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D S  T R I T O N + 污 水 管 网 流 量 监 测 系 统

该产品集成了多种流量监测技术, 几乎涵盖了目前所有可应用于污水监测的传感器技术, 是现今市场上通用性最强, 
性价比最佳的集成多种技术的流量监测产品。TRITON+系统有三种复合式技术的传感器供选择, 分别是峰值速度复
合传感器, 面速度复合传感器以及超声波液位传感器(详见
性能介绍部分)。这几种监测技术的组合应用为用户提供
了一个多用途的监测平台。

针对客户的不同应用要求和预算情况, TRITON+可以调整
配置以最大程度上满足客户的要求。我们能够为客户配置
单传感器或双传感器的经济型系统, 这样电池寿命将更长, 
所需部件更少, 系统也相当稳定, 对于客户来说是一个不错
的经济实用的选择。相较于其他本安型的流量监测设备, 
TRITON+每次数据采集所耗费的电量是最低的。

ADS TRITON+ 产品简介

ADS推出的最新一代的TRITON+高性能流量监测系
统可用于生活污水、合流污水及雨水管网开放式沟
渠的流量监测。产品设计旨在提供最佳性能及多功
能性, 支持单管/并行双管、大型/小型管道等的流量
监测, 并且产品已经通过最严格的本安(IS)认证。

TRITON+ 产品特点

关于ADS环境服务公司

作为领先的技术和服务供
应商, ADS环境服务公司已
经在业内建立起了开放渠
道/管道流量监控的行业标
准, 拥有唯一经ETV(美国
环保署环保技术验证测试)
验证的污水收集系统的流
量监控技术。ADS流量监
测系统可由长寿命电池供
电, 其设计旨在使其在污
水环境中运行可靠、耐用
和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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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性强, 安装及运行易操作

•  两个传感器端口支持3种互换式传感器, 最多可一次提供6 

      个传感读数

•  可进行单管/单点或并行双管/双点监测

•  可无线通讯或使用串口通讯, 方便现场操作。

•  电池寿命处于行业内领先水平, 在3G/4G无线通讯模式下, 按照15分钟的标准采样频率

•  (不同传感器配置会有所变化)工作时间最长可达15个月。

•  可选择使用ADS外接电源及通讯单元(ExPAC)以及9-36V电源进行外接电源供电及 Modbus网 

       络连接。

•  使用ADS I/O扩展单元(XIO)可实现模拟信号及数字I/O扩展(4-20mA及干式接触)。

•  Modbus通讯协议使得RTU与SCADA系统融合。

•  支持按照用户设定的时间间隔进行CSV文件与FTP系统的传输。

•  支持水质采样器基于流量比例及液位的操作。

•  监视器级智能技术(MLI®), 提高了准确度, 使TRITON+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水力条件。

•  出色的降噪技术, 使检测深度和流速的传感器的声学效果最佳。

•  可选五种软件包采集流量信息: Qstart™(设置和激活); Profile®(数据采集、分析及报告); IntelliServe®(基于网络进行报警);    

       Sliicer.com®(I/I分析)以及FlowView Portal®(在线数据展示及报告)

•  具有IECEx本质安全(IS)认证, 适用于Zone 0/Class I, Division 1, Groups C & D, ATEX  Zone 0, and CSA Class I, Zone 0, IIB

•  外壳材质为加厚抗高冲击力无缝ABS工程塑料, 末端带铝制防尘盖(符合IP68标准)。

•  电路板外部有保护罩, 使电子部件不暴露在外, 当打开外壳或更换电池时可保护电路板。

1300 Meridian Street, Suite 3000 - Huntsville, AL 35801 
Phone:  256.430.3366/ Fax:  256.430.6633
Toll Free:  1.800.633.7246

www.adsenv.com

ADS功能完备的供电, 通讯, 模拟及数字I/O一体化解决方案

ADS. An IDEX Water Services & Technology Business.

