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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说明书分为四部分内容，分别为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超声波多普勒流量
计、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流量计）（GPRS/NB 无线版）和附录（现场案例）。

第一部分：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
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是应用声学多普勒效应原理制成的测流仪，采用超声换

能器，用超声波探测流速。测量点在探头的前方，不破坏流场，具有测量精度高，
量程宽;可测弱流也可测强流;分辨率高，响应速度快。同时嵌入压力传感器和温
度传感器，可测量水深和水温，并通过 RS485 上传流速、水位、温度。

第二部分：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
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实时采集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的流速、水位和温度，

仪表配备液晶显示，中文菜单，方便操作；直观显示瞬时流量、累计流量、流
速、水位及过水面积等数据；带 RS232 或 RS485 通讯端口实现数据远程传输；
带 4～20mA 模拟量在线传输数据。仪表可依据现场实情输入各种参数，以便计
算过水面积及水流量；

第三部分：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流量计）（GPRS/NB 无线版）
超声波流速仪（流量计）与 GPRS/NB 板卡配套使用，通过 GPRS/NB 板卡将传

感器数据传输至服务器，由服务器中的应用程序解析并显示，流速仪传输的数据
包括水位、流速、温度、电压；流量计传输数据包括水位、瞬时流量、累计流量、
电压。

第四部分：附录（现场案例）
包括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对应各种现场的典型安装方式图示及注意事项。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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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

第一章 概述

1.1 测量原理

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测量基于多普勒效应，探头斜向上发出一束超声波，
超声波在流体中传播，流体中会含有气泡或者颗粒等杂质（可以认为流体中的杂质
和水流的速度一致），当超声波接触到流体中的杂质时会使反射的超声波产生多普
勒频移Δf， 多普勒频移Δf正比于流速。通过测量多普勒频移Δf即可测量出流
体的流速。

1.2 技术参数

表 1-1 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技术参数

电源 供电范围：10.8VDC～26.4VDC；

12V 功耗：45mA±1mA（约 0.54W）

24V 功耗：26mA±1mA（约 0.62W）

输出特性 RS485/ModBus 标准协议

测量性能 流速量程：±0.03m/s～±5m/s（可定制±0.03m/s～±10m/s）；

水深量程：0.02～3m，0.02～10m（订货前请确认最大水深）；

流速精度：±1%（水利部送检检测精度）；

流速精度：±1～3%（受现场工作环境影响测量精度有所变化）；

水深精度：±3cm；

流速分辨率：1mm/s；

温度分辨率：0.1℃；

水深分辨率：1mm。

物理性能 材质：POM；

质量：2.6±0.1kg；

防护等级：IP68；

电缆：4 芯带屏蔽内含导气管电缆，出厂默认长度 10 米，线径 8mm（其他

线长需定制）。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0～60℃（非结冰状态）；

贮存温度：-20～80℃；

含沙量：<20g/L；

酸碱度：PH 值在 6～8 之间。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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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外观尺寸

1.3.1 产品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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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结构尺寸图

多普勒流速仪结构尺寸图

多普勒流速仪安装底座结构图

1.4 应用环境

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是在管道、渠道或者河流内测量水的流速的设备，主要应
用于以下范围：

·洪涝灾害监测 ·污水排放 ·天然的河溪
·市政给排水 ·水量流失/渗入监测 ·灌溉流程监测
·河口和潮汐的研究 ·渔业/水利 ·海岸侵蚀研究
·暗渠流程监测 ·道路排水监测 ·运河流程研究
·江河流程监测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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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装指导

※温馨提示：安装于现场前，请按照说明书要求正确接线，测流

速仪正常且通讯正常后再安装到现场。

2.1 安装说明（注意事项）

（1）现场最低水位要比传感器顶部高 5cm，才能够正常测量流速，如果低于 5cm，流速会与实

际流速形成较大误差。如果水底有淤泥、砂石等沉淀物需要将传感器抬高 5cm 以上（根据现场

的石头大小来决定)；

（2）需考虑河水浑浊度，如果河水相对浑浊，水流又慢，建议流速仪与非接触式液位计结合

使用，可以解决压力变送器堵塞问题；

（3）考虑支架的阻力，支架建议使用圆管，可以减少阻力；

（4）电缆线不能承受水流的冲击，长时间冲击电缆容易破损、断裂。电缆线要穿到支架内部，
避免被水流直接冲击。如果另外接穿线管会增大水的阻力；

（5）考虑现场是否会有树枝或者杂草、石块，如果存在杂物最好在传感器前方 5 米以外做隔

离栅；

（6）传感器安装前提：保证传感器正前方 3.0 米无任何障碍物、正后方 1.0 米内无任何障碍

物，尽量选择渠道中间安装但需考虑支架承受能力。

☆所需携带工具：卷尺、一字螺丝刀、活动扳手（根据现场环境而定，固定支架可能用到冲

击钻等工具）

※备注：在说明书第四部分有介绍支架及安装位置选择典型案例。

2.2 电气接线

电源线：
红线接电源正极（12V＋或 24V＋）；
绿线接电源负极（12V－或 24V－）；

信号线：
白线接 RS485A（T/R＋）；
黄线接 RS485B（T/R－）；

透明导气管：
※必须与大气保持通畅，并且安装时注意防护，特别是穿过穿线管时需要用

胶带保护好再穿线避免进水。如若进水，可能导致水深误差等现象。
透明导气管不可折叠，在穿管时候，折弯的角度不能﹤90°。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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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传感器装配示意图

组装前传感器（包含所有配件）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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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后实物图

固定于支架后，可用 M8 或者 M10 的螺栓将传感器底座固定于支架上，以便后期维护

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出厂配件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1 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传感器 1

2 安装底板 1

3 平头机械螺丝 M6*16 4

4 卡箍 2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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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通讯说明

3.1 串口参数

（1）硬件采用 RS485，主从式半双工通讯，主机呼叫从机地址，从机应答方
式通讯。

（2）数据帧 10 位，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
（3） 波特率：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128000、256000 （默认为 9600）。

3.2 读单个寄存器

功能码：03H

主机发送

1 2 3 4 5 6 7 8

ADDR 03H
起始寄
存器高
字节

起始寄存
器低字节

寄存器数
量高字节

寄存器数
量低字节

CRC 码
低字节

CRC 码
高字节

第 1字节 ADDR：从机地址码（0x01～0xFE）;
第 2 字节 03H：功能码；
第 3、4字节：要读的寄存器地址；
第 5、6字节：要读的寄存器数量，读单个寄存器为 0x0001；
第 7、8字节：从字节 1到字节 6的 CRC16 校验码。

从机接收

1 2 3 4 5 6 7

ADDR 03H 字节总数
数据高字

节
数据低字

节
CRC 码低
字节

CRC 码高
字节

第 1字节 ADDR：从机地址码（0x01～0xFE）；
第 2字节 03H：功能码；
第 3字节：接收到的数据字节总数，如果读取单个寄存器，则字节总数为 02；
第 4、5字节：寄存器数据，每个数据占 2个字节；
第 6、7字节：从字节 1到字节 5的 CRC16 校验码。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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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读多个寄存器

