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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ag 10/50/53 电磁流量计安装 
一、安装位置 

安装位置： 

测量管中出现气体积聚或形成气泡现

象时，会增加测量误差。 

因此，请避免下列安装位置： 

• 管道最高点， 易积聚气泡！ 

• 安装在向下排空管道的上方。 

 

 

 

 

 

 
泵的安装位置： 

不要将传感器安装在泵的入口侧。

以避免抽压时损坏测量管内衬。使

用活塞泵、隔膜泵或蠕动泵时，需

要安装脉动流缓冲器。 

 

 

非满管管道： 

倾斜非满管状态的管道需配置泄放口。 

空管检测(EPD)功能可检测管道状态：

满管或非满管状态。 

应避免固体残渣积聚！请勿将传感器

安装在倾斜管道的最低点处， 建议

安装泄放阀。 

 

 

 

 

竖直管道： 

在长于5 米(16 英尺) 的向下管道

中，需在传感器的下游安装虹吸管

或泄放阀。以避免抽压时损坏测量

管内衬。这种措施还可以防止系统

因压力下降而产生气穴。 

竖直管道上安装(h > 5 m/16 ft) 

1. 泄放阀 

2. 虹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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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装方向： 

最佳安装方位有助于避免测量管内的气体积聚和残渣存积。此外，为了正确测量某些特殊流体，可

以选用下列附件： 

• 电极清洗回路(ECC)：用于防止测量管中的导电性介质堆积，如测量易粘附的流体时 

• 空管检测(EPD) 功能：用于检测非满管管道，如测量除气流体或变换过程压力时 

• 可更换测量电极：用于测量磨损性流体时( 仅Promag W) 

 

垂直安装： 

自排空管道系统以及采用了空管检测功能

(EPD)或电极开路检测功能(OED) 的测量系统

的理想安装方位。 
 

 
 
 
 
 
 
 
 
 
 
 
 
 

水平安装： 

测量电极平面必须保持水平， 这样可以防止

由于气泡而导致的两个电极之间的短时间绝

缘。 

空管检测功能仅当测量管水平安装且变送器

外壳竖直向上时才能正常工作。否则当管道

为半满管或空管状态时，无法保证空管检测

功能能够正常工作。 

 

 

 

 

1. EPD 电极( 空管检测)：( 不适用于Promag H，DN 2 - 15，1/12" - ½")。 

2. 测量电极( 信号检测) 

3. 参考电极( 电势平衡)：不适用于Promag H 

 

前后直管段： 

如有可能，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开如阀

门、三通管、弯头等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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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铭牌： 

1、 订货号/系列号 

2、 标定K系数/零点 

3、 口径/压力等级  

4、 流体温度范围 TM：测量管 

5、 材料：内衬/电极 

6、 特殊产品的预留信息 

7、 允许的环境温度 

8、 遵守设备文件 

9、 设备版本的保留的附加信息（认证、证书） 

10、 标定公差 

11、 附加信息（举例）： 

 EPD/MSU：空管检测电极 

 R/B：参考电极 

12、 防护等级 

13、    流体方向 

 

 

 

 

 

 

 

 

三、振动： 
 

 
如果振动非常剧烈，注意固定管路和传感器。防止设备振动的措施(L > 10 m/33 ft) 

注意：如果振动非常剧烈，建议分开安装传感器和变送器。 

 

四、基座与支撑 

如果标称直径为DN ≥ 350 (≥ 14")，请将传感器安装在具有足够承重能力的基座上。 

 
注意：有损坏危险！请勿使用外框承受传感器的重量。外框的变形有可能会损坏传感器内部的励磁

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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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势平衡—接地 

被测流体和传感器等电势是电磁流量计进行准确测量的前提。大多数传感器都配备有标准参考电极，

以确保等电势连接。通常，不需要采取其它措施或使用接地环确保电势平衡。 

Promag L、Promag W 和Promag P  参考电极( 标准)。 

• Promag H 

– 无参考电极。通过金属过程连接实现与被测流体等电势。 

– 采用塑料过程连接的系统，必须使用接地环实现系统电势平衡。 

 

标准情况 

在接地的金属管道中使用设备时，通过变送器

的接地端子实现电势平衡。 

 

 

 

 

 

 

 

特殊情况 

流量计安装在： 

• 未接地的金属管道中 

此连接方法还适用于： 

• 无法通过常规方法实现系统电势平衡时 

• 可能出现极高的平衡电流时 

两个法兰均通过接地电缆( 铜线，横截面积至

少为6 mm² ( 0.0093 in2)) 与管道法兰相连

接，并接地。将变送器或传感器接线盒连接至

专用接地端子上，实现系统电势平衡。 

• DN ≤ 300 (12")：通过法兰螺栓将接地电

缆直接安装在 

法兰的导电涂层上。 

• DN ≥ 350 (14") ：接地电缆直接安装在金

属支架上 

 

 

 

 

 

 

流量计安装在： 

• 塑料管道中 

• 带绝缘内衬的管道中 

此连接方法还适用于： 

• 无法通过常规方法实现系统电势平衡时 

• 可能出现极高的平衡电流时 

通过附加接地环实现系统电势平衡。接地环通过

接地电缆( 铜线，横截面积至少为6 mm² 

( 0.0093 in2)) 连接至接地端子上。安装接地

环时，请遵守安装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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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计安装在： 带阴极保护单元的管道中 