TM+最新的本安型ADS外部输入输出装置(ADS XIO™))进一步强化了 TRITON+
的监测和控制能力, XIO装置利用MODBUS RTU通讯将TRITON+信号转换
为模拟及数字输入输出。同时, XIO装置能够对于TRITON+提供外接电源, 
从而能够实现近实时的数据处理。

了解更多, 请登录 www.adsenv.com/XIO

• 可将TRITON+监测到的系统数据转换为4-20mA电流信号供SCADA系统或本地 
   显示和控制。 

•  可使TRITON+系统适用于接入其他设备采集到的4-20mA信号。

•  TRITON+系统采用监视器级智能技术的硬件产生的报警信号可通过XIO继电 
   器输出, 从而更好进行系统控制。

•  数字输入如开关信号, 继电器信号等可被监测和记录 

•  支持即插即用

•  系统设计便于现场接线 

•  本安认证, Zone 0 / Class I, Division 1, Groups C & D

•  军工级NEMA 4x外箱并配有铰链式封头

XIO 装置特点

XIO 性能特点

了解更多, 请登录 www.adsenv.com/TRITON+

供电输入: 85-264 VAC, 120-375 VDC; 47-63 Hz; 1.10 A @ 110/0.59 A @ 
250 VAC

对流量计供电输出: 8-11.5 VDC, 500mA, 本安型 

模拟输入: 2个4-20mA输入; 绝缘特性 1500VAC; 精度: 0.05%F.S; 线性度: 
0.1%F.S 热漂移100ppm/C
 
数字输入: 2个开关信号或干式接触信号; 输入阻抗4.7千欧

数字输出: 2个SPST继电器输出; 最大负载 2 A @250 VAC, 2A @ 30 VDC; 最
小负载 5 VDC, 20 mA

尺寸: 高280 mm  x 宽190 mm x 深127.8 mm

外壳: 内外均为NEMA 4X(IP66), 材质PBT和聚碳酸酯塑料, 并配有链式封头

运行温度: -10 到 50℃

认证: 本质安全认证(IS), IECEx for use in Zone 0/Class I, Division 1, Groups 
C & D; ATEX Zone 0 ; and CSA Class I, Zone 0,IIB



复合技术式传感器
TRITON+特有三种传感器, 采用了三种测深和两种测流速技术。每种传感器都集成了多种技术, 可对测量结果
进行持续比较。

尺寸: 长269mm x 宽52mm x 高62mm
开创性的新型传感器, 集成了四种技术, 包括表面流速, 超声波测深, 超载连续波速和压力测深。

表面流速*
最小空中范围: 距传感器的较低部分的背面底部76mm
最大空中范围: 107cm
测试范围: 0.30 至 4.57m/s
分辨率: 0.003m/s
精度: 0.08m/s或实际读数的5%(以较大值为准), 流速在0.30m/s至4.57m/s工况
* 表面流速技术在有些水流情况下不适用

超声波测深 
(无需电子补偿)
最小盲区: 距传感器表面25.4mm或最大范围的5%, 以较大值为准
最大操作空中距离: 3.05m
分辨率: 0.25mm 
精度: 3.2mm, 零漂移, 有空气温度变化补偿

超载连续波速  (在浸没在水中的条件下, 该技术可以提供与峰值速度传感器同样精度和范围的连续波速值)

超载压力深度 (在浸没在水中的条件下, 该技术可以提供与峰值速度传感器同样精度和范围的压力深度值)

面速度复合传感器

尺寸: 长172mm x 宽31mm x 高21mm

这种通用经济型传感器集成了三种测量技术: ADS专利的连续波峰测速技术, 向上发射超声波测深技术和压力测深技术。 

连续波峰测速
范围: -9.1m/s 至 9.1m/s 
分辨率: 0.003m/s 
精度: 0.06m/s或实际波峰速度的4%(采用较大值)流速在-1.52m/s至6.1m/s工况 