功能码：03H

主机发送

1 2 3 4 5 6 7 8

ADDR 03H
起始寄
存器高
字节

起始寄存
器低字节

寄存器数
量高字节

寄存器数
量低字节

CRC 码
低字节

CRC 码
高字节

参考读取单个寄存器的方式，同时读取距离、温度时，寄存器数量则为 0x0002；

从机接收

1 2 3 4、5 … N-1、N N+1 N+2

ADDR 03H
字节
总数

数据1
高字
节

数据1
低字
节

… 数据 N
高字节

数据
N低
字节

CRC 码
低字节

CRC 码
高字节

参考读取单个寄存器的方式，数据 1为读取的起始寄存器数值，每个数据占 2个字
节，根据用户所读取的寄存器数量即返回多少个数据。

3.4 写单个寄存器

功能码：06H

主机发送

1 2 3 4 5 6 7 8

ADDR 06H
寄存器
地址高
字节

寄存器
地址低
字节

数据高
字节

数据低
字节

CRC 码
低字节

CRC 码
高字节

第 1字节 ADDR：从机地址码（0x01～0xFE）;
第 2 字节 06H：功能码；
第 3、4字节：所写的寄存器地址；
第 5、6字节：寄存器地址所对应的寄存器数据；
第 7、8字节：从字节 1到字节 6的 CRC16 校验码。

从机接收

1 2 3 4 5 6 7 8

ADDR 06H
寄存器
高字节

寄存器
低字节

数据高
字节

数据低
字节

CRC 码
低字节

CRC 码
高字节

第 1字节 ADDR：从机地址码（0x01～0xFE）;
第 2 字节 06H：功能码；
第 3、4字节：所写的寄存器地址；
第 5、6字节：寄存器地址所对应的寄存器数据；
第 7、8字节：从字节 1到字节 6的 CRC16 校验码。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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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错误码

1 2 3 4 5

ADDR 功能码 错误信息码 CRC 码低字节 CRC 码高字节

第 1 字节 ADDR：从机地址码（0x01～0xFE）;

第 2 字节 83H 或 86H：功能码（83H 表示读取指令报错，86H 表示写入指令报错）；

第 3 字节：参考错误信息码表；

第 4、5 字节：从字节 1 到字节 3 的 CRC16 校验码。

错误信息码表
信息码 备注

01H 非法的功能码

02H 非法的数据地址

03H 非法的数据值

04H CRC16 校验错误

05H 接收正确

06H 接收错误

07H 参数错误

3.6 寄存器定义表

寄存器地址 功能 读/写 备注

0x0000 水深瞬时值 RO 4 字节浮点数高 2 字节

0x0001 水深瞬时值 RO 4 字节浮点数低 2 字节

… 保留

… 保留

… 保留

0x000A 温度瞬时值 RO 4 字节浮点数高 2字节

0x000B 温度瞬时值 RO 4 字节浮点数低 2字节

0x000C 流速瞬时值 RO 4 字节浮点数高 2字节

0x000D 流速瞬时值 RO 4 字节浮点数低 2字节

… 保留

… 保留

… 保留

0x0020 仪表地址 R/W 0x0100～0xFE00（默认地址：01）

0x0021 波特率 R/W 0x0000(默认波特率：9600bps)

… 保留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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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例程

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

指令 发送 接收 注释

读
指
令

01 03 00 00 00 02 C4 0B 01 03 04 3F 33 33 33 52 CD 读取水深
值:0.70 米

01 03 00 0A 00 02 E4 09 01 03 04 41 D4 00 00 AE 37 读取温度值：
26.5℃

01 03 00 0C 00 02 04 08 01 03 04 3E 80 00 00 F6 33 读取流速值：
0.25m/s

01 03 00 20 00 01 85 C0 01 03 02 01 00 B9 D4 读取仪表地址为
01

01 03 00 21 00 01 D4 00 01 03 02 00 00 B8 44 读取波特率为
9600

写指令 01 06 00 20 05 00 8B 50 01 06 00 20 05 00 8B 50 修改仪表地址为
05

01 06 00 21 05 00 DA 90 01 06 00 21 05 00 DA 90 修改波特率为
19200

错误
指令

01 06 00 18 00 00 09 CD 01 86 02 C3 A1 02 表示错误信息
码：非法数据地

址

3.8 寄存器说明

3.8.1 水深瞬时值（REG_ADDR：0000H、0001H）

水深瞬时值用 4个字节单精度浮点数表示。单位：m。

3.8.2 温度瞬时值（REG_ADDR：000AH、000BH）

水深瞬时值用 4个字节单精度浮点数表示。单位：℃。

3.8.3 流速瞬时值（REG_ADDR：000CH、000DH）

流速瞬时值水深瞬时值用 4 个字节单精度浮点数表示。单位：m/s。

3.8.4 仪表地址（REG_ADDR：0021H）

从机地址：0x0001～0x00FE，出厂默认地址：01。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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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波特率（REG_ADDR：0021H）

默认串口波特率：9600bps。

寄存器值 波特率

0x0000 9600

0x0001 1200

0x0002 2400

0x0003 4800

0x0004 9600

0x0005 19200

0x0006 38400

0x0007 57600

0x0008 115200

0x0009 128000

0x000A 256000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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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调试说明

所需工具：12V 电源、USB 转 485 串口线、笔记本电脑（安装好串口线驱动）及串口调试

助手。

请根据本说明书（第一部分：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第 2 章 2.2 电气接线）要求，

接好传感器的电源线与信号线。

4.1 厂家调试

（1） 打开厂家配套调试软件-多普勒流速仪测试和参数校准.exe，右上角“升级固件”

右侧的图标显示绿灯则表示笔记本电脑与传感器通讯正常，否则请检查笔记本

电脑驱动、电源线、信号线等情况；

（2） 点击读取参数；

正常情况下无需客户修改传感器内部的参数，如果需要修改，请联系厂家。

主要参数说明：

水深系数，主要用于调整压力线性曲线 Y=aX+b，如果空气中存在压力值，可适当

修改水深系数 b；

流速系数，主要用于调整流速线性曲线 Y=aX+b，传感器正对水流方向是，流速系

数 a为 1，如果背对水流方向且需要输出正流速时，可将系数 a 值改为-1，流

速系数 b可用于校准空气中的微小流速误差。

其他参数，为内部系统参数，非厂家指定不予修改。

（3） 点击“保存参数”，再点击一次“读取参数”，如果显示数据与欲修改数据一致，

代表数据保存成功！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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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速仪主板调试及测试的默认技术参数不允许用户私自修改。

4.2 用户调试

需要用户根据 RS485-ModBus 协议测试传感器数据，只能对应读取或修改协议中的可读/

可写寄存器，例如，读取水位、流速、温度；修改仪表地址等参数。

读取水位值案例，其他操作请参考本说

明书第一部分---第 3 章---协议说明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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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

