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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本公司自主研发的专利产品 KLB-CMFI 型质量流量计（发明专利号：

03119685.3, 03149996.1）是一种先进的高精度质量流量测量仪表。由于其优异的

性能，使其测量准确度高，对流体状态要求低，压力损失小。多种规格的仪表都

可以直接获得被测量液体或浆液的质量流量、体积流量、密度、温度，无需人工

计算或估算。

即使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本公司仪表也能表现出优异的性能。其内部没有活

动部件，不需复杂的安装，对工况条件也没有苛刻的要求。每台传感器都由不锈

钢材料制造，变送器的多种输出能满足您的各种需要。

本公司仪表已在中国获得了防爆认证，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和制造计量器

具许可证。

本公司仪表执行标准为：

JJG 897-1995 质量流量计检定规程

JJG 1038-2008 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检定规程

Q/HDKLO0001-2011 KLB-CMF 型质量流量计

2. 测量原理

质量流量计的结构是双弯管结构，其测量原理是通过测量作用于双弯管上的

科里奥利力（简称科氏力）来检测管道中的质量流量。

当满足两个条件：（1）双弯管以一定的频率振动，（2）管道中有流体流动时，

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力——科氏力，这个力是由管道振动和管道流体流动合成产生

的附加力，这个力在弯管上产生了扭矩，使得弯管对称其中心线发生扭转。通过

在弯管两侧的位移传感器检测其电信号，再对电信号进行处理，直接得出质量流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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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技术参数

3.1 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参数表（表一）

指标名称 技术参数

质量流量测量准确度 ±[0.2% +(零点稳定度/瞬时质量流量×100%)]

质量流量测量重复性 ±(1/2)×[0.2% +(零点稳定度/瞬时质量流量×100%)]

