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介
测控一体化闸阀流量计是一款集渠道分水闸及流量计于一体的自动化灌溉设
备。可满足对用水的精准计量及远程输送。

用户可以通过上网或拨打电话订水，测控一体化闸阀流量计 将在恰当的时间
自动打开和关闭来实现对所定水量的输送。测控一体化闸阀流量计 通过调节
闸门开度来保持预先设置的流量，即使渠道水位发生波动也亦然。

Sonaray™流量测量技术独特地将流量计和控制闸 集成到单个设备中。这意味着
安装和维护成本更低，同时在苛刻条件下保持精确测量。

其一体化的设计意味着 驱动系统，电机控制，超声波测量，电源，本地控制
键盘和遥测模块 所有功能集成于同一单元内。工作简单，避免了安装及兼容
问题。

另外，集成式超声波水位测量功能使流量计在部分满管的情况下也能进行测
量。

无论您的员工在哪里、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和SCADAConnect™软件，他们都可以
读取流量计测量的水量，检查历史数据和对流量计进行

测控一体化闸阀流量计的内置软件提供以下控制模式:

全 渠 道 控 制 (TCC™) 产 品
测控一体化闸阀流量计是构成模块化精密硬件和软件系列的产品之一，该软
件被称为全渠道控制系统TCC (Total Channel Control™) 。TCC是一套先进的系统
控制技术，旨在改善明渠和自流管道中水管理和生产率。与传统基础设施不
同，TCC产品可以实现自动化联动以帮助管理人员改进：

• 配水能力

• 水资源的可利用性

• 向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 管理和控制

• 渠道管理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测控一体化闸阀流量计TM (PikoMeter™)

特点
• Sonaray流量测量精度为±2.5%
• 太阳能充电电池系统
•  结构紧凑，重量轻，安装方便相对于电磁流量设备来说，
能耗极低

• 可集成于SCADA通信系统内—可与多种SCADA平台整合

最佳解决方案适用于…
• 从渠道进入管道的取水计量应用
• 为小型取水口提供高性价比的流量计
• 偏远地区的田间供水点
• 可测量非常低的流量

产品信息

控制目标 闸门运作

本地/远程 闸位 运行至预设值并保持闸位

流量 根据上/下游水位保持恒定流量



本地控制基座
每扇测控一体化闸阀流量计都装配有坚固的基座，用来
为闸门供电，控制闸门，并且配有一个全天候防护外壳
以保护电子元件和电池安全 ， 基座也配有用户本地使
用界面。顶盖下是键盘和液晶显示屏,农户可以通过它
们查看数据，操作人员可 以通过它们本地进行监控和
故障排除。

远程管理
测控一体化闸阀流量计可以使用潞碧垦的
SCADAConnect软件或第三方SCADA系统进行远程管理。
授权用户可以远程查看实时和历史流量信息，并配置可
通过短信发送到指定电话的警报。

低维护成本

测控一体化闸阀流量计仅需最低限度的维护。流量计软
件内置了全面的错误检测和现场诊断功能。通过工厂预
先校准，其数字测量不漂移也不需要定期重新校准以保
持精度。

• 配件质量高，使用寿命长

• 内置现场故障分析软件和远程警报提醒

• 测控组件便于目视检测

闸门控制技术
测控一体化闸阀流量计使用 钢索驱动 (CableDrive™)，潞
碧垦的驱动系统多年来在数千个设备中得到验证。钢索
驱动(CableDrive) 是潞碧垦专门为保证闸门精确定位并
且能在恶劣的环境下重复使用而设计的驱动系统。驱动
器由钢索和鼓轴组成，它可以提供双向正向驱动。驱动
器专门为高强度工作周期而设计，它能够使得闸门开度
精确到±0.5mm。

产品信息

测控一体化闸阀流量计TM (PikoMeter™)

控制基座

SCADA 联通

键盘和液晶显示屏

Sonaray™ 流量计量技术
潞碧垦的测控一体化闸阀流量计流量计使用的
是Sonaray声波阵列技术。此项技术通过多路
径横断面绘制出流速状态，精确地提供了计量
箱内流速分布的形态。 此项技术能计量计量
箱内全部的流速场， 并且不受漩涡流，或者
其他的由杂物或碎片导致的不均 匀流速分布
的影响。测控一体化闸阀流量计 还具有一个
向下的传感器，用于确定量筒是否已满 。

测控一体化闸阀流量计 组件

控制基座

1   天线

2  太阳能板

3  桅杆（铰链式）

4   LCD显示控制基座

测/控装置

5   进水扩口

6   Sonaray传感器

7  钢索驱动( CableDrive™ )

8  控制闸

9   马达外罩

10 外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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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参数有变更的可能