第一章 概述

1.1 测量原理

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是主机通过 RS485 采集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的流速、水位
和温度，并根据现场的实情输入各种渠道参数，利用渠道参数和采集的水位 H（m）

计算出过水面积 S(㎡)，过水面积与流速 V(m/s)相乘法计算出瞬时流量（� = � ∗ �），
流量乘以累积时间计算出累积流量。

由此可知：Q = V ∗ S

瞬时流量*时间差=累计流量

1.2 技术参数

表 1-2 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技术参数

电源 供电范围：10.8VDC～26.4VDC；

RS485 12V 功耗：88mA±1mA（约 1.06W）

RS485 24V 功耗：52mA±1mA（约 1.25W）

RS485+4～20mA 12V 功耗：110 mA±1mA（约 1.32W）

RS485+4～20mA 24V 功耗：24V 供电不带毫安输出

输出特性 RS485/ModBus 标准协议；4～20mA（出厂默认不带）

测量性能 流量范围：1 升/秒～99999.99 立方米/小时；

水深量程：0.02～3m，0.02～10m（订货前请确认最大水深）；

显示界面 1：水位、瞬时流量、累计流量；

显示界面 2：水位、流速、截面积、温度；

流量分辨率：0.0001L/s。

物理性能 分体壳材质：ABS，传感器材质：POM；

传感器防护等级：IP68；

变送器防护等级： IP65；

与传感器间线缆：4 芯带屏蔽内含导气管电缆，出厂默认长度 10 米，线径

8mm（其他线长需定制）。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0～60℃（非结冰状态）；

贮存温度：-20～80℃；

备注：本技术参数只体现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流量计算仪）中的

相关参数，如需了解传感器请查看表 1-1 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技术参数。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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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外观尺寸

1.3.1 产品实物图

传感器实物图（含所有配件）

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主机）实物图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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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结构尺寸图

不带安装固定配件的尺寸为宽度×高度×厚度=200×215×90mm。

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主机）尺寸图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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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装指导

2.1 装配示意图

出厂配件中有四个固定片，请如图所示，固定好之后可安装于仪表箱或者木板上。

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出厂配件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1 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主机 1

2 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传感器

（内含传感器出厂配件）

1

3 安装底板 1

4 平头机械螺丝 M6*16 4

5 卡箍 2

6 新分体安装垫片 4

7 十字圆头自攻螺丝 M4*12 4

8 十字平头自攻螺丝 M4*25 4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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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气接线

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与主机连接图

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主机接线标识图

红 绿 黄 白透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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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简易设置说明

3.1 基本参数设置

以上为矩形渠道的例子，

如为其他渠道类型，请根据菜

单项内容修改。

返回一级菜单

按↑、↓键找到“6其

他参数”

按↓键找到“3 高”，

↑、↓键设置渠道的高

度，结束设置，退出

主界面

按↑、↓键找到“5渠

道类型”

找到对应渠道，例如“2

矩形管道”

按↓键找到“2 宽”，

↑、↓键设置渠道的宽

度

找到“1 工作状态”，

SET 键选择“开启”

按↑、↓键找到“7 偏

移量”

找到“0 结束设置”，退到

主界面，设置完成

设置传感器安装位置

距离水底的高度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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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4～20mA 设置

3.3 累计流量设置

按↑、↓键找到“1

参数锁定”

找到“ 2 全局锁

定”，可随意设置

一个密码

找到“0 结束设置”，退到主

界面，设置完成！

输入厂家指定解锁

密码（需联系厂家）

找到“6 其他参数”中的

“3 累加流量”设置需要

的初始值

主界面 返回到“1 参数锁

定”菜单

主界面

按↑、↓键找到“6 其

他参数”

找到“1 20mA 流量值”设置

为堰槽对应的最大流量

找到“2 4mA 流量值”设置为

堰槽最小流量，一般设为 0

找到“0 结束设置”，退到主界面，

设置完成！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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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流量单位修改

修改流量单位 修改累加量单位

按↑、↓键找到“6

其他参数”

找到“5 流量单

位”

找到“0 结束设置”，退到

主界面，设置完成！

流量单位有：m³/h、m

³/s、L/s 可选

主界面

找到“8 累加量单

位”

流量单位有：立方米和

升可选

找到“0 结束设置”，退到

主界面，设置完成！

主界面

按↑、↓键找到“6

其他参数”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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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菜单说明

在运行模式界面按 Set 键 3 秒钟后，进入一级菜单界面：

参数没有被锁定的一级菜单界面：

4.1 参数锁定

1.“0 结束设置”：当选择此项时，按 Set 键将退回到运行模式界面。
2.“1 不锁定”：菜单不锁定，允许别人改动。
3.“2 全局锁定”：菜单上锁，当你的参数设置好，不希望别人随意改动，把
菜单上锁，这样就要输入密码才能解锁进行菜单操作。本流量计的初始密码为
25，用户可以修改初始密码任意设置自己的密码（特别提醒请记住自己设置的
密码，如若忘记应与厂家联系）。

★当参数未被锁定时，按 Set 键进入参数锁定的设置界面：
不锁定：不锁定，那将所有的菜单都可以随意修改。
全局锁定：全局锁定后，必须输入密码才能修改。

★当参数被锁定时，按 Set 键进入参数锁定的解锁界面：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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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报警设置

1.瞬时流量报警模式：设置瞬时流量是否要设置报警值，分为三种状态：
“关闭”：就是不设置报警。
“高位告警”：如果设置报警值是 100 立方米/小时，就是瞬时流量超过 100 立方
米/小时开始报警。
“低位告警”：如果设置报警值是 100 立方米/小时，就是瞬时流量低于 100 立方
米/小时开始报警。

2.瞬时流量报警值：就是设定瞬时流量到多少立方米/小时，开始报警。

3.瞬时流量报警回差：为了避免瞬时流量波动而引起的继电器频繁启动和停止，需
要设定一个波动幅度来避免这个情况的出现。

4.累计流量比例输出

5. 预先设定累计流量：如果设定累计流量是 2500 立方米，那么累计流量慢慢加起
来达到 2500 立方米的时候，继电器开始动作。继电器闭合 5 秒后自动断开，每累
加 2500 立方米闭合一次。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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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参数校正

参数校正菜单是在输出的电流值跟计算出来的电流值不同的时候，才需要修
改。首先将仪表断电，然后把万用表打到 20mA 档，万用表正极接到流量计“mA1+”
端子上，负极接到“mA1+”右边的“GND”端子上，然后给仪表通电。通电 1分钟
以后再测量电流。

1. 4mA 校正：
提示：因为普通万用表有偏差，所以测量的时候，如果是有±0.01-0.02mA 的差别，
可以忽略不计。

进入 4mA 校正菜单，会有一个出厂设置的数，假设是“3100”。这个时候，先
按增加键增加一个数字（比如 3101），这个时候万用表上显示的是目前输出的电
流值。

