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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UXUS® WD、TE、CA 和 ST-LT
______

制造工业中的供给介质与能量流

	 非侵入式测量工艺用水、热量、压缩空气和蒸汽

高动力性能	–	双向测量	–	长期稳定
______

非侵入式测量是其主要特色，但还不是用户获得的首要优势。实际上，最大优势当属声学测量方法非同一般的动力
性能：最低至 0.01 m/s 的流动均能够可靠检测。由此，压缩空气泄漏识别变得轻而易举。测量蒸汽时，无需将管道
缩径。同样，最高达 60 m/s 的流速也可以利用超声波技术进行测量。	

基于原理，使用 FLUXUS® 测量流量时双向进行，并且在两个流动方向上都具有相同的高准确性。在压缩空气等环
网中，精确检测两个方向上的流量是保障正确结算的先决条件。每秒多达 1000 个测量信号同时确保了对高动态过
程的可靠监控。

与管道中的流动介质无接触也就意味着无磨损：FLUXUS® 上没有可移动部件，没有可能发生堵塞的压力管道，也没
有会因为沉积物而造成测量值漂移的电极。

可静可动
______

FLUXUS® F/G 601 系列便携式测量系统安装快捷，同时配有高性能蓄电池和内部数据记录器。这使该系统成为能源
管理和维护的理想工具，能够快速访问测量数据、检测压缩空气等泄漏、检验泵的功率或者验证现有测量结果。

无磨损，免维护
______

在测量技术的运行总成本中，用于定期维护、校准和维修的费用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非侵入式测量技术使这些成本
大幅度缩减，因为该项技术不会受到磨损，并且可以在运行期间实施各项维护作业。同时，AMV – 高级仪表校验	
(Advanced Meter Verification) 功能提供了额外的安全性。。通过	 FLEXIM	 专家的定期检查和预测性维护协议，用
户可以对测量点始终了如指掌。