安装简单
测控一体化闸阀流量计 (PikoMeter) 专为安装在现有端墙结构以及
专门建造的安放处上而设计，大大减少了与土建工程相关的成本

• 在灌溉或淡季期间，两天内即可装好并运行

• 出厂前已做工厂校准和预先配置

测控一体化闸阀流量计规格
常规

最小流量  0.0058m³/s

数据界面 RS232/485, USB, 以太网络

用户界面 液晶屏

计量单位 公制/美制

界面语言 英语，西班牙语，法语，汉语和意大利语

数据点 提供140多个可集成到SCADA系统中的数据点

数据存储 所有水量数据都会被累积并备份在内部永久性存储器上。 
历史数据可以通过 Modbus 接口、本地数据记录器或从SCADA主
机数据库上传。

控制模 式 可通过本地或者SCADA远程控制

电子设备 本地控制基座内集成了太阳能驱动( SolarDrive™ ) 电源管理和控制
技术， 每个单元都通过12小时的耐高温均热强度测试和100%的
功能测试。

马达 12V DC

闸门开度 256位编码器

密封性 <0.02 升/秒/米密封条（高于美国和欧洲标准 AWWA C513 和 DIN 
19569）

驱动选择 12V直流供电（太阳能）；120-240V交流供电；可使用手动曲柄或
者车用电池人工操作

流量计量

技术 超声波交叉时差法测流技术

通过时间计量分辨率 100皮秒

计量频率       1.5秒

精度 根据澳大利亚标准中关于非城市供水计量设备的 AS 4747号标
准，精度可达±2.5%

流速计量范围 以上精度是在流速大于50mm 每秒的情况下所得出

传感器数量 21 个超声波传感器

校准方法 工厂预校准及现场简单测试

未满管报警 报警指示流量计未完全满管；或者如果选择了部分满管测量，报
警则指示水位低于所需的最低水位。

水位测量（可)

技术 超声波

MicronLevel™ 精度0.5mm, 分辨率 0.1mm

MicronLevel™ Air 精度± 0.5% 在 25°c, 分辨率 0.1mm

材料

框架 超出船舶工业等级的铝合金

闸板 复合板材使用船舶工业等级

闸门和仪表主体 带保护涂层的铸铝

硬件 不锈钢

轴杆 不锈钢

密封条 EDPM （三元乙丙）橡胶

耐磨条 PVC

压力等级 请查看第4页的尺寸和最大水位表

水位传感器   经过阳极氧化处理的的铝和不锈钢和镀金接头的乙酰共聚物塑
料组成

电源

供电 自配12伏直流电池可以接太阳能板或者接交流电转直流电充电

太阳能板 80瓦单晶板

电池 带有温度传感器的密封凝胶铅酸蓄电池（寿命可达5年， 
容量可运行 5 日）或可选配性能更好的磷酸铁锂电池 (LiFePO4)

通讯

测控一体化闸阀流量计 测量精度
(与 ABB Magmaster 相比，测控一体化闸阀流量计在正常运行
情况下可测量 450mm）

流量 (立方米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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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nLevel™ 感器详图

通信电缆插件

自校正参考

杂物过滤口

排气孔

水密区域

部分满水流量计量
MicronLevel™ 超声波水位传感
器可作为选配件提供，以精准
测量渠道水位，另外还能让 测
控一体化闸阀流量计 在水位
没有完全满管的情况下测量流
量。MicronLevel 位于内部框架
中，也可以在外部的附近区域
安装外置长量程 MicronLevel 
Air 传感器。

精准流量计量
对超声波阵列测量技术进行的
广泛的独立实验室和现场测试
表明，在各种情况下都能保持
精准：

• 湍急水流

• 流量计口存在障碍物

• 水中含有污染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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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视图和侧视图

关于潞碧垦水利
潞碧垦水利为优化自流灌溉系统提供先进的技术，使得操作和控制
达到空前的高效率，增加可用水资源和提高农户生活水平。潞碧垦
成立于1995年，在世界上15个国家已安装了超过30,000台闸门的全
渠道控制系统。

www.rubiconwater.com

©2017-2019 潞碧垦水利 潞碧垦水利的商标、品名、全渠道控制、一体化测控闸门、一体化
板闸流量计、一体化板闸、渠系控制、CableDrive, MicronLevel, PikoMeter, SCADA 联通, Sonaray, 
SCADAConnect, Total Channel Control 及TCC 是潞碧垦水利、或其在澳大利亚、美国 及其他地
区注册的子公司拥有的商标    和服务商标或注册商标和服务商标。由潞碧垦水利提供的系
统、部件、方法论及软件在澳大利亚及其他地区具有专利和外观设计权。

北京市丰台区汉威
国际二区一号楼
707-708室，邮编
100070

电话号码是 + 86 (10) 6374 9220 
china@rubiconwa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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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和最高水位

装配形式

型号 A B C D E F G H 重量

mm mm mm mm mm mm mm mm kg

PM-450-1400 450 1400 758 2298 2515
最 1125

857 615 132
小 1640

PM-450-1800 450 1800 758 2698 2915
最 1845

857 615 135
大 2040

如需其他尺寸或型号请联系潞碧垦，建议选型前也先咨询潞碧垦工作人员或其代理。上述表格中的重量为
估值。

A  流量计内直径

B   超出流量计内底的最高水位

C  外框宽度

D  总高度

E  全开时的高度

F  端墙高度

G  长度

H  流量计外部量筒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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