如果万用表显示电流低于 4mA，可以用增加数值的方法增大输出电流，直到万
用表上显示 4mA。这个时候可以退出 4mA 校正进入 20mA 校正菜单。

如果万用表显示电流高于 4mA，可以用减少数值的方法减小输出电流，直到万
用表上显示 4mA。这个时候可以退出 4mA 校正进入 20mA 校正菜单。

2. 20mA 校正：
进入 20A 校正菜单，会有一个出厂设置的数，假设是“7200”。这个时候，先

按增加键增加一个数字（比如 7201），这个时候万用表上显示的是目前输出的电
流值。

如果万用表显示电流低于 20mA，可以用增加数值的方法增大输出电流，直到
万用表上显示 20mA。这个时候可以退出 20mA 校正进入 20mA 校正菜单。

如果万用表显示电流高于 20mA，可以用减少数值的方法减小输出电流，直到
万用表上显示 20mA。这个时候可以退出 20mA 校正菜单。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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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通信设置

1. 通信地址：默认是 1，可以设置为 1～255 中任意一个数字。

2. 波特率：默认是 9600，可以有 4800、9600、19200 三种可选择。

4.5 渠道类型

以下渠道类型必须在“工作状态”中设置为“启动”才能够使对应类型的渠
道计算流量。下面所有单位都是米。

1.方形管道：需要输入渠道边长。
2.矩形管道：需要输入渠道的宽度和高度。
3.梯形管道：需要输入渠道的上底边长度、下底边长度、梯形渠道的高度。
4.圆形管道：需要输入直径。
5.椭圆形管道：需要输入长半径和短半径。
6.河道：需要输入河道总宽度，河道底宽，河道中心高，传感器个数。河道总
宽度为河道最高水位时河道的最大水面宽度；河道底宽为最低水位时河底的宽
度；河道中心高为河道中心点最深位置的水深；传感器个数为与主机配套的超
声波流速仪传感器数量。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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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其他参数

1.20mA 流量值：是 4-20mA 输出时，20mA 对应的每小时多少立方米。

2.4mA 流量值：是 4-20mA 输出时，4mA 对应的每小时多少立方米，默认为 0.00 立
方米/小时。

3.累加水量：就是累计水量计算的时候是从 0t/h 开始累加，还是从指定的某个数
值开始累加，比如：设定为 100t/h，就是从 100t/h 开始累加。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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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量清零：默认是“否”，如果选择“是”，就是把当前的累计流量清零，从 0
开始累加。

5.流量单位：有 m³/h、m³/s，l/s 三种。

6.界面切换：如果选择“是”就切换到下一种界面。选择“否”就是不切换。界面
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显示“水位、流量、累加水量”，第二种是显示“流速、截面
积”。

快捷方式：在开始画面，同时按下向上键和向下键来切换这两个显示界面。

7.偏移量：如果测量出来的水位比实际高 10 厘米，这里就要改为-0.10m。如果测
量出来的水位比实际低 3厘米，这里就要改为 0.03m。

如果设定的偏移量是 10 厘米，只有测量到的实际水位有 1厘米或者更大的时
候，系统才会自动叠加这个偏移量。

8.累加量单位：就是累计水量是以立方米为单位还是以升为单位。

9.外接液位计：可以外接超声波水位计或者雷达水位计来测量水位高低。

10. 小信号切除：为了避免小流速对测量的影响，可以设定一个最低流速，比如：
0.05m/秒，那么流速在 0.05m/秒及以下流速，不计算流量。在闸门上游测量时经
常会遇到这个问题，或者是有回流的场合。

11. 流量系数：为补偿现场工况造成的误差，在系统中可设置流量系数。出厂默认：
1。举例：现场实际流量 120m³/H的流量，仪表测试流量 100m³/H，则系数可校正
为 1.2。

4.7 复位选择

在使用这个选项前，请先记录下原先设定的参数。进行复位之后，原来设定的
参数全部无效，需要重新设定过。

出厂复位：是: 恢复到刚出厂设置的状态。否: 退出。出厂设置默认为否。
系统复位：是：恢复系统设置。否：退出。出厂设置默认为否。(此项请不要修改，
是厂家设置用)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第二部分：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

- 30 -

第五章 通讯说明

5.1 串口参数

（1） 硬件采用 RS485，主从式半双工通讯，主机呼叫从机地址，从机应答方
式通讯。

（2） 数据帧 10 位，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
（3） 波特率：4800 、 9600 、19200（默认为 9600）。

5.2 读单个寄存器

功能码：03H

主机发送

1 2 3 4 5 6 7 8

ADDR 03H
起始寄
存器高
字节

起始寄存
器低字节

寄存器数
量高字节

寄存器数
量低字节

CRC 码
低字节

CRC 码
高字节

第 1字节 ADDR：从机地址码（0x01～0xFE）;
第 2 字节 03H：功能码；
第 3、4字节：要读的寄存器地址；
第 5、6字节：要读的寄存器数量，读单个寄存器为 0x0001；
第 7、8字节：从字节 1到字节 6的 CRC16 校验码。

从机接收

1 2 3 4 5 6 7

ADDR 03H 字节总数
数据高字

节
数据低字

节
CRC 码低
字节

CRC 码高
字节

第 1字节 ADDR：从机地址码（0x01～0xFE）；
第 2字节 03H：功能码；
第 3字节：接收到的数据字节总数，如果读取单个寄存器，则字节总数为 02；
第 4、5字节：寄存器数据，每个数据占 2个字节；
第 6、7字节：从字节 1到字节 5的 CRC16 校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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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读多个寄存器

功能码：03H

主机发送

1 2 3 4 5 6 7 8

ADDR 03H
起始寄
存器高
字节

起始寄存
器低字节

寄存器数
量高字节

寄存器数
量低字节

CRC 码
低字节

CRC 码
高字节

参考读取单个寄存器的方式，同时读取距离、温度时，寄存器数量则为 0x0002；

从机接收

1 2 3 4、5 … N-1、N N+1 N+2

ADDR 03H
字节
总数

数据1
高字
节

数据1
低字
节

… 数据 N
高字节

数据
N低
字节

CRC 码
低字节

CRC 码
高字节

参考读取单个寄存器的方式，数据 1为读取的起始寄存器数值，每个数据占 2个字
节，根据用户所读取的寄存器数量即返回多少个数据。

5.4 写单个寄存器

功能码：06H

主机发送

1 2 3 4 5 6 7 8

ADDR 06H
寄存器
地址高
字节

寄存器
地址低
字节

数据高
字节

数据低
字节

CRC 码
低字节

CRC 码
高字节

第 1字节 ADDR：从机地址码（0x01～0xFE）;
第 2 字节 06H：功能码；
第 3、4字节：所写的寄存器地址；
第 5、6字节：寄存器地址所对应的寄存器数据；
第 7、8字节：从字节 1到字节 6的 CRC16 校验码。

从机接收

1 2 3 4 5 6 7 8

ADDR 06H
寄存器
高字节

寄存器
低字节

数据高
字节

数据低
字节

CRC 码
低字节

CRC 码
高字节

第 1字节 ADDR：从机地址码（0x01～0xFE）;
第 2 字节 06H：功能码；
第 3、4字节：所写的寄存器地址；
第 5、6字节：寄存器地址所对应的寄存器数据；
第 7、8字节：从字节 1到字节 6的 CRC16 校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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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写多个寄存器

