太差

*包括上述所有原因
*同對應問題解決辦法

*E

電流環電流大於 20mA 

(不影響正常測量，如果

不使用電流輸出，可置之

不理) 

*4~20mA 電流環輸出溢

出超過 100%

*電流環輸出設置不對

*重新檢查設置(參見 M56 窗口使用說明)或確認實

際流量是否太大

*Q

頻率輸出高於設定值

(不影響正常測量，如果

不使用頻率輸出，可置之

不理) 

*頻率輸出溢出 120%

*頻率輸出設置不對或實

際流量太大

*重新檢查頻率輸出(參見 M66~M69 窗口使用說

明)設置或確認實際流量是否太大

*上電自檢時發現問題
*試重新上電，並觀察顯示器所顯示的信息，按前

表處理。如果問題仍然存在，與廠商聯繫*F 見表 1 所示 

*永久性硬件故障 *與廠商聯繫

*G

調整增益正在進行＞S1 

調整增益正在進行＞S2 

調整增益正在進行＞S3 

調整增益正在進行＞S4 

( 該 欄 顯 示 信 息 位 於

M00、M01、M02、M03

窗口) 

*這四步表示機器正在進

行增益調整，為正常測量

做準備

*如機器停在 S1 或 S2 上

或只在 S1，S2 之間切

換，說明收信號太低或波

形不佳

*K 管道空，M29 菜單設置 
管道中沒有流體或者是設

置錯誤
如果管道中確實有流體，在 M29 菜單中輸入 0 值

註：出現錯誤代碼*Q、*E 時並不影響測量，只是表明電流環和頻率輸出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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