FLEXIM  
when measuring matters

应用：

饱和蒸汽
____

压缩空气与工业气体
____

热量和冷量
____

气态制冷剂
____

导热油
____

生活用水和工艺用水
详细信息请参见相应设备型号的技术规范

** 请通过测试检查您的具体蒸汽应用的可行性。

在以下设备的相关文档中，您可以找到对能源管理和供给介质领域中其他应用
的解决方案：

 p FLUXUS® F/G 601 – 液体、气体和蒸汽的便携式流量与热量测量系统

 p FLUXUS® F/G 721 – 高级应用解决方案，主要包括制冷剂测量、最高达  
630 °C 的导热油测量、易爆区域	2	区内的测量任务等

FLUXUS® F/G 532 系列–	能量与供给介质测量

FLUXUS® F532 WD FLUXUS® F532 TE FLUXUS® G532 CA FLUXUS® G532 ST-LT

测量对象 水流量 水/水-乙二醇的
热量

压缩空气及工业/
医用气体的流量

最高	180 °C 饱和蒸
汽的流量

测量变量 体积流量 热量 标准体积流量 质量流量

介质 水

废水

水

水-乙二醇

压缩空气、氮气、
氧气、惰性气体

蒸汽

温度范围 -40 °C…+130 °C -40 °C … +130 °C -40 °C … +130 °C +100 °C … +180 °C

管道直径 25 mm … 2000 mm 25 mm … 2000 mm 10 mm … 300 mm 23 mm … 400 mm*

流量测量误差 测量值的 1% 测量值的 1% 测量值的 1 ... 2% 测量值的 1 ... 3%

校准 原厂校准，可溯源至 PTB 标准

技术参数

www.flexim.com

FLEXIM GmbH  
Berlin 
info@flexim.de

FLEXIM Instruments Benelux B.V. 
Berkel en Rodenrijs 
benelux@flexim.com

FLEXIM France SAS 
Limonest 
info@flexim.fr

FLEXIM Instruments UK Ltd.
Northwich 
sales@flexim.co.uk

FLEXIM Middle East 
Dubai South 
salesme@flexim.com

FLEXIM Instruments Asia Pte Ltd. 
Singapur 
salessg@flexim.com

FLEXIM S.A., Chile 
Las Condes 
info@flexim.cl

FLEXIM Flow India Pvt. Ltd 
Rohini New Delhi 
salesindia@flexim.com

FLEXIM Japan 
Chiba 
salesjapan@flexim.com

FLEXIM Austria GmbH 
Olbendorf 
office@flexim.at

FLEXIM AMERICAS Corporation, USA 
Edgewood, NY 
salesus@flexim.com

FLEXIM Instruments China 
Shanghai 
saleschina@flexim.com



能量流与供给介质悉数尽览
______

工业生产工艺消耗着各种形式的能源和介质——例如蒸汽、压缩空气、热能或冷能。当前，无论是为了能源管理和
效率提升、过程监控与优化、结算和成本分配，对于介质流的监控要求都在不断提高。

借助 FLUXUS® WD、TE、CA 和 ST-LT 超声波测量系统，FLEXIM	为这些测量任务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解决方案。

一种适合所有应用的测量方法
______

三十多年来，FLEXIM 锲而不舍地研究以超声波时差法为原理的非侵入式流量测量技术，并且开辟了新的应用领
域。不论液体、气体还是蒸汽，所有流体都可以通过这项基于超声波的专业技术进行测量。	

这对用户而言意味着能够减轻巨大负担：不需要耗时费力地设计不同的测量方法、在应用领域中获得超高灵活性，
并且全部功能都由同一家制造商提供。

当然，非侵入式测量方法的核心优点也功不可没：在安装或维护过程中无需停产，测量点运行的总体成本多年保持
较低水平。

超声波时差法

在管道上按照指定间距安装两个超声波传感器，该传感器以顺流和逆流方向发送超声波信号。通过测
量所得的传播时间差计算出流速。

加热和冷却
热能测量

	p 集成热量测量功能

	p 适用于水和水-乙二醇混合液

	p 适合加热和冷却应用

灵活的能源管理
作为能源管理范围内经济实用的测量数据收集工具，建议将
固定式和便携式测量系统组合使用：固定安装的测量装置用
于连续监测主能量流，便携式设备则用于临时记录单个消耗
器的耗用量。

适合所有测量任务的全能设备
无论对于液体、气体还是蒸汽，采用超声波时差法的非侵入
式钳式超声波流量测量技术原理能够涵盖所有应用。便携式
设备集多功能为一体，是能源管理人员理想的多用途仪器。

工艺冷源
测量气态制冷剂

	p 非侵入式测量例如压缩机中的氨

	p 亦可通过气液相变过程进行能量测量

载热体
导热油的油量与能量测量

	p 非侵入式测量范围高至 630°C
	p 通过集成热量测量功能监测并核算能量流

压缩空气与工业气体
监测、核算与泄漏控制

	p 测量范围低至 0.01 m/s 起
	p 双向测量，检测回流

	p 不受空气质量影响，不会出现测量值漂移

蒸汽
测量最高可达 180 °C 的饱和蒸汽

	p 非侵入式质量流量测量

	p 高测量动力，无需缩小管道横截面

	p 无压力损失，无能量损失

生活用水和工艺用水
用量测量和用水结算

	p 适用于所有水质

	p 大标称宽度范围和温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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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工业中的供给介质与能量流

	 非侵入式测量工艺用水、热量、压缩空气和蒸汽

高动力性能	–	双向测量	–	长期稳定
______

非侵入式测量是其主要特色，但还不是用户获得的首要优势。实际上，最大优势当属声学测量方法非同一般的动力
性能：最低至 0.01 m/s 的流动均能够可靠检测。由此，压缩空气泄漏识别变得轻而易举。测量蒸汽时，无需将管道
缩径。同样，最高达 60 m/s 的流速也可以利用超声波技术进行测量。	

基于原理，使用 FLUXUS® 测量流量时双向进行，并且在两个流动方向上都具有相同的高准确性。在压缩空气等环
网中，精确检测两个方向上的流量是保障正确结算的先决条件。每秒多达 1000 个测量信号同时确保了对高动态过
程的可靠监控。

与管道中的流动介质无接触也就意味着无磨损：FLUXUS® 上没有可移动部件，没有可能发生堵塞的压力管道，也没
有会因为沉积物而造成测量值漂移的电极。

可静可动
______

FLUXUS® F/G 601 系列便携式测量系统安装快捷，同时配有高性能蓄电池和内部数据记录器。这使该系统成为能源
管理和维护的理想工具，能够快速访问测量数据、检测压缩空气等泄漏、检验泵的功率或者验证现有测量结果。