密度测量范围 0.2 g/cm3～3.5g/cm3

密度测量准确度 ±0.001g/cm3

温度测量范围 -60℃～+200℃，（-60℃～+300℃，-200℃～+100℃）

温度测量准确度 ±1℃

电流输出 4mA～20mA

频率输出 0Hz～10kHz

通讯接口/协议 RS485/MODBUS 或 HART

批控继电器触点 24V/0.1A 常开触点

3.2 基本参数

工作环境参数表（表二）

名 称 参 数

流体介质温度 -40℃～+200℃，（-40℃～+300℃，-200℃～+100℃）

工作环境温度 0℃～+40℃，（-40℃～+40℃）

工作环境湿度 ≤90% RH，非冷凝

大气压力 86kPa～106kPa

变送器供电要求 电源电压: (24±10%)V

整机功率 ＜ 15W

本安型防爆标识 ExibIIBT4Gb

复合型防爆标识 ExdibIICT6Gb



5

规格型号及基本参数表（表三）

规格

型号

公 称

通 径

（mm）

流 量

范 围

（t/h）

计 量

范 围

（t/h）

工 作 压

力 上 限

（MPa）

零点稳

定度

（t/h）

流速因子

（h m/t s）

DN1 1 0～0.02 0.002～0.002 30.0 0.000002 353.68

DN2 2 0～0.06 0.006～0.06 30.0 0.00001 88.419

DN3 3 0～0.35 0.035～0.35 30.0 0.00008 39.298

DN6 6 0～0.7 0.07～0.7 30.0 0.00016 19.649

DN10 10 0～1.2 0.12～1.2 30.0 0.0002 4.9122

DN15 15 0～6.4 0.64～6.4 4.0 0.0011 2.1832

DN25 25 0～16 1.6～16 4.0 0.002 1.0464

DN40 40 0～40 4～40 4.0 0.003 0.3654

DN50 50 0～65 6.5～65 4.0 0.006 0.2103

DN80 80 0～160 16～160 2.5 0.01 0.0873

DN100 100 0～250 25～250 2.5 0.015 0.0544

DN150 150 0～550 55～550 2.5 0.03 0.0239

4.产品的结构组成

4.1 产品的分类 产品型号：KLB-CMFI-DNXXX

产品规格

质量流量计

公司代号

根据管道公称直径，产品规格可分为：DN1、DN2、DN3、DN6、DN10、DN15、

DN25、DN40、DN50、DN80、DN100、DN150（单位：mm）十二种。

4.2 产品组成部分

图一 传感器（一次表）



6

图二 本安型变送器（二次表） 图三 复合型变送器及传感器

本产品由传感器（一次仪表）和变送器（二次仪表）两部分组成。

传感器（一次仪表）内部装有激振器、位移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

变送器（二次仪表）是仪表的显示部分，也是仪表的电气部分。它的基本功

能是：接收并处理传感器的电信号，可以显示、输出、储存和远程传输，修改流

量计参数。变送器内部装有安全栅，起防爆隔离保护作用。

5.安装、调试及操作

5.1 仪表的安装

本安型流量计的变送器（二次表）必须放在符合规定条件的安全环境，不可

以放在危险区。变送器电源为直流 24V。电源插头的中心接地要与大地相连，接

地电阻小于 4欧姆。本安型流量计传感器和变送器的安放见图四。

图四 本安型流量计安放要求简图

本安型流量计变送器（二次表）一般安装在仪表柜上，仪表柜上开一方孔，

然后用随机附送的固定板、固定螺母和螺丝按图所示固定变送器。

图五 本安型流量计变送器安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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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流量计的传感器（一次表）是本质安全型，变送器（二次表）是隔爆

型，传感器和变送器都可以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下工作，可以放在危险区。

复合型流量计的变送器（二次表）用四个内六角螺丝直接固定在传感器（一

次表）之上，也可与传感器分开固定。两者之间由屏蔽电缆连接。随机附送一条

接地线，该地线一端拧在固定螺丝上，另一端接地，接地电阻小于 4欧姆。

传感器（一次表）的安装如图六所示，安装要求如下：

（1） 质量流量计一般安装在水平管道或垂直管道上；

（2） 流量计的上游和下游需安装固定支撑架；

（3） 安装时要保证流量计的法兰盘与管道的法兰盘同心，拧固定螺栓时

要保证多个螺栓均匀受力，以免一次表上产生扭矩；

（4） 流量计下游管道需要有一定的背压，不能直接处于开放状态，防止

管道内液体不能充满，造成测量不准确；

（5） 流量计必须离开地面，也不能与其它物品相接触；

（6） 流量计上游管道口径可以大于或等于流量计口径，不能小于；

（7） 测量易气化的液体或低温液体，要将流量计传感器整体加保温材料

保护，以免结露或结霜损坏传感器；

（8） 测量管内有空气或液体中夹带气体时，会产生测量误差，一定要设

法避免。

（9） 对 DN1、DN2、DN3、DN6、DN10 五个螺纹接嘴的型号，安装时传感器

需固定在地面，用软管连接到管道。

（10）传感器和变送器的编号要一一对应，否则可能产生测量误差。

水平管道：

主体朝下，

测量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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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管道：

主体朝上，

测量含固体的

浆液、气体或液体

垂直管道：

旗式安装，

测量液体或含固体的浆液，

液体必须从下往上流

图六 传感器安装图

5.2 安装环境要求

质量流量计是高精度仪表，为了保证测量准确度，需保证安装的环境要求：

(1)传感器（一次表）和变送器（二次表）不得安装在有强磁干扰的区域，

否则会影响电路信号，从而影响测量准确度；

(2)传感器（一次表）安装的管道不能有其他振动干扰；

(3)对需要安装在户外的情形，要注意最高和最低的环境温度，应当考虑防

风遮雨措施，避免风吹雨淋，以提高流量计的使用寿命；

(4) 本安型流量计变送器（二次表）应安放在安全区或合适的控制室；

5.3 外形及安装尺寸

传感器（一次表）安装尺寸见表四和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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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传感器外形

