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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DDCT1158 超声波流量计及分析仪是采用 ARM 芯片及低电 压

宽脉冲发射技术设计的一种通用时差型超声波液体流量计，

适用于工业环境下连续测量不含高浓度悬浮粒子或气体的均

质 液体的流量。

一、产品概述

二、产品特点

 正、负流量，累计流量测量，双向流量计算

 测量准确度高

 上下游直管段短

 适合大口径管道测量

 传感器冗余技术

 在线带压安装，无需停产

 无压力损失

 RS485 接口，Modbus 通讯协议

三、应用行业

自来水、饮料、海水淡化、污水处理、工业循环水、化学原料、化学试剂添加、润滑油、原油、…

四、产品配置
KSDDCT1158 多声道超声波流量计由传感器和

变送器两部分组成，传感器有管段式和插入式。管

段式 采用法兰安装十分方便，声路个数从 2 路到 6

路可选，防 护等级为 IP68 适合在潮湿、浸泡等恶

劣环境下使用，采 用插入式传感器可以现场在线安

装，无需停产。



流速范围 ±(0.01 ~7) m/s
准确度 ±0.5%
重复性 0.1%

管径范围 100mm ~ 5000mm

功能指标

输出

模拟输出：4〜20mA,最大负载 750区
脉冲输出：0〜9999Hz,OCT输出（最大和最小频率可调）

继电器输出：最高频率 1Hz（1A@125VA C或 2A@30VDC）
通讯 RS232/RS485通讯接口，支持Modbus协议

TF卡 容量:最大支持 32GB
存储间隔：1~13000秒

电源 90 〜250VAC@48 〜63Hz 或 10 〜36VDC
键盘 24键触摸按键

显示屏 5.0英寸 TFT彩屏

温度 变送器安装环境温度：-10°C~60°C
传感器测量介质温度:-40°C~80°C（标配）

湿度 相对湿度 0〜99%,无凝结

物理特性

变送器 防护等级 IP65

传感器 密封设计，防护等级 IP68
标准电缆长度：9m

重量 变送器：4.5kg

六、产品接线

五、技术参数



七、规格尺寸

八、传感器安装方法

W211 型插入式传感器

防爆等级:Exia II BT6



W211型插入式传感器 防

爆等级：Exia II BT6
WH型高温插入式传感器
防爆等级：Exia II BT3

误差曲线图



九、选择测量点

超声波流量计在所有流量计的安装中是最简单便捷的。只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测量点、把

测量点处的管

道参数输入到流量计中，把传感器安装在管道上即可进行测量。

选择测量点时要求选择流体流场分布均匀的管段部分，以保证测量精度。

安装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选择充满流体的管段，如管路的垂直部分(流体最好向上流动)或充满流体的水平管段。

 测量点要选择距上游 10 倍直径(10D)、下游 5 倍直径(5D)以内的均匀直管段，该范围内没有

任何阀门、弯头、变径等干扰流场的 装置。直管段长度推荐采用下表所示的数值。

 在水平管段上,传感器应安装在管的 9 点、3 点钟位置，应避开 6 点、12 点的位置，以免管道

底部沉淀物或管道上部的气泡、气穴引 起信号的衰减。

 要保证测量点处的温度在可工作范围以内。

 充分考虑管内壁结垢状况，尽量选择无结垢的管段进行测量，不能完全满足时，需把结垢考

90 度弯头



虑为衬里以求得到较好的测量精度。

 选择管材均匀致密，易于超声波传输的管段。

十、产品选型表

选型格式：KSDDCT1158 -A-B-C-D-E

I 型号 变送器描述

产品名称：多声道超声波流量计

安装方式：挂墙式
流速范围：±（0.01~7）m/s

准确度：±0.5% 准确度等级：0.5 级

操作方式：24 键触摸按键
显示屏：5.0 英寸 TFT 彩屏

DCT1158 电源：220VAC ± 10%@48 - 63Hz,可选 24VDC

外壳：铸铝机箱
防护等级：IP65
输出：4 - 20mA, OCT 脉冲输出，继电器输出

通讯：RS485 通讯接口，支持 Modbus 协议

A I/O 选项

1 标配：4-20mA, OCT 脉冲输出，继电器输出
3 WiFi 功能（请咨询厂家）

B 变送器机箱

1 外壳：铸铝机箱，防护等级：IP65

2 防爆机箱，Exd II BT4
3 防爆机箱，Exd IICT4
4 防爆机箱，Exd II BT6
5 防爆机箱，Exd IICT6

c 传感器描述

W110

常温插入式传感器
安装方式：插入式
可测管径范围：150mm - 5000mm
传感器标准电缆长度：9m
探头外壳：不锈钢，底座：碳钢，球阀：黄铜 测量介质温度：-40°C〜
+80°C, PN1.6MPa

W211

常温小型插入式传感器
安装方式：插入式
可测管径范围：100mm ~1200mm
传感器电缆长度：9m
探头外壳：不锈钢，底座：碳钢，球阀：黄铜 测量介质温度：-40~+80°
C, PN1.6MPa

WH101

高温插入式传感器

安装方式：插入式

可测管径范围：150mm ~ 5000mm

传感器标准电缆长度：9m

探头外壳：不锈钢，底座：碳钢，球阀：黄铜

测量介质温度：-40°C~ + 150°C 插入式，PN1.6MPa

C011

常温传感器

安装方式：外夹式

可测管径范围：25mm~5000mm

传感器标准电缆长度：9m

探头外壳：不锈钢/P 曰

测量介质温度：-40°C〜+80°C



D 声道个数

2 2 声道(DN100/DN150/DN200/DN250)

3 3 声道（口径 DN300 及以上），碳钢

4 4 声道（口径 DN400 及以上），碳钢
6 6 声道（口径 DN600 及以上），碳钢

选型举例:KSDDCT1158-l-l-W211-4,含义：4声道 W211 插入式，标准 I/O,标准机箱

注：①如果对传感器及其安装配件材质、压力有特殊要求，请咨询凯思达公司。

十一、防爆机箱/防雷电源

防雷电源（雷姆电源）（选项）

型号：FFH-001
电源防雷器性能：

防雷等级：II 级（IEC EN61643-11.2001）
标称工作电压：AC90〜245V,50/60Hz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AC 265V
工作环境温度：-40°C〜+60°C
在雷击电流＜20KA条件下，保证 20次的自恢复能力

传感器防雷器性能：

标称工作电压：DC 36V
最大持续工作电压：DC 42V
最大传输带宽：5MHz
在雷击电流＜20KA条件下，保证 20次的自恢复能力

十二、产品系列

防爆机箱（选项）

防爆等级：Exd

Exd

Exd

II BT4

II CT4

II BT6

II CT6

电气接口: 4XG1/2"

Exd

扣即测系列

DCT1438K外夹式（PVC）
DCT1438KG外夹式（铜管）

DCT1438KG外夹式（不锈钢管）

......

准确度 0.2级
UCT3488高动态响应

UCT3488D多声道高动态响应

.......

准确度 1.0级
DCT1158外夹式/插入式

......

热（冷）量表

HCM1158LH冷（热）量

表
智慧空调系列

F5挂墙式/挂管式流量表

F8挂墙式/挂管式流量表

E5挂墙式/挂管式冷量表

E8挂墙式/挂管式冷量表

准确度 0.5级
DCT1188i插入式

DCT1288i便携式

DCT1188外夹式/插入式

DCT1158 多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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