无磨损，免维护
______

在测量技术的运行总成本中，用于定期维护、校准和维修的费用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非侵入式测量技术使这些成本
大幅度缩减，因为该项技术不会受到磨损，并且可以在运行期间实施各项维护作业。同时，AMV – 高级仪表校验	
(Advanced Meter Verification) 功能提供了额外的安全性。。通过	 FLEXIM	 专家的定期检查和预测性维护协议，用
户可以对测量点始终了如指掌。

FLEXIM  
when measuring matters

应用：

饱和蒸汽
____

压缩空气与工业气体
____

热量和冷量
____

气态制冷剂
____

导热油
____

生活用水和工艺用水
详细信息请参见相应设备型号的技术规范

** 请通过测试检查您的具体蒸汽应用的可行性。

在以下设备的相关文档中，您可以找到对能源管理和供给介质领域中其他应用
的解决方案：

 p FLUXUS® F/G 601 – 液体、气体和蒸汽的便携式流量与热量测量系统

 p FLUXUS® F/G 721 – 高级应用解决方案，主要包括制冷剂测量、最高达  
630 °C 的导热油测量、易爆区域	2	区内的测量任务等

FLUXUS® F/G 532 系列–	能量与供给介质测量

FLUXUS® F532 WD FLUXUS® F532 TE FLUXUS® G532 CA FLUXUS® G532 ST-LT

测量对象 水流量 水/水-乙二醇的
热量

压缩空气及工业/
医用气体的流量

最高	180 °C 饱和蒸
汽的流量

测量变量 体积流量 热量 标准体积流量 质量流量

介质 水

废水

水

水-乙二醇

压缩空气、氮气、
氧气、惰性气体

蒸汽

温度范围 -40 °C…+130 °C -40 °C … +130 °C -40 °C … +130 °C +100 °C … +180 °C

管道直径 25 mm … 2000 mm 25 mm … 2000 mm 10 mm … 300 mm 23 mm … 400 mm*

流量测量误差 测量值的 1% 测量值的 1% 测量值的 1 ... 2% 测量值的 1 ... 3%

校准 原厂校准，可溯源至 PTB 标准

技术参数

www.flexim.com

FLEXIM GmbH  
Berlin 
info@flexim.de

FLEXIM Instruments Benelux B.V. 
Berkel en Rodenrijs 
benelux@flexim.com

FLEXIM France SAS 
Limonest 
info@flexim.fr

FLEXIM Instruments UK Ltd.
Northwich 
sales@flexim.co.uk

FLEXIM Middle East 
Dubai South 
salesme@flexim.com

FLEXIM Instruments Asia Pte Ltd. 
Singapur 
salessg@flexim.com

FLEXIM S.A., Chile 
Las Condes 
info@flexim.cl

FLEXIM Flow India Pvt. Ltd 
Rohini New Delhi 
salesindia@flexim.com

FLEXIM Japan 
Chiba 
salesjapan@flexim.com

FLEXIM Austria GmbH 
Olbendorf 
office@flexim.at

FLEXIM AMERICAS Corporation, USA 
Edgewood, NY 
salesus@flexim.com

FLEXIM Instruments China 
Shanghai 
saleschina@flexim.com



能量流与供给介质悉数尽览
______

工业生产工艺消耗着各种形式的能源和介质——例如蒸汽、压缩空气、热能或冷能。当前，无论是为了能源管理和
效率提升、过程监控与优化、结算和成本分配，对于介质流的监控要求都在不断提高。

借助 FLUXUS® WD、TE、CA 和 ST-LT 超声波测量系统，FLEXIM	为这些测量任务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解决方案。

一种适合所有应用的测量方法
______

三十多年来，FLEXIM 锲而不舍地研究以超声波时差法为原理的非侵入式流量测量技术，并且开辟了新的应用领
域。不论液体、气体还是蒸汽，所有流体都可以通过这项基于超声波的专业技术进行测量。	