功能码：10H

1 2 3 4 5 6 7 8、9
10、
11

N、
N+1

N+2 N+3

ADDR 10H

起始
寄存
器地
址高
字节

起始
寄存
器地
址低
字节

数据
数量
高字
节

数据
数量
低字
节

数据
字节
总数

寄存
器数
据 1

寄存
器数
据 2

寄存
器数
据 M

CRC
码低
字节

CRC
码高
字节

第 1字节 ADDR：从机地址码（0x01～0xFE）;
第 2 字节 10H：功能码；
第 3、4字节：所写的寄存器地址；
第 5、6字节：寄存器地址所对应的寄存器数据；
第 7字节：所写寄存器数据数量的总字节数；
第 8、9字节：寄存器数据 1；
第 10、11 字节：寄存器数据 2；
第 N、N+1 字节：寄存器数据 M；
第 N+2、N+3：从字节 1到字节 N+1 的 CRC16 校验码。

从机接收

1 2 3 4 5 6 7 8

ADDR 10H

起始寄
存器地
址高字
节

起始寄
存器地
址低字
节

数据数
量高字
节

数据数
量低字
节

CRC 码
低字节

CRC 码
高字节

第 1字节 ADDR：从机地址码（0x01～0xFE）;
第 2 字节 10H：功能码；
第 3、4字节：所写的寄存器地址；
第 5、6字节：寄存器地址所对应的寄存器数量；
第 7、8字节：从字节 1到字节 6的 CRC16 校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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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错误码

1 2 3 4 5

ADDR 功能码 错误信息码 CRC 码低字节 CRC 码高字节

第 1 字节 ADDR：从机地址码（0x01～0xFE）;

第 2 字节 83H 或 86H 或 90H：功能码（83H 表示读取指令报错，86H 表示写入指令报错，

90H 表示写入多个寄存器指令报错）；

第 3 字节：参考错误信息码表；

第 4、5 字节：从字节 1 到字节 3 的 CRC16 校验码。

错误信息码表
信息码 备注

01H 非法的功能码

02H 非法的数据地址

03H 非法的数据值

04H CRC16 校验错误

05H 接收正确

06H 接收错误

07H 参数错误

5.7 寄存器定义表

寄存器地
址

内容说明 只读 寄存器
地址

内容说明 只读

0000 水深瞬时值(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 0001 水深瞬时值(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

0002 瞬时流量值(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 0003 瞬时流量值(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

0004 累积流量值整数部分(4字节长整型高2字节) √ 0005 累积流量值整数部分(4字节长整型低2字节) √

0006 累积流量值小数部分(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 0007 累积流量值小数部分(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

0008 模拟输出瞬时值(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 0009 模拟输出瞬时值(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

000A 温度瞬时值(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 000B 温度瞬时值(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

000C 流速瞬时值(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 000D 流速瞬时值(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

000E 供电电压(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 000F 供电电压(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

0012 保留 0013 保留

0014 保留 0015 保留

0016 保留 0017 保留

0018 保留 0019 保留

001A 保留 001B 保留

001C 保留 001D 保留

001E 保留 001F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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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保留 0021 保留

0022 瞬时流量报警值(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23 瞬时流量报警值(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24 瞬时流量报警值回差值(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25 瞬时流量报警值回差值(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26 预先设定累计流量(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27 预先设定累计流量(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28 方形管道边长(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29 方形管道边长(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2A 矩形管道宽(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2B 矩形管道宽(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2C 矩形管道高(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2D 矩形管道高(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2E 梯形管道上底边长(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2F 梯形管道上底边长(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30 梯形管道下底边长(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31 梯形管道下底边长(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32 梯形管道梯形高(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33 梯形管道梯形高(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34 圆形管道圆半径(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35 圆形管道圆半径(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36 椭圆形管道长半径(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37 椭圆形管道长半径(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38 椭圆形管道短半径(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39 椭圆形管道短半径(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3A 河道总宽度(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3B 河道总宽度(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3C 河道底宽 (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3D 河道底宽(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3E 河道中心高(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3F 河道中心高(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40 20mA瞬时流量值(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41 20mA瞬时流量值(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42 4mA瞬时流量值(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43 4mA瞬时流量值(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44 累加水量整数部分(4字节长整型高2字节) 0045 累加水量整数部分(4字节长整型低2字节)

0046 累加水量小数部分(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47 累加水量小数部分(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48 偏移量（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49 偏移量（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4A 小信号切除（4字节浮点数高2字节) 004B 小信号切除（4字节浮点数低2字节)

004C 004D

004E 004F

0050 保留 0051 保留

0052 保留 0053 保留

0054 保留 0055 保留

0056 保留 0057 保留

0058 保留 0059 保留

005A 保留 005B 保留

005C 瞬时流量报警模式 累计流量比例输出 005D 渠道类型 波特率

005E 水量清零 流量单位 005F 外接液位计 传感器个数

0060 界面切换 累加量单位 0061 出厂复位 系统复位

0062 0063

0064 0065

0066 0067 保留

0068 保留 0069 保留

006A 保留 006B 保留 仪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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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例程

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

指令 发送 接收 注释

读
指
令

01 03 00 00 00 02 C4 0B 01 03 04 3F 33 33 33 52 CD 读取水深
值:0.70 m

01 03 00 02 00 02 65 CB 01 03 04 43 B4 05 C2 2D 50 读取瞬时流量
360.4 m³/h

01 03 00 0C 00 02 04 08 01 03 04 3F 00 00 00 F6 27 读取流速值：
0.5 m/s

01 03 00 5C 00 01 44 18 01 03 02 00 00 B8 44

读取两个寄存器
5C 和 5D

瞬时流量报警模
式：关闭

累计流量比例输
出：关闭

01 03 00 6B 00 01 F5 D6 01 03 02 00 01 79 84 读取仪表地址：
01

写指
令

01 06 00 5E 01 02 68 49 01 06 00 5E 01 02 68 49
水量清零：是
流量单位：m³/s

01 10 00 34 00 02 04 3F
4C CC CD A8 1E

01 10 00 34 00 02 00 06
写入圆半径：
0.8m

01 06 00 6B 00 05 38 15 01 06 00 6B 00 05 38 15 写入仪表地址：
05

错误
指令

01 06 00 18 00 00 09 CD 01 86 02 C3 A1 02表示错误信息
码：非法数据地

址

综合指令： 01 03 00 00 00 0E C4 0E
返回指令： 01 03 1C 3E 4C D3 5A 00 00 00 00 00 00 01 40 3D 9F 50 80 40 80
00 00 41 EE 66 66 00 00 00 00 0B D2
01 地址
03 功能码 读
1C 字节总数
3E 4C D3 5A 水深值 单位:m
00 00 00 00 瞬时流量瞬时值
00 00 01 40 累计流量整数部分
3D 9F 50 80 累计流量小数部分
40 80 00 00 模拟量输出瞬时值
41 EE 66 66 温度瞬时值 单位:℃
00 00 00 00 流速瞬时值 单位:m/s
0B D2 校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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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寄存器说明

