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述

一体化蝶阀流量计在阀门技术上优势显著。仅仅利用自压（重力）和太阳能， 

流量计就可在管道中自动精确地提供不同流量。

一体化蝶阀流量计在自压管道出口测控流量。当供水压力不稳定时，会自动调整，

从而确保 持续大流量的水流。通过内置的远程控制，可以远程操控或预设开闭时

间，昼夜自动提供持 续精确的流量。

其紧凑的一体化的设计，能确保快速安装，可靠运行以及方便维护。而因为仅仅需

要可再 生能源驱动，其运行成本极低。这种独特的操作结构和大口径能降低水头损

失，有助于防止杂草堵塞，并易于查看、维护和清洁。

潞碧垦将Sonaray®流量测量技术应用于一体化蝶阀流量计，确保了精确测量不同流

量，包括非常低的水流量。因此它灵活性很高，适用于所有作物类型及灌溉方式。

内置软件提供以下控制选项：

采用潞碧垦公司的低压管道解决方案，当压力以及位置水头（水力坡降线）经常处

于10m 以下时，一体化蝶阀流量计就能够应对非常大的流量。

全渠道控制®(TCC®)产品

TCC（全渠道控制系统）是由一整套模块化的精密硬件及软件组成，而一体化蝶阀

流量计 是 其中一个组件。TCC是专门为改善明渠供水管理而研发的先进科技。有

别于传统基础设施，TCC产品通过整体调节，共同作用，从而实现以下管理行为的

改善：

•   配水能力

•   用户服务和权益

•   管理和控制

•   渠道操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产品特性

•   600mm大口径保证高流量自流灌溉

•   全浸没式

•   测量范围广：0.012m3/s—0.58m3/s

•   Sonaray流量测量精度：±2.5%*

•   太阳能驱动

•   自备SCADA通讯系统

农场服务站点的理想解决方案...

•   与静水压力（重力）管道连接

•   与明渠供水网络连接

•   允许差异很大的不同流量范围水流经过

•   远程操控以及精准测量

•   非常方便维护

产品信息

控制项目 阀门运行

本地控制

位置  运行至预设位置并保持

流量  保持所需流量

网络控制* 需求  通过整体核算调节管网动态及总 体需求， 
保持各个出口所需的流量

* 网络控制只适用于已采用潞碧垦公司低压管道解决方案（一体化蝶阀流量计 是其中一部分）的管网。

一体化蝶阀流量计 (BladeMeter™)



本地控制基座

每个一体化蝶阀流量计都配有坚固的基座，用来为阀

门供电，控制阀门，同时也是一个全天候防护壳，用

来保护电子元件及电池。

基座也配有本地用户使用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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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故障排除。

阀控技术

一体化蝶阀流量计的驱动机制由螺母和轴系统组成，

采用高级不锈钢钢轴的反向螺纹机械结构，为阀门开

闭提供正向驱动，非常坚固耐用。与集成数字阀位传

感器共同作用，即使供水压力不稳定，一体化蝶阀流

量计也能精确调节，提供所需的流量。

其控制面板由使用寿命很长的无刷电机和变速箱驱

动，以防万一，还集成了一个进水探测传感器，所有

部件都置于符合IP68 防水要求的全浸没式防护外壳中。

潞碧垦公司的SolarDrive®科技由一个特制的集成电路

板实现。其作用包括控制阀门位置、太阳能功率调

节、电池充电、保险丝及基座键盘界面。

远程管理

一体化蝶阀流量计能通过潞碧垦的SCADA 联通

(SCADAConnect®)软件远程管理。授权用户可通过远程

预设，使一体化蝶阀流量计自动开闭，并可查看实时

和历史流量信息及设置警报，一旦报警，即可通过短

信发送到指定手机。

维护需求低

一体化蝶阀流量计一体化模块化的设计使现场维护方

便易行。通过简单培训，只需少量工具及非 常容易

更换的配件即可完成。

•   配件质量高，使用寿命长

•   独特的双片式设计有利于防止杂物淤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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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信息

控制基座

键盘和液晶显示屏

浸没式马达外壳

SCADA 联通

独特的低水头损失设计

传统蝶阀在流道中使用一个圆形阀片去控制水流穿过管

道。这样会制造大量扰流，产生水头损失，特别是在当

阀门开启角度很小及流量低的时候。在开启角度太低

时，许多阀门都存在固有的不稳定性，这限制了它们精

确控制水流的能力。杂物还能轻易在阀片上形成一个楔

形障碍物，阻碍阀门开闭。

一体化蝶阀流量计独特的双阀片设计能提供优良的水力

性能，减少扰流以及使过流能力最大化。控制阀片安装

在下游，其独特的波状表面促进水流线平缓对称，从根

本上减少水头损失，因此非常适合自流输水。

此外，双阀片设计能最大限度的减少杂草和其他杂物堆

积造成的阀门堵塞。

传统阀门 (俯视图)