这对用户而言意味着能够减轻巨大负担：不需要耗时费力地设计不同的测量方法、在应用领域中获得超高灵活性，
并且全部功能都由同一家制造商提供。

当然，非侵入式测量方法的核心优点也功不可没：在安装或维护过程中无需停产，测量点运行的总体成本多年保持
较低水平。

超声波时差法

在管道上按照指定间距安装两个超声波传感器，该传感器以顺流和逆流方向发送超声波信号。通过测
量所得的传播时间差计算出流速。

加热和冷却
热能测量

	p 集成热量测量功能

	p 适用于水和水-乙二醇混合液

	p 适合加热和冷却应用

灵活的能源管理
作为能源管理范围内经济实用的测量数据收集工具，建议将
固定式和便携式测量系统组合使用：固定安装的测量装置用
于连续监测主能量流，便携式设备则用于临时记录单个消耗
器的耗用量。

适合所有测量任务的全能设备
无论对于液体、气体还是蒸汽，采用超声波时差法的非侵入
式钳式超声波流量测量技术原理能够涵盖所有应用。便携式
设备集多功能为一体，是能源管理人员理想的多用途仪器。

工艺冷源
测量气态制冷剂

	p 非侵入式测量例如压缩机中的氨

	p 亦可通过气液相变过程进行能量测量

载热体
导热油的油量与能量测量

	p 非侵入式测量范围高至 630°C
	p 通过集成热量测量功能监测并核算能量流

压缩空气与工业气体
监测、核算与泄漏控制

	p 测量范围低至 0.01 m/s 起
	p 双向测量，检测回流

	p 不受空气质量影响，不会出现测量值漂移

蒸汽
测量最高可达 180 °C 的饱和蒸汽

	p 非侵入式质量流量测量

	p 高测量动力，无需缩小管道横截面

	p 无压力损失，无能量损失

生活用水和工艺用水
用量测量和用水结算

	p 适用于所有水质

	p 大标称宽度范围和温度范围



能量流与供给介质悉数尽览
______

工业生产工艺消耗着各种形式的能源和介质——例如蒸汽、压缩空气、热能或冷能。当前，无论是为了能源管理和
效率提升、过程监控与优化、结算和成本分配，对于介质流的监控要求都在不断提高。

借助 FLUXUS® WD、TE、CA 和 ST-LT 超声波测量系统，FLEXIM	为这些测量任务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解决方案。

一种适合所有应用的测量方法
______

三十多年来，FLEXIM 锲而不舍地研究以超声波时差法为原理的非侵入式流量测量技术，并且开辟了新的应用领
域。不论液体、气体还是蒸汽，所有流体都可以通过这项基于超声波的专业技术进行测量。	

这对用户而言意味着能够减轻巨大负担：不需要耗时费力地设计不同的测量方法、在应用领域中获得超高灵活性，
并且全部功能都由同一家制造商提供。

当然，非侵入式测量方法的核心优点也功不可没：在安装或维护过程中无需停产，测量点运行的总体成本多年保持
较低水平。

超声波时差法

在管道上按照指定间距安装两个超声波传感器，该传感器以顺流和逆流方向发送超声波信号。通过测
量所得的传播时间差计算出流速。

加热和冷却
热能测量

	p 集成热量测量功能

	p 适用于水和水-乙二醇混合液

	p 适合加热和冷却应用

灵活的能源管理
作为能源管理范围内经济实用的测量数据收集工具，建议将
固定式和便携式测量系统组合使用：固定安装的测量装置用
于连续监测主能量流，便携式设备则用于临时记录单个消耗
器的耗用量。

适合所有测量任务的全能设备
无论对于液体、气体还是蒸汽，采用超声波时差法的非侵入
式钳式超声波流量测量技术原理能够涵盖所有应用。便携式
设备集多功能为一体，是能源管理人员理想的多用途仪器。

工艺冷源
测量气态制冷剂

	p 非侵入式测量例如压缩机中的氨

	p 亦可通过气液相变过程进行能量测量

载热体
导热油的油量与能量测量

	p 非侵入式测量范围高至 630°C
	p 通过集成热量测量功能监测并核算能量流

压缩空气与工业气体
监测、核算与泄漏控制

	p 测量范围低至 0.01 m/s 起
	p 双向测量，检测回流

	p 不受空气质量影响，不会出现测量值漂移

蒸汽
测量最高可达 180 °C 的饱和蒸汽

	p 非侵入式质量流量测量

	p 高测量动力，无需缩小管道横截面

	p 无压力损失，无能量损失

生活用水和工艺用水
用量测量和用水结算

	p 适用于所有水质

	p 大标称宽度范围和温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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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UXUS® WD、TE、CA 和 ST-LT
______