寄存器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瞬时流量报
警模式

关闭
低位报
警

高位报
警

累计流量比
例输出

关闭 开启

渠道类型
方形管
道

矩形管
道

梯形管
道

圆形管
道

椭圆形
管道

河
道

波特率 4800 9600 19200

水量清零 否 是

流量单位 m³/h l/s m³/s

外接液位计 关闭 超声波 雷达

传感器个数 1 2 3 4 5 6 7 8 9

界面切换 否 是

累积量单位 M³ L

出厂复位 否 是

系统复位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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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流量计)

（GPRS/NB-IoT 无线版）

第一章 概述

1.1 原理说明

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流量计）（GPRS/NB-IoT 无线版）主要是由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与

GPRS 模块板卡或者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与 GPRS 模块板卡组合的一款产品，由板卡负责数据的

转发。

1.2 技术参数

表 1-3 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流量计）无线版技术参数

电源 供电电压：10.8VDC～13.2VDC

输出模式 2G GPRS 或者 NB-IoT 模式

数据类型 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

水位、流速、温度、供电电压

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

水位、瞬时流量、累积流量

物理特性 防水等级：IP65

材质：ABS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0～60℃（非结冰状态）

贮存温度：-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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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实物图

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GPRS 无线版本）

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GPRS 无线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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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DTU 调试说明

2.1 调试工具

十字螺丝刀、手机数据线（安卓线）、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要确保能安装数据线驱动，

如果无法安装驱动的数据线一般只具备充电功能。

2.2 操作流程

（1）撕开主机盒蓝色面膜的 4 个角，用螺丝刀旋开 4 个 M3 的螺丝，即可将整个面板翻开。

注意：面膜可不用撕毁，等调试完毕后再贴回去即可（也可下单时提醒出厂不用贴）

（2）插入 SIM 卡，如果使用 GPRS 通讯方式，仅支持移动跟联通；使用 NB-IoT 时，可用

电信或者移动。使用 GPRS 时，建议使用移动，部分城市联通 2G GPRS 已经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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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插入 USB 串口线（正规的安卓手机数据线即可），另一端接入到电脑 USB 口。

2.3 配置流程

（1） 上电后，检查左上角绿灯是否亮起，否则检查电源线路或者 USB 线；

（2） 点击“读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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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到的参数为厂家出厂配置好的参数。

（3） 修改参数；

模式修改：可根据用户使用方式进行模式选择，可配置为“使用 GPRS 模式”或“使用 NB-IoT

模式”，需与 SIM 卡匹配。

分别设置采集频率及上传频率，设置时间越短，所耗用的数据流量越大（经验结果，30M/

月的流量如果设置为 180 秒，只能用到 20 天左右），当然这个时间不能无限制的减短，因为

连接基站需要时间，如果当地网络较差，耗费寻找基站的时间相对较长，如果设置时间太短，

会出现连接失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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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写入参数；

修改完参数之后，点击“写入参数”，再点击“读取参数”，确保数据保存成功~

（5） 跟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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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U 发送数据包给服务器（TCP），服务器收到 RTU 的数据之后返回一个响应帧，如

果没有返回则表示服务器没有收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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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服务器购买说明

1、购买网址：https://ecs-buy.aliyun.com/#/prepay

搜索引擎：阿里云官网 ；

2、用手机注册一个阿里云账号 ；

3、进入阿里云官网进行实名认证（绑定支付宝）；

4、进入 管理控制台-云服务 ECS-实例，然后选择创建实例 ；

5、按照所需配置选择对应服务器即可！（以上仅举例阿里云服务器，用户也可以自己选择自

己中意的服务器。）

备注：

对服务器配置要求不是很高，如果搭建的仪表数据较多时可适当增加网络带宽，如果需要

存放大量数据，需要增加系统盘内存。

成功购买服务器后，请联系我司技术支持，将服务器的登录信息发给技术，技术搭建好后

台之后即可查询仪表数据。

第四章 数据查询

方式 1：可通过远程登陆服务器查询数据

点击“运行”，输入“mstsc”，输入服务器 IP 及用户名：Administrator，密码（购买

服务时所设置的登陆密码）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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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2：

可用网址查询方式查询数据 http://121.196.216.129/abll.html，只需把 IP 换成自己的

就可访问，如果无法访问数据，表示服务器也无法收到 RTU 数据，此网址只适用于本司自主开

发的接收平台。

第五章 协议说明

此协议为 GPRS 板卡（DTU）与服务器应用程序的通讯协议，用于客户购买我司 DTU 板卡，

但是用户自我开发服务器应用程序（接收平台）时所需的协议。在此不公开提供，如有需要请

联系我司售后。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121.196.216.129/ab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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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附录（现场案例选点和支架）

第一章 基本要求

1.1 选点前提

安装前的选点及支架的设计，对于产品的使用及后期维护都是相当重要的，而且很大程度

的影响了设备的测量精度，所以在选点及设计支架时最好做好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的前提是了解用户的用途，用于农田灌溉、雨汛、生态测流亦或者地下管网流量

监测等。比如，农田灌溉、雨汛，正常不会去实时监测设备数据，只有某些时刻需要数据时，

才会起到作用，而此时，选择安装位置时，可以适当提高安装位置。但是，有些现场，例如，

生态测流、地下管网流量监测，需要实时监控流量的变化时，就需要最低水位的要求。因为超

声波多普勒流速仪为接触式测量，在没有达到水位要求（至少保证探头距离水面 15cm 以上）

的情况下，是无法达到设备性能指标的。

所谓的选点就是选择合适的安装位置，要保证选择的所在流域不存在涡流、回流、紊流等

情况。要达到高精度的测量，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前 10 后 5。

所谓的前 10 后 5 原则就是，安装位置的上游渠道长度为 10 倍渠道宽度的直渠道，而下游

为 5 倍的直渠道。当然，水流流速相对较小且河道较宽时，可按照前 5后 3的原则进行设计。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第四部分：附录（现场案例）

- 47 -

第二章 选点要求

2.1 安装地点的选择

选择水流平稳处测量，水流不平稳的地方，多数情况下是紊流，紊流条件下测
量到的流速是跳动的，不稳定，误差会很大。即使在传感器安装位置的上游达到了
有渠道宽度 10 倍的直渠道的要求，但是水流还是不平稳，需要加大对上游直渠道
段的要求。

选择流速平稳的渠道段装

上游直渠道在满足 10 倍的渠道宽度的基础上，长度越长越好，越长水流就越
平稳，流速测量就越接近实际流速。并且这一段不能有任何阻挡水流的物体，比如：
闸门、挡水坝等水工建筑物，保证传感器前端水流流态平稳无紊流。

上游直渠道的长度越长越好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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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一条矩形渠道的宽度是 2 米，那么传感器安装地点的上游和下游的
直渠道分别要有多少米长度呢？