安装尺寸（表四）

型号
公称通径

(mm)

外形尺寸及相关尺寸(mm) 法兰连接孔数及

直径或螺纹接嘴

重量

(kg)A B C D

DN1 1 214 212 70 (237) M16×1.5 内螺纹 6

DN2 2 214 221 70 (277) M16×1.5 内螺纹 6.5

DN3 3 214 234 70 (329) M16×1.5 内螺纹 7.5

DN6 6 214 234 70 (329) M16×1.5 内螺纹 7.5

DN10 10 260 288 73 (364) M20×1.5 内螺纹 9

DN15 15 379 477 90 φ65 4-φ14 15

DN25 25 472 539 96 φ85 4-φ14 18.5

DN40 40 522 623 116 φ110 4-φ18 25.5

DN50 50 597 689 137 φ125 4-φ18 35

DN80 80 650 839 175 φ160 8-φ18 53.5

DN100 100 714 942 198 φ190 8-φ22 70

DN150 150 815 1133 265 φ250 8-φ26 85

5.4 变送器（二次表）操作说明

变送器（二次表）是质量流量计的电气部分，是控制和显示的部件。

5.4.1 本安型流量计变送器（二次表）

本安型流量计的变送器前面板有显示窗口、三个按键、电源开关和回车同

步按钮，后面板有电源插座和两排双列接线端子。内部装有安全栅。

5.4.1.1 本安型流量计变送器后面板说明

本安型流量计的变送器后面板示意图见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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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变送器后面板

后面板上右边十针接线端子，接至一次表（传感器）。出厂时线已接好。

后面板上左边十二针接线端子，从上至下：

1. Curr1 第 1路 4mA~20mA输出

2. Curr2 第 2路 4mA~20mA输出

3. GND 电流输出的地线

4. F1 第 1路 0Hz~10kHz频率输出

5. F2 第 2路 0Hz~10kHz频率输出

6. GND 频率输出的地线

7. N.O.1 继电器 1常开触点

8. N.O.2 继电器 1常开触点

9. A RS485数据通信 A

10. B RS485数据通信 B

11. CALM 外接按钮清除批量累加值

12. GND 外接按钮清除批量累加值

后面板左下角是电源插座，使用直流 24V。插座上有保险丝。

5.4.1.2 本安型流量计变送器前面板说明

本安型流量计的变送器前面板示意图见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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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翻键

下翻键

回车确认键

○ 回车同步按钮

图九 本安型流量计变送器前面板

注意：回车同步按钮必须与回车键同时按下，回车键才会起作用。设置该

按钮专门用于防止误操作。

5.4.2 复合型流量计变送器（二次表）

复合型流量计的变送器前面板有显示窗口、上翻键、下翻键、回车键和回

车同步键。

5.4.2.1 复合型流量计变送器（二次表）接线说明

图十 复合型流量计变送器后盖内接线图

复合型流量计的变送器后盖内如图十所示，装有安全栅和输出接线板。右侧

端子的引线通过电缆接至传感器。用户不要打开前盖，必要时在厂家技术人员的

指导下可打开后盖改接输出电缆。

其中电流输出与频率输出共用一个地线，电源单独一个地线，两个地线不要

混淆！

为安全防爆要求，必须接接地保护线，要去掉接触面的油漆。

5.4.2.2 复合型流量计变送器前面板说明

红线 第 1 路电流输出

绿线 第 2路电流输出

兰线 第 1 路频率输出

黄线 信号地

白线 +24V电源

黑线 电源地

红线 RS485 通讯 A

黑线 RS485 通讯 B
接地保护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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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流量计变送器的前面板示意图见图十一。

