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产品特色 |

| 应用领域 |

量测精度高达1%
主机防护等级达IP67，传感器防护等级达IP68
量测范围大，量测管道口径DN15 ... DN6000
可搭配温度计量测BTU (热量)

石化工业 / 化学应用领域 / 制药 / 食品产业 / 金属产业 / 矿产业 / 造纸印刷

E2109-FUM05B

流量-FUM05B
FUM05B
超声波流量传感器

www.eyc-tech.com

| 产品介绍 |
FUM05B超声波流量传感器应用于各种液体流量的长期实时量测，主机防护等级达到IP67，可承受水压，或浸泡于水
中；可分室内外安装，主机安装于室内 / 仪表柜 / 仪表盘，传感器安装在量测管道上，两者以专用电缆连接，另配接
温度计，可同时监测流量与温度；广泛应用于石化 / 水利  / 冶金 / 化学 / 机械节能等工业之制程 / 节能监测，是生产
过程中最重要的流量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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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概观 |
主机
原理

精度

数字输出

信号输出

信号输入

显示器

工作电源

功耗

量测介质
液体种类

温度

浊度

流速

管道安装条件
管材

管内径

直管段

工作环境
温度

湿度

材质
专用电缆

尺寸

超声波时间差

流量：±1%

RS-485，Modbus

4 ... 20 mA ，阻抗 0 ... 1 K，精度 0.1%

OCT 脉冲输出

继电器输出

4 ... 20 mA，精度 0.1%

可连接 Pt100三线式温度计，以量测BTU (热量)

2x20 LCD液晶显示器具背光功能

支持中文、英文、意大利文

DC 8 ... 36 V or AC 85 ... 264 V

1.5 W

各种能传导声音波的单一均匀液体

如：水、海水、工业污水、酸碱液体

酒精、啤酒各种油类等

-30 ... +160°C

≦10000 ppm (气泡含量小)

0 ... ±10 m/s

*请确认产品与连接RS-485之仪器共地，避免接地电压差造成损害。

钢、不锈钢、铸铁、水泥管、铜

PVC、铝、玻璃纤维

15 ... 6000 mm

传感器最佳安装于上游10D

下游5D，距泵浦出口30D (D为管径)

主机：-20 ... +60°C

流量传感器：-30 ... +160°C

主机：85%RH

流量传感器：可浸水工作

                           水深 ≦2 m (传感器灌胶后)

订制双绞线，一般情况下限制50公尺

选用RS-485通讯，传输距离可达

1000公尺以上

132x150x85 mm (主机)

| 尺寸图 |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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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种安装方式 |
主机可选择多种安装方式：
(1) 壁挂安装  (2) 导轨安装：导轨固定夹或PCB安装支架(3) 安装于防爆箱内

供水管

回水管

安装无需断流， 无压力损失

配接外夹温度传送计，可量测温度以

达到BTU (热量) 计算

安装维修方便

流量量测 热量量测 特点

| 量测组成图-外夹式 |

- DN              mm -          m -         -    TM-1 250 10 N 0
0：安装
1：不安装

N          ：无温度量测
PT.3M：Pt100贴片式表面温度计

电缆长度*管径

TS-2        ：小型标准夹
TM-1       ：中型标准夹
TL-1        ：大型标准夹
TS-2-HT ：小型高温夹
TM-1-HT：中型高温夹
TL-1-HT ：大型高温夹

FUM05B -

| 选型表 |

温度计 SD记忆卡流量传感器

*电缆长度为两条电缆的总长。例：电缆长度选择20 m，即每个夹具平均为10 m。

壁挂安装
导轨安装 

(导轨固定夹)
导轨安装 

(PCB安装支架) 防爆箱内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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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测管限制：DN40 (1.5吋)、DN80 (3吋)

SD记忆卡储存器与卡座

SD记忆卡可大量储存超声波流量计的量测数据。
可使用：流量数据分析、统计软件来处理量测数据，包括制
表、统计、数据分析、打印报表与制作流量曲线等功能。

| 可选配SD记忆卡 |

选配不同类型的温度计，可量测热量

| 温度计选配表 |

图片 型号

PT.3M

类型

Pt100贴片式表面温度计 < DN50

量测范围 温度范围

-40 ... +160°C

安装要求

无需断流

精度

100°C ±0.8°C
精确匹配后温差≦0.1°C

图片 温度范围

-30 ... +90°C

-30 ... +160°C

标准夹装式

类型

高温夹装式

根据不同的流体、管道条件与安装方式，可选择不同的传感器 (不同传感器的安装方式及特点请参照量测组成图 P3)

| 流量传感器选配表 |

尺寸
45x25x32 mm
64x39x44 mm
97x54x53 mm

45x25x32 mm
64x39x44 mm
97x54x53 mm

量测范围
DN25 ... 100
DN50 ... 700
DN300 ... 6000

DN25 ... 100
DN50 ... 700
DN300 ... 6000

型号规格
TS-2   (小型标准)
TM-1  (中型标准)
TL-1   (大型标准)

TS-2-HT  (小型高温)
TM-1-HT (中型高温)
TL-1-HT  (大型高温)

■ILAC / TAF

■工厂 ISO 9001
项目

水流速：0.0 m/s ... 5 m/s

水流量：≦ 580 L/min
流量

校正范围

项目

水流率：2.54 m³/h ...30 m³/h (42.3 L/min ... 500.0 L/min)

水流速：0.2 m/s ... 3 m/s

校正范围

流量计

| 加购校正报告 |

宇田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正实验室(认证编号：3032)为符合ISO / IEC 17025规范，并具与ILAC-MRA相互承认资格之TAF认证标准实验室

本产品可加购校正报告，欲知最新校正范围与加购详情请直接洽询业务专员或至官网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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