制造工业中的供给介质与能量流

	 非侵入式测量工艺用水、热量、压缩空气和蒸汽

高动力性能	–	双向测量	–	长期稳定
______

非侵入式测量是其主要特色，但还不是用户获得的首要优势。实际上，最大优势当属声学测量方法非同一般的动力
性能：最低至 0.01 m/s 的流动均能够可靠检测。由此，压缩空气泄漏识别变得轻而易举。测量蒸汽时，无需将管道
缩径。同样，最高达 60 m/s 的流速也可以利用超声波技术进行测量。	

基于原理，使用 FLUXUS® 测量流量时双向进行，并且在两个流动方向上都具有相同的高准确性。在压缩空气等环
网中，精确检测两个方向上的流量是保障正确结算的先决条件。每秒多达 1000 个测量信号同时确保了对高动态过
程的可靠监控。

与管道中的流动介质无接触也就意味着无磨损：FLUXUS® 上没有可移动部件，没有可能发生堵塞的压力管道，也没
有会因为沉积物而造成测量值漂移的电极。

可静可动
______

FLUXUS® F/G 601 系列便携式测量系统安装快捷，同时配有高性能蓄电池和内部数据记录器。这使该系统成为能源
管理和维护的理想工具，能够快速访问测量数据、检测压缩空气等泄漏、检验泵的功率或者验证现有测量结果。

无磨损，免维护
______

在测量技术的运行总成本中，用于定期维护、校准和维修的费用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非侵入式测量技术使这些成本
大幅度缩减，因为该项技术不会受到磨损，并且可以在运行期间实施各项维护作业。同时，AMV – 高级仪表校验	
(Advanced Meter Verification) 功能提供了额外的安全性。。通过	 FLEXIM	 专家的定期检查和预测性维护协议，用
户可以对测量点始终了如指掌。

FLEXIM  
when measuring matters

应用：

饱和蒸汽
____

压缩空气与工业气体
____

热量和冷量
____

气态制冷剂
____

导热油
____

生活用水和工艺用水
详细信息请参见相应设备型号的技术规范

** 请通过测试检查您的具体蒸汽应用的可行性。

在以下设备的相关文档中，您可以找到对能源管理和供给介质领域中其他应用
的解决方案：

 p FLUXUS® F/G 601 – 液体、气体和蒸汽的便携式流量与热量测量系统

 p FLUXUS® F/G 721 – 高级应用解决方案，主要包括制冷剂测量、最高达  
630 °C 的导热油测量、易爆区域	2	区内的测量任务等

FLUXUS® F/G 532 系列–	能量与供给介质测量

FLUXUS® F532 WD FLUXUS® F532 TE FLUXUS® G532 CA FLUXUS® G532 ST-LT

测量对象 水流量 水/水-乙二醇的
热量

压缩空气及工业/
医用气体的流量

最高	180 °C 饱和蒸
汽的流量

测量变量 体积流量 热量 标准体积流量 质量流量

介质 水

废水

水

水-乙二醇

压缩空气、氮气、
氧气、惰性气体

蒸汽

温度范围 -40 °C…+130 °C -40 °C … +130 °C -40 °C … +130 °C +100 °C … +180 °C

管道直径 25 mm … 2000 mm 25 mm … 2000 mm 10 mm … 300 mm 23 mm … 400 mm*

流量测量误差 测量值的 1% 测量值的 1% 测量值的 1 ... 2% 测量值的 1 ... 3%

校准 原厂校准，可溯源至 PTB 标准

技术参数

www.flexim.com

FLEXIM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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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flexim.de

FLEXIM Instruments Benelux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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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lux@flex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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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M 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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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me@flexim.com

FLEXIM Instruments Asia Pt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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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sg@flexim.com

FLEXIM S.A., C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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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flexim.cl

FLEXIM Flow India Pvt. Ltd 
Rohini New Delhi 
salesindia@flexim.com

FLEXIM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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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japan@flex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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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us@flex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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