上翻键

下翻键

回车确认键

○ 回车同步按钮

图十一 复合型流量计变送器前面板示意图

此四个键是磁性开关键，操作时不要打开前盖，用专用磁笔贴近玻璃即可。

5.4.3 操作说明

参考附件 1显示操作速查表。

5.4.3.1 正常操作菜单

变送器（二次表）通电后，显示屏显示仪表名称和软件版本。约过 5秒后，

自动进入正常菜单，显示质量流量及总量。按上翻或下翻键，菜单向上或向下滚

动。按住不放，菜单以约每秒一条的速度连续向上或向下滚动。回车键（同时按

同步按钮）用于总量清除、置零点、输出通道组态、批量值清零、修改批量值和

进入置系数菜单。若选中“循环显示”，则前三项菜单每隔 5秒自动循环显示。

正常操作菜单说明（表五）

菜单 说明

质量流量（t/h）/质量总量（t）

体积流量（m
3
/h）/体积总量（m

3
）

密度（g/㎝ 3）/温度（℃） 一次表流体密度和温度

清总量？ 按回车键，质量总量和体积总量清零

dp 相差零点

置零点？ 按回车键，相差测量参考点清零

输出 1质量流量（体积流量/密度/

温度）

选通道 1频率和电流输出参量

输出 2质量流量（体积流量/密度/

温度）

选通道 2频率和电流输出参量

批量（t） 显示本次批量，按回车键批量清零

批量数 p（t） 全关阀批量控制值,质量累计达到或超过

此值，控制双位阀全关闭的继电器1动作。

按回车键，可修改该值

置系数？ 按回车键，进入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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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总量清零和置零点，在管道中液体静止和流动两种情况下都能进

行，操作时必须正确使用；

2、修改批量数和进入置系数菜单将暂停测量累加。

5.4.3.2 置零点

置零点是关系到流量计能否准确测量的关键。一次表安装后，必须先进行此

项操作。步骤如下：

 联接二次表连线并接通电源。约 5秒后仪表正常显示质量流量和总量。

保持此状态约 5分钟以上，对仪表进行预热。

 打开管道的上下游阀门，保持较大流量（大于 50%最大流量），持续约 20

至 30 分钟。确保管道内无积存气体、管道无残余应力、管道所有固定螺栓无松

动。

 先关闭下游阀门，再关闭上游阀门。确保流量计内充满液体，无气泡，

液体静止。保持此状态 5分钟以上。

 按下翻键，将菜单滚动至置零点，同时按下回车键和回车同步按钮，进

入置零点状态。

每过一段时间（如几个月），要观察一下零点 dp，若偏大要及时按上述步骤

进行置零点操作，确保仪表测量的准确。

置零点操作必须在管道中液体静止情况下进行！

5.4.3.3 提示菜单

此菜单是变送器根据仪表工作状态做出的自动提示，不能人为改变。

提示菜单说明（表六）

菜单 说明

停振 故障自诊断，表示一次表已经停振。必须清

洗或检修。

密度太小（不显示体积流量） 表示测量液体密度小于 0.2(g/㎝
3
)，

此时体积总量停止累计。

5.4.3.4 设置菜单

在正常操作菜单中,按上或下翻键,滚动到“置系数？”，同时按回车键和回

车同步按钮，仪表进入系数设置菜单。选择要设置系数后,同时按回车键和回车

同步按钮进入数字设置。此时上翻键选择字符(0～9、.、-、e),下翻键改为向右

循环选择数字位。其中 e为指数形式，如：0.024, 可输入为 2.4e-2。当数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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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选择好后，同时按回车键和回车同步按钮，以确认所选择的数字。