如果在平常的渠道内，上游要有 20 米，下游要有 10 米直渠道。

宽度 2 米渠道的上游和下游直渠道要求

有些现场因为实际渠道条件限制，造成安装地点上游达不到 10 倍的直渠道，
下游达不到 5倍的直渠道。最少要求是上游 5倍的直渠道，下游 3倍的直渠道，但
是出现的问题是测量误差就加大了，这个误差具体有多少，跟现场工况有关，每个
现场都不一样。

例如下图：因为在山区，都是弯道，达不到标准的上游直渠道要求，在这个点
安装实际流速是 0.90～0.95 米/秒，测量出来的值是 0.65～0.80 米/秒。

山区里弯曲的河道流量计

●举例：一条梯形渠道的上底边宽度是 5 米，下底边宽度是 2 米，高度是 2
米，那么渠道宽度应该怎么算？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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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形渠道宽度如何确定

按照汛期最高水位的宽度作为渠道的宽度，如果汛期水位超过梯形渠道最高
处，那么以梯形渠道的上底边宽度为标准。

如果汛期最高水位宽度是 4米，在安装地点上游要有 40 米的直渠道，下游要
有 20 米的直渠道。

梯形渠道上游和下游直渠道长度

2.2 在闸门或者水泵下游安装的要求

如果安装在闸门下游，特别要注意观察水面情况，是否平稳。
如果传感器安装地点离开闸门的距离已经有 30 倍的渠道宽度，但是水面还是

不平稳，那就需要加大传感器距离闸门的距离，只到水流平稳为止。
由于闸门往下一定距离内，一般都有钢筋混凝土做的渠道，比较规整，很多

现场为了安装方便，就选择离闸门下游比较近的距离来安装，这种地方一般水流湍
急，都是乱流，测量出来的数据跟实际流速相差很大。这种位置，不适合安装。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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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安装点-在靠近闸门出口处安装

如果安装在闸门下游(最少要 30 倍以上的直渠道)，特别要注意观察水面情况，
是否平稳。

在闸门下游安装对直渠道长度要求

如果传感器安装地点离开闸门的距离已经有 30 倍的渠道宽度，但是水面还是
不平稳，那就需要加大传感器距离闸门的距离，直到水流平稳为止。这个距离没有
限制，可能是 60 倍的渠道宽度，80 倍的渠道宽度，直到水流平稳为止。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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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门现场水流情况

下图就是实际安装位置，是离开闸门 50 倍渠道宽度的位置水流才平稳，在下
图中红色圆圈位置安装。

闸门现场安装在下游 50 倍渠道宽度的位置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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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挡水坝上游安装的要求

在挡水坝上游安装

在挡水坝上游安装流速仪，由于挡水坝的阻流作用，使得低于挡水坝的水
流会出现流动缓慢的情况，具体分层流速如下：

挡水坝上游水流分层情况

在这种条件下：
1. 在保证水流动的情况下，流速仪顶部有 5 厘米以上的水位，流速仪不

能靠近河底安装。
2. 离开挡水坝的水平距离，要是挡水坝高度的 30 倍距离。

离开挡水坝高度 30 倍水平距离安装

3. 因为底层水流速缓慢，安装的时候要安装在挡水坝顶部 5-10 厘米处。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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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靠近挡水坝顶部的位置

2.4 安装高度的选择

在河流、渠道上测量，对于常规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来说，只要最低水位超
过传感器以上 5厘米，就可以测量。如果实际水位比较低，可以咨询厂家技术人员，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低水位的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

测量水位的传感器标配的耐压是 100Kpa，也就是 10 米水深。如果需要更大耐
压需要订货前说明，最大可以做到耐压 1000KPa，也就是 100 米水深。

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适用于固体含量不大于 20kg/m³的水质。
首先要确定最低水位，最低水位要比传感器顶部高 5厘米。
传感器应尽量安装于靠近渠底，如果渠底有很多沉淀物、淤泥、水草或者有

石头会滚动，可以抬高安装位置，避免被沉积物与水草覆盖探头，或者被石头冲击
探头。

探头距渠底的理想高度为 100mm—250mm，具体要根据渠道的最低水位确定。

传感器顶部以上要有 5厘米的水位

当渠道水位比较高，同时最低水位也比较高，为了安装方便可以将探头安装于
最低水位以下 0.6 倍处即可。

●举例：最低水位是 1.00 米，那么可以安装在从渠道底部往上 0.60 米处。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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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安装在最低水位一半的位置

2.5 水平安装位置的选择

10 米以下宽度的渠道，如果是矩形渠道，是安装在整个渠道宽度的 15-20%处。
为什么安装在这个位置呢？
因为安装在这个位置，最接近在这个高度上整个渠道水平方向上的平均流速。

传感器安装在整个渠道宽度的 15～20%

对于 10 米以下的梯形渠道，传感器安装在斜坡和底边交界处，又叫做“坡脚”
处。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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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安装在梯形渠道的“坡脚”

传感器要正对着水流方向，左右偏差不能超过±3°。

传感器要正对着水流过来的方向

传感器跟水面要平行，上下角度偏差不超过±4°。

传感器要跟水面平行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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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圆形管道内的安装

圆形管道

在圆形管道内，如果有沉积物，把传感器安装在沉积物以上避免沉积物覆盖在
传感器上，对测量造成影响。

有沉积物管道的安装位置

在没有沉积物的管道内安装，可以直接安装在渠道底部。为了防止水流冲击变
动传感器的安装位置，传感器底部有一个基座，专门用来固定在管道上。同时，传
感器可以装在靠近管道的出口，这样既便于安装，又利于维修和更换。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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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沉积物管道的安装位置

管道内安装，只要最低水位超过传感器以上 5厘米，管道内径＞400 毫米就可
以测量。不要求满管，非满管状态下也可以测量。也要选择水流平稳的地方安装，
安装位置的上游要有管道内径 10 倍的直渠道，下游要有管道内径 5倍的直渠道。

要选择水流平稳的地方安装，水流不平稳的地方，测量不稳定，误差会很大。
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数据上下波动大；第二：测量数据比实际偏小；

要考虑管道内沉积物和淤泥的情况，如果有淤泥，传感器要避开淤泥。
对于上游来的垃圾或者漂浮物，要在上游渠道上做格栅来过滤，格栅距离传感

器要有管道内径 10 倍以上距离。
如果里面垃圾、漂浮物多，建议将流速仪背对着水流方向安装(需要在流速仪

内把系数改为-1)，这样可以减少垃圾、漂浮物覆盖到流速仪 2个眼睛上的概率，
减少维护时间。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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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典型安装现场图例

3.1 L 型安装方式

适用现场：适用于水库生态流量监测、污水处理等大流量现场。

设计特点：质地坚固。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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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探入式安装方式

适用现场：水库的引水渠、城市内河，河道的侧壁为坚固的混凝土，可打膨胀螺钉固定。安装

过后，无法停水维护。

支架特点：不锈钢材质，质轻且耐生锈，为圆管低阻力，设计有旋转式滑轨，可将传感器轻松

抬起维护。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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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座安装方式