向上发射超声波测深
从背面中心可旋转15度, 配备了适用于淤泥的安装适配器后可旋转30度。
操作范围: 25mm 至 152cm
分辨率: 0.254mm
精度: 读数的0.5%或3.2mm, 以较大值为准

压力测深
范围: 0-5PSI 为3.5m; 0-15PSI为10.5m; 0-30PSI为21m
精度: 全量程的+/-1.0%
分辨率: 0.25mm

峰值速度传感器

尺寸: 长269mm x 宽52mm x 高62mm

采用非介入式零漂移传感技术, 可得出稳定, 精确和可靠流量深度计算值。两个独立的超声波变
送器可进行独立的交叉检验。

超声波测深(见上文所述)

超声波液位传感器

连接件
美国军用规格连接件, MIL-C 26482系列, 密封, 接触部位镀金

通讯选项
- 七频段UMTS/HSPA+无线调制解调器
- 通过ADS USB通讯线缆直接连接至电脑 

监测界面
- 支持两种传感器的同步监测界面
- 采用可选的ADS XIO装置进行模拟及数字I/O通讯, 两个  
   4-20mA输入及输出, 两个 开关信号输入及两个继电器信号 
   输出

电源
内置- 自带无线模块的电池寿命:
- 在15分钟的采样频率下为15个月以上*
- 在5分钟的采样频率下为6个月以上*

外接- 可选外接电源, 需配合ADS外接电源及通讯单元(Ex-
PAC)以及ADS或客户自有的  9-36V直流电源

* 根据传感器配置不同, 收集数据的采样速率可能为一天一
次或有其他变化。

连接
- Modbus ASCII: 无线传输, 配置ExPac可进行 
   有线传输
- Modbus RTU: 无线传输, 配置ExPac可进行有 
   线传输
- Modbus TCP: 无线传输

本质安全认证
- 具有ATEX欧洲本质安全标准认证, 适用于 
   Zone 0 等级的危险区域
- 具有IECEx(国际电子技术委员会爆炸防护)本 
   质安全认证, 适用于Zone 0/ClassI, Division  
   1,Groups C&D等级的危险区域
- 具有CSA颁发的CLASS 2258 03认证 - 程序控制设备, 本质安全和非易燃系统 -  
   适用于危险场所Ex ia IIB T3 (152℃)

其他认证及符合标准
- FCC 15章和68章规定      - 具有EU CE标识
- ROHS(无铅)规定                   - 加拿大 IC CS-03规定

TRITON+ 性能特点

流量监测应用范围
• 合流污水溢流(CSOs)
• 暴雨监测
• 容量分析

• 营业收费 
• 入流/入渗
• 模型校估

• 溢流预警

操作和存储温度:
-20 - 60℃

ADS 流量监测软件

Qstart为单机版软件, 为现场工作人员提供简单易用的工具, 对流量监测设备进行快速激活和设
置。Qstart软件使用户可以收集和回看监测设备的深度和流速数据, 以曲线图和列表两种方式
同时显示。

FlowView Portal 为网络版软件, 提供健全的数据报告, 使客户可以管理数据, 定制报告内容, 选
择可视参数。FlowView Portal拥有一个实质上不受限的数据库, 用以存储和查看历史数据, 利
用数据进行比较和趋势分析, 并可共享电子化信息。

IntelliServe为网络版软件, 提供污水收集系统中流量状态的实时运行数据。IntelliServe利用动态的(或智能的)警报通知客户流量
监测点的雨量情况, 流量异常情况和数据异常情况。

Sliicer.com为网络版软件, 提供一套强大的工程师工具, 服务于咨询和市政工程师。Sliicer.com
的入流入渗分析工具可以检查污水收集系统在干湿天气下的流量数据, 只需花费其他分析工具
1/10的时间即可提供缜密的测量结果。

Profile为单机版软件, 提供行业的最佳分析工具, 包括从基础的流量监测数据到复杂的水力分
析。Profile软件可将所需要分析的项目数据集成至一个界面便于分析和报告, 所以非常直观, 可
以节省时间并优化数据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