要退出该菜单，按上或下翻键，滚动到“返回？”，同时按回车键和回车同

步按钮，仪表返回到正常操作菜单。

设置菜单说明（表七）

菜单 说明

小流量切除数 r（t/h） 小流量切除数，流量小于此数视为零

流量系数 k 计量校准时计算所得，切勿更改！

(按回车键后)密码? 修改流量系数需先输入密码。输入非数字退出，4

次输入错显示 error 后停止，必须关机。

密度系数 a ρ=a*X+b，校准时计算所得，切勿更改！

密度系数 b 校准时计算所得，切勿更改！

温度系数 t 密度测量用温度补偿系数，切勿更改！

质量流量上限（t/h） 用于频率/电流输出满量程设置。

体积流量上限（m
3
/h） 用于频率/电流输出满量程设置。

温度上限（℃） 用于频率/电流输出满量程设置。

密度上限（g/㎝
3
） 用于频率/电流输出满量程设置。

小批量 p（%） 半位阀批量百分比值。

选 自动置零点 选自动清零有效或无效

选 滤波 选单次或二次数字滤波有效或无效

选 循环显示 选循环显示有效或无效

选 单位制 选 t/h m
3
/h;kg/h l/h;kg/min l/min;或 kg/s l/s

返回？ 按回车键，返回到正常操作菜单。

注意：流量、密度系数为计量部门计量检定时设置，用户切不可轻易更改。

否则需送计量部门重新检定。为防止误操作丢失数据，建议将此三项参数记录下

来，与说明书、检定证书等一同存档保管。

温度系数是测量时温度补偿系数，用户切不可轻易更改。

上限设置是用于频率/电流输出满量程设置，用户可根据需要更改。该值对

应频率输出 10kHz，电流输出 20mA。

注意：温度输出的零点（0Hz，4mA）对应温度值是-60℃。

小批量 P是控制双位阀提前关闭小阀的百分比设置。

单位选择，可选四种测量单位。改变单位后，要重新设置小流量切除数、质

量流量上限和体积流量上限等值。

5.5 电流、频率输出，批量控制及通讯

5.5.1 电流、频率输出

电流输出为 4 mA～20mA。内部已经光电隔离和 DC/DC 电源隔离。若订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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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T 通讯，是在第二路电流输出上。