适用现场：农田灌溉渠、定时排水口等，可停水安装维护，底部为石墩或者坚固的水泥底可用

于固定。不适用存在杂草、石头等影响测量的现场。

支架特点：方便快捷、相对牢固。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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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水渠吊装方式

适用现场：农田灌溉渠、水库引水渠等相对较小、水流较缓且无法下水安装等现场，水中不能

有杂草，以免悬挂。要在最大水流冲击下，支架不会抖动。

支架特点：便于安装拆卸。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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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管道伸入式

适用现场：圆形管道，管道内无法进入且固定，只能通过外部结构件以固定传感器。

支架特点：便于安装拆卸，但是容易悬挂杂物，需要定期清理。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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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下水管道垂入式

适用现场：圆形管道，管径相对较小且管道内无法进入固定，只能通过外部结构件以固定传感

器。

支架特点：垂直伸入，由于管内无法安装，只能悬挂在出水口。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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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贴底固定方式

适用现场：圆形管道，管径相对较大，可进入管内施工。或者一些空旷，可直接固定的渠道。

不适用于渠道底部有淤泥、石块沉积的现场。

支架特点：直接将支架底座固定于管内，不需要再设计支架。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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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自然河道安装方式

现场情况：自然河道的河床一般是不规则且较难固定，而且水流域相对混乱，乱流、涡流、紊

流都有，选点时应避开以上几种情况，并且所涉及支架长度较长，尽量靠近整个河道宽度的

15-20%处安装。

福州大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部分：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
	第一章  概述
	1.1 测量原理
	1.2 技术参数
	1.3 外观尺寸
	1.4 应用环境

	第二章 安装指导
	2.1 安装说明（注意事项）
	2.2 电气接线
	2.3 传感器装配示意图

	第三章  通讯说明
	3.1　串口参数
	3.2　读单个寄存器
	3.3　读多个寄存器
	3.4　写单个寄存器
	3.5　错误码
	3.6　寄存器定义表
	3.7　例程
	3.8　寄存器说明

	第四章  调试说明
	4.1　厂家调试
	4.2　用户调试


	第二部分：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
	第一章  概述
	1.1测量原理
	1.2技术参数
	1.3外观尺寸

	第二章  安装指导
	2.1安装说明
	2.2电气接线

	第三章  简易设置说明
	3.1基本参数设置
	3.2  4～20MA设置
	3.3累计流量清零
	3.4　流量单位修改

	第四章 菜单说明
	4.1 参数锁定
	4.2 报警设置
	4.3 参数校正
	4.4 通信设置
	4.5 渠道类型
	4.6 其他参数
	4.7 复位选择

	第五章  通讯说明
	5.1 串口参数
	5.2 读单个寄存器
	5.3 读多个寄存器
	5.4 写单个寄存器
	5.5 写多个寄存器
	5.6 错误码
	5.7 寄存器定义表
	5.8 例程
	5.9 寄存器说明


	第三部分：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流量计）
	第一章  概述
	1.1 原理说明
	1.2 技术参数
	1.3 实物图

	第二章  DTU调试说明
	2.1 调试工具
	2.2 操作流程
	2.3 配置流程

	第三章  服务器购买说明
	第四章  数据查询
	第五章 协议说明

	第四部分：附录（现场案例选点和支架）
	第一章基本要求
	1.1 选点前提

	第二章  选点要求
	2.1 安装地点的选择
	2.2 在闸门或者水泵下游安装的要求
	2.3 在挡水坝上游安装的要求
	2.4 安装高度的选择
	2.5 水平安装位置的选择
	4.6 圆形管道内的安装

	第三章  典型安装现场图例
	3.1　L型安装方式
	3.2　探入式安装方式
	3.3　基座安装方式
	3.4　水渠吊装方式
	3.5　管道伸入式
	3.6　下水管道垂入式
	3.7　贴底固定方式
	3.8　自然河道安装方式


	前言
	第一部分：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
	第一章  概述
	1.1 测量原理
	1.2 技术参数
	1.3 外观尺寸
	 1.3.1产品实物图
	 1.3.2结构尺寸图

	1.4 应用环境

	第二章 安装指导
	2.1 安装说明（注意事项）
	2.2 电气接线
	2.3 传感器装配示意图

	第三章  通讯说明
	3.1　串口参数
	3.2　读单个寄存器
	3.3　读多个寄存器
	3.4　写单个寄存器
	3.5　错误码
	3.6　寄存器定义表
	3.7　例程
	　　3.8　寄存器说明
	3.8.1　水深瞬时值（REG_ADDR：0000H、0001H）
	3.8.2　温度瞬时值（REG_ADDR：000AH、000BH）
	3.8.3　流速瞬时值（REG_ADDR：000CH、000DH）
	3.8.4　仪表地址（REG_ADDR：0021H）
	3.8.5　波特率（REG_ADDR：0021H）


	第四章  调试说明
	4.1　厂家调试
	4.2　用户调试


	　第二部分：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
	第一章  概述
	1.1测量原理
	1.2技术参数
	1.3外观尺寸
	  1.3.1产品实物图
	    1.3.2结构尺寸图


	第二章  安装指导
	2.1装配示意图
	2.2电气接线

	　第三章  简易设置说明
	3.1基本参数设置
	3.2  4～20mA设置
	　3.3累计流量设置
	3.4　流量单位修改　　　　　　　　　　　　　　　
	　　

	　第四章 菜单说明
	4.1 参数锁定
	4.2 报警设置
	4.3 参数校正
	4.4 通信设置
	4.5 渠道类型
	4.6 其他参数
	4.7 复位选择

	第五章  通讯说明
	5.1 串口参数
	5.2 读单个寄存器
	5.3 读多个寄存器
	5.4 写单个寄存器
	5.5 写多个寄存器
	5.6 错误码
	5.7 寄存器定义表
	5.8 例程
	5.9 寄存器说明


	第三部分：超声波多普勒流速仪（流量计)（GPRS/NB-IoT无线版）
	第一章  概述
	1.1 原理说明
	1.2 技术参数
	1.3 实物图

	第二章  DTU调试说明
	2.1 调试工具
	2.2 操作流程
	2.3 配置流程

	第三章  服务器购买说明
	第四章  数据查询
	第五章 协议说明

	第四部分：附录（现场案例选点和支架）
	第一章基本要求
	1.1 选点前提

	第二章  选点要求
	2.1 安装地点的选择 
	2.2 在闸门或者水泵下游安装的要求  
	2.3 在挡水坝上游安装的要求 
	2.4 安装高度的选择 
	2.5 水平安装位置的选择 
	4.6 圆形管道内的安装 

	第三章  典型安装现场图例
	3.1　L型安装方式
	3.2　探入式安装方式
	3.3　基座安装方式
	3.4　水渠吊装方式
	3.5　管道伸入式
	3.6　下水管道垂入式
	3.7　贴底固定方式
	3.8　自然河道安装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