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510+系列多声路超声波时差流量计
ACCUSONIC 8510+系列超声波流量计可提供精确、可靠的流量测量, 适用于满
管、非满管、渠道、涵洞及河道等。8510+系列单台流量计主机可提供10条测量
声路, 即便在非常严苛的现场流体工况下, 依然能够保证良好的测量性能。此
外，8510+系列流量计还可以同时测量5条独立的管道/渠道。

典型应用领域 
• 水力发电, 抽水蓄能

• 引水调水, 水资源配置

• 热电, 核电, 原水净化水厂

• 污水处理厂, 污水收集管网以及合流制溢流(CSOs)

• 灌溉及水文

系统特点
适用广: 适用于管道/渠道, 适用范围可从200mm管径到180m河宽, 这种广适用
性可帮助用户只采用一种流量测量技术就可以应用于多种工况, 并可使用统一
平台进行运行维护。

精度高: 8510+系列多声路超声波时差流量计可实现满管测量精度±0.5%, 非满
管及渠道测量精度±1%, 即便面临严苛的现场工况, 依然可实现上述精度。目前
多声路超声波时差测量技术是公认的大口径严苛工况下的最为适合的流量测
量技术。

性价比高: 8510+系列多声路超声波时差流量计可同时测量多达5条单独的管道
和/或渠道, 从而显著降低测量成本。8510+流量计凭借其优异的性能以及较低
的维护成本, 与其他类型流量测量技术相比, 无疑会给用户带来更大的价值。

8510+ 系列超声波流量计

ACCUSONIC, 是ADS公司
品牌之一, 专注于研发制
造高性能多声路超声波时
差流量测量系统, 该系统
以高精度, 高稳定性, 高适
应性而著称。

ACCUSONIC超声波流量
计典型应用工况包括水电
站, 热电厂, 原水及污水处
理厂, 污水收集管网, 以及
引水调水, 水资源配置工
程等。

自1967年开始, 
ACCUSONIC已经在全球
安装了数千套超声波流量
测量系统, 并提供全方位
的服务, 包括现场安装, 试
运行, 系统标定, 水轮机组
性能评定, 以及现场技术
培训等。

ACCUSONIC  简介



低水头电站进水口

ACCUSONIC流量计同时测量多条管道流量

典型应用

水电站压力钢管及
低水头电站进水口流量测量

雨污水系统/CSO合流制溢流及污水收集管网流
量测量

抽水蓄能电站水泵和水轮机流量测量

水电站水轮发电机组效率评测(参照ASME PTC 
18及IEC 60041标准)

引水调水及水资源配置

自来水厂及供水管网贸易结算

泵站及灌区流量测量

系统优势

单台流量计主机可支持多条管道流量测量

严苛现场工况下保持高精度流量测量

极小的换能器凸出影响, 无水头损失

双向流量测量

Modbus通讯接口(TCP/IP, RS-232及RS-485), 接
入SCADA系统

应用价值

监测和提升水轮发电机组运行性能

确保水轮机组能量转化效率符合预期

有效平衡水轮机组间负荷分配

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

保持电厂及机组高效经济运行

水资源精准调度及贸易计量

可靠的化学加药及紫外消毒水处理流量调配

测量数据通过
Modbus, 模拟

量, 继电器输出至
SCADA系统, PLC

控制系统等

RG-108电缆连接换能器和主机

典型4声路换能器安装示意图

8510+系列超声波流量计



7658内贴式换能器

7601换能器及7641安装座

7625 / 7605系列固定窗口式安装

7634双探头双备份内贴式换能器

换能器类型

可拆卸外插式及固定窗口式换能器安装, 适用于
暴露管道

内贴式及阵列式换能器安装, 适用于埋设管道及
渠道

焊接或攻丝外插式换能器安装, 适用于人员无法
进入管道内部进行安装的工况

双探头双备份内贴式换能器安装, 适用于安装完
成后再次进入内部非常困难的工况

系统配置

8510+系列超声波流量计

系统配置

Accusonic流量计通过配置不同种类的超声换能
器从而适用于多种工况, 例如暴露管道, 埋设管
道, 压力钢管, 规则及非规则进水口, 隧洞, 箱涵
及河道。 

Accusonic研发生产了多种专用超声换能器, 几
乎可以满足所有测流工况的安装要求。



8510+系列流量计主要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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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工况 明渠/涵洞

满管管道

非满管管道

声路数量 1 – 10

**注: 单台流量计主机最大支持10条声路

单台主机可同
时测量的管道
或渠道数量

1 - 5

**注: 单台流量计主机最大支持10条声路

测量精度 ±0.5% (满管4声路工况)

±1-2% (非满管道及渠道水下4声路工
况)

输出 4或8路4-20mA隔离输出, 最大输出阻
抗750欧姆 

6路继电器输出(可选), 7.0A @ 110VAC 
或 5.0A @ 24VDC

Modbus通讯, RS-232, RS485及TCP/IP

输入 4或8路4-20mA输入, 输入阻抗100欧姆

支持串24VDC电源用于无源模拟量接
入

显示 7.7英寸可触摸LCD彩色显示屏, 内置
Windows CE操作系统

软件 基于Windows系统的AccuFlow™软件, 
用户可通过自有电脑进行轻松设置及
配置

存储 16GB内部存储空间, 支持连接外置U盘

系统诊断 信号传播时间

声速

信号增益

信噪比

出错诊断

供电电源 90 - 250 VAC,  47-65HZ 或 100 - 300 
VDC

24 VDC (可选, 适用于非本安型)

功耗26 - 35瓦 (主机支持选配加热器, 
功耗为200瓦)

外壳防护 主机外壳防护级别NEMA 4X (IP66), 壁
挂式, 高强工程塑料材质

内部尺寸:  高457mm × 宽406mm × 
深254mm

外壳尺寸:  高493mm × 宽475mm × 
深302mm

重量:  14 kg

环境条件 存储温度:  -18 - 65℃, 相对湿度:  0-95%

工作温度:  -20 - 70℃, 相对湿度:  0-95%

工作温度(主机加配加热器): -26 - 70℃

危险易爆工况 本安型流量计可选, 适用于 Class 1, 
Divisions 1 & 2, Groups C & D 

上海联络处: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027号兆丰广场3502-3505室
电话:  +86 (0) 21 5241 5599    
Email: accusonicchina@idexcor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