频率输出为 0Hz～10kHz，0V～5V 方波，占空比为 1:1，100Ω内阻。内部已

经光电隔离和 DC/DC 电源隔离。

5.5.2 批量控制

在设置菜单，设置小批量控制值（单位：%），它是双位阀提前半关闭的百分

比值。如设置小批量值为批量值的 90%。小批量值应保证关半位阀后至全关阀前

至少有 2秒以上。在正常操作菜单，输入批量值。在流量测量时，一旦质量累加

到小批量控制值，继电器 2常开触点闭合；质量累加到批量值，继电器 1常开触

点闭合。在批量菜单下按回车或外接清零按钮按下，批量清零。批量清零后两个

继电器恢复到初始常开状态，开始下一次批量。

当只用一个继电器控制时，需用继电器 1，不能用继电器 2。

批量控制继电器触点为常开触点，触点容量 24V/0.1A。

图十二 批量控制接线图

图十三 批量控制运行图

5.5.3 自动清零（dp-0）和数字滤波

在设置菜单，若选中 dp-0，流量值小于小流量切除数超过约 3～4分钟后，



16

仪表会自动清零。若现场使用的管道阀门在关闭时能保证流体完全静止，建议选

中 dp-0 项；若选中“滤波”，瞬时质量流量将经过数字滤波，但是会产生约 5

秒的时间延迟。当使用批量控制功能时不要选“滤波”,时间延迟会使批量控制

不准。

5.5.4 通讯

本安型流量计变送器的 RS485 通讯后面板端子标示为：“A”和“B”。

复合型流量计的 RS485 通讯在两芯电缆中颜色为：红色线 A和黑色线 B。

若选 HART 通讯，则没有 RS485 通讯口。HART 通讯在第 2路电流输出上。

5.5.5 电源

本安型流量计变送器的电源使用 24V 直流电源，功率小于 15 瓦。

复合型流量计的电源使用 24V 直流电源，功率小于 15 瓦。电源在六芯电缆

中为：白色线+24V 和黑色线 GND,电源的地线不能与其他地线混淆。

6.计量校准

KLB-CMF I 型质量流量计属高精度计量仪表，使用中为了保证测量数据的准

确，要定期送计量部门检定。检定校准的操作如下：

选中第 1路输出通道为质量流量，直接测量仪表频率输出。需要预先进入设

置菜单设置频率输出的质量流量上限值，该值对应输出频率 10kHz。如果计量检

定结果超差，可以依据测试结果修正流量参数 k。新的流量系数 k1 计算公式如

下：

k1 = k0 * mfs / mfd

式中：k1 — 新的流量系数，用于输入到二次表中；

k0 — 二次表中原存储的旧流量系数；

mfs — 计量标准得到的质量平均值；

mfd — 二次仪表显示的质量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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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故障排除

故障排除表（表八）

故障现象 查找原因 排除

dp 值不稳 安装不正确 按 5.1 正确安装

dp 值忽大忽小 清零无效果 检查表的接线并接好

显示“停振” 表接线是否断开？使用时间

太长应该清洗管道

检查表的接线并接好；否

则清洗管道

密度不准 初次现场安装时 调整密度系数 b

显示“密度太小”或

密度时大时小

管道中有气体 排出气体或在流量计前

增加气液分离装置

死机（开机显示不变） 关机时间太短就开机，或电源

插头接触不良

使插头接触良好，关机后

保持 10 秒再开机

流量出现负值 在有流量时误清零，或选了

dp-0 阀门关闭不严

不选 dp-0，关上下阀门后

重新清零

上位机通讯无信号 查 A、B双绞线无断线 A、B调换接

上位机通讯时好时坏 查上位机程序如果正确 更换质量好的 RS232/485

转换器

正常传感器测试参数：

驱动线圈（第 1-2 针）：电阻值：<50Ω；交流电压（有效值）：1V±0.5V

检测线圈（第 3-4 及 5-4 针）：电阻值：<100Ω；交流电压（有效值）：0.5V±0.3V

温度电阻（第 7-8 针）：100Ω±10Ω（0℃时），温度系数约为 0.38Ω/℃

温度电阻（第 6-7 及 8-9 针）： 0Ω+2Ω

8.维修与保养

产品的寿命长短与其维修与保养的好坏关系很大，为了延长质量流量计的

寿命，一定要做好维修和保养工作：

（1） 保持传感器和变送器清洁，变送器不得放在灰尘过多的地方；

（2） 传感器和变送器须轻拿轻放，不得摔扔；

（3） 传感器须定期清洗内部管道，对于粘性大的流体介质，须缩短清洗

周期；

（4） 定期检修、保养。对准确度要求较高的用户，需定期及时送计量部

门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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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说明书中符号单位对照：

g/cm
3

克/立方厘米

℃ 摄氏度

mA 毫安

Hz、kHz 赫兹、千赫兹

V 伏特

A 安培

% RH 相对湿度

kPa 千帕斯卡

MPa 兆帕斯卡

AC、DC 交流、直流

W 瓦特

mm 毫米

t/h 吨/小时

dp 相差零点

t 吨

m
3
/h 立方米/小时

m3 立方米

DC/DC 直流/直流

RS485 串行通讯口

g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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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联系我们

本公司专业生产 KLB-CMFI 型科氏质量流量计，技术力量雄厚，可以根据客

户需求，设计、制造高精度质量流量计。

如有任何需求，请与我们联系：

电 话：010-88148118，010-88148119，010-58436320

技术支持电话：010-59134905

传 真：010-88148119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甲 12 号玉海大厦

邮编：100143

网址 http:// www.kelibo.com.cn

电子邮箱：bjklb@126.com，klbsales@kelibo.com.cn，klbtech@kelibo.com.cn

http://www.kelibo.com.cn
mailto:klbsales1@kelibo.com.cn
mailto:klbtech1@kelib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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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显示操作速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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