一体化蝶阀流量计(俯视图)

包括蝶阀在内的传统阀门，会因为涡流产生摩
擦损失，及由于杂草或其他杂物形成障碍物。

一体化蝶阀流量计控制阀片是专门设计，通过
保持稳定流量，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头损失。

控制台

1  天线

2  太阳能板

3   天线/太阳能 

连接杆
4   安全防护LCD 显

示控制基座

测/控装置

5   自带集成进水检
测传感器的电机
外壳

6  传动轴

7  传动轴外罩

8  驱动臂

9  控制阀片

10  固定桩

11  密封条

12  Sonaray 传感器

13  未满管传感器

一体化蝶阀流量计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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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体化板闸流量计 (BladeMeter™)



一体化蝶阀流量计技术参数

常规数据

最小流量 0.012m3/s

最大流量 0.58m3/s

K‐系数 
(水头损失系数)

1.0 一体化蝶阀流量计的水头损失特征类似于正常管道出口

数据界面 本地显示屏（4 行液晶显示屏带键盘），Modbus 数据接口

测量单位 用户自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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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 本地控制或通过SCADA 远程控制

驱动装置 反向螺纹螺母和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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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成品都通过12小时耐热测试和100%的功 能测试

马达 12V DC 无刷式马达

阀门开度 霍尔效应传感器

密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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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启闭时间 4-5 分钟

防水等级 IP68

流量计量

技术 超声波交叉时差法测流技术

时差测量分辨率 100 皮秒

计量频率 0.5 秒

精度
±2.5% 
*2014 年2 月在Rubicon 水力实验室进行的600mm 
一体化蝶阀流量计精度实验验证

流速计量范围 以上精度是在流速大于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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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 在管道未满时报警提示

材料

传感器主体 造船用（航海级）铝

阀门 压铸铝

硬件 不锈钢

传动轴 不锈钢

驱动螺母 磷铜

密封件 EDPM 橡胶（橡胶硬度50（剪切力A））

传感器外壳 工程塑胶注塑成型

电源

供电 12 伏密封胶体铅酸蓄电池，太阳能或交流电源充电

太阳能板 85 瓦单晶板

电池
2节或3节12伏28安时，带温度传感器的密封胶体铅酸蓄电池 
(寿命可达5年，无太阳能或者交流电源的情况下可运行5日)

通讯

协议 Modbus, DNP3, MDLC

规格参数有变更的可能

Sonaray®流量测量技术

一体化蝶阀流量计采用Rubicon 的Sonaray 超声波交叉测流技术。四

个在同一水平面的传感器发送和接收超声波脉冲信号，通过测量超

声波在传感器之间传播的时间差来确定流速。

交叉测量意味着控制阀门可以直接安装在下游位置而不影响测量精

度，同时，交叉测量不必校正水流线，因此更优于单点式、单一路

径式和多普勒式流量传感器。

一体化蝶阀流量计朝下的传感器可判定是否满管，消除由部分满管

所造成 

一体化蝶阀流量计的 Sonaray 技术确保流量从0.012m3/s—0.58m3/s 范

围内的测量精度都保持在±2.5%

交叉路径测量 (测量平面俯面图)

一体化蝶阀流量计流量测量精度
（在Rubicon 水力实验室中，600mm 一体化蝶阀流量计是以ABB Magmaster 流量

未满管传感器 (侧面图)

二十传感器对
速度测量区域
完成交叉路径
时差测量

传感器朝下发射
一个信号，满管
时，此信号可从
计量管底部反射
回去。如管道中
顶部存在空气，
会阻止信号传输
和接收，从而触
发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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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正面，背面，侧面视图

A 高度

B  长度

C  从土建地板开始的最低高度

D 外径（不包括法兰盘）

E   外径（包含法兰盘）

F 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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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ISO 9001

型号 A B C D E F 重量

mm mm mm mm mm mm kg

BM-600 1292 1166 460 757 825 600 120

安装选项

渠道出口

关于潞碧垦水利

潞碧垦水利为优化明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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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提高农户生活水平。潞碧垦成立于 1995

年，在世界上10 个国家已安装了超过20,000 台闸门的全渠道控制 系统。

C

A

B

D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