流量计应安装在等电势的管道中。仅需通过接

地电缆( 铜线，横截面积至少为6 mm² 

( 0.0093 in2)) 将两个管道法兰相连接。通过

法兰螺栓将接地电缆直接安装在法兰的导电涂

层上。 

此连接方法还适用于： 

• 必须遵守等电势安装适用规范的要求。 

• 管道和流量计间不得存在其他导电性电气连

接。 

• 安装材料必须满足应用扭矩的要求。 

 

 

 

 

 

六、连接电缆的长度 

 

安装分体式仪表时，请遵循下列几点： 

• 将电缆固定敷设在金属屏蔽管道中。电

缆的移动会导致测量信号失真，特别是流

体的电导率较低时。 

• 请勿将电缆敷设在电气设备和开关柜附

近。 

• 请确保变送器和传感器等电势。 

• 允许的电缆长度Lmax 取决于流体的电导

率。 

 

灰色阴影区域= 允许范围 

Lmax= 连接电缆长度 ( 单位为[m]/[ft])   

流体电导率( 单位为μS/cm) 
 

 

七、Promag L 传感器的安装 

• 安装在两个传感器法兰(DN 50…300) 上的保护板用于固定接搭法兰，以及在运输途中保护PTFE 

内衬。因此，在将传感器安装到管道中之前，切勿拆除这些保护板。 

• 在设备存储期间，不可拆除保护板。 

• 确保法兰内衬不被损坏或拆除。 

 

注意! 

螺丝、螺母和密封圈等不在供货范围之列，必须

由客户提供。传感器安装在两个管道法兰之间： 

• 必须遵守所要求的扭矩 

• 如果使用接地环，请按照交货时附带的安装 

指南进行操作。 

• 为符合设备的技术规范，要求在测量段执行 

同中心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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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圈安装 

安装密封圈时需遵守以下说明： 

• 硬橡胶内衬→ 始终要求使用附加的密封圈！ 

• 聚氨酯内衬 → 无需使用密封圈。 

• 对于PFTE 测量管内衬，无需使用密封圈。 

• 对于DIN 法兰，仅使用符合DIN EN 1514-1 要求的密封圈。 

• 确保所安装的密封圈不会伸入管路横截面部分。 

注意！有短路危险！不要使用导电性密封材料，例如石墨！测量管内侧会形成导电层，使测量信号

短路。 

螺丝紧固扭矩(Promag L)详见表格 

 

八、Promag Ｗ 传感器的安装 

 

注意! 

螺丝、螺母和密封圈等不在供货范围之列，必须由

客户提供。 

传感器安装在两个管道法兰之间： 

• 必须遵守所要求的扭矩 

• 如果使用接地环，请按照交货时附带的安装指南

进行操作。 

• 为符合设备的技术规范，要求在测量段执行同中

心安装 

 

密封圈安装： 

安装密封圈时需遵守以下说明： 

• 硬橡胶内衬→ 始终要求使用附加的密封圈。 

• 聚氨酯内衬 → 无需使用密封圈。 

• 对于DIN 法兰，仅使用符合EN 1514-1 要求的密封圈。 

• 确保密封圈不会伸入管路横截面部分。 

注意！有短路危险！不要使用导电性密封材料，例如石墨！测量管内侧会形成导电层，使测量信号

短路。 

螺丝紧固扭矩(Promag L)详见表格 

 

九、Promag P 传感器的安装 

注意！安装在两个传感器法兰上的保护板可以保护法兰上翻转的PTFE，因此应在安装传感器前才拆

除。 

• 在设备存储期间，不可拆除保护板。 

• 确保法兰内衬不被损坏或拆除。 

 

注意! 

螺丝、螺母和密封圈等不在供货范围之列，必须由

客户提供。 

传感器安装在两个管道法兰之间： 

• 必须遵守所要求的扭矩 

• 如果使用接地环，请按照交货时附带的安装指南

进行操作。 

密封圈安装： 

安装密封圈时需遵守以下说明： 

• 对于PFA 或PFTE 测量管内衬，无需使用密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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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DIN 法兰，仅使用符合DIN EN 1514-1 要求的密封圈。 

• 确保所安装的密封圈不会伸入管路横截面部分。 

注意！有短路危险！不要使用导电性密封材料，例如石墨！测量管内侧会形成导电层，使测量信号

短路。 

螺丝紧固扭矩(Promag L)详见表格 

 

十、Promag H 传感器的安装 

密封圈使用：在安装过程连接时，要确保相关密封圈洁净无尘，正确居中。 

注意：使用金属过程连接时，必须牢固地拧紧螺丝。过程连接与传感器一起形成了金属连接，可确

保规定的密封压力。 

• 对于塑料过程连接，请遵守润滑螺纹的最大扭矩值(7 Nm / 5.2 lbf ft)。在过程连接和塑料对

接法兰之间必须始终使用密封圈。 

• 应该根据应用情况周期性地更换密封圈，特别是使用成型密封圈( 无菌型) 的情况！密封圈的更

换间隔取决于清洁周期、流体温度和清洁温度。密封圈替换件可作为附 

件单独订购。 

使用和安装接地环(DN 2 - 25， 1/12" - 1")： 

对塑料过程连接( 例如法兰连接或粘合性连接)，必须通过附加接地环来确保传感器和流体之间的

电势平衡。如果接地环丢失，电化学反应会损伤电极，从而影响传感器精度或导致传感器受损。 

接地环( 包括密封圈) 安装在过程连接内部。 

端面距不受影响。 

安装接地环 

1 = 过程连接六角螺栓 

2 = O 形圈密封圈 

4 = 传感器 

3 = 接地环或塑料环( 占位零件) 

 

 

a. 拧松四个或六个六角螺栓(1)，从传感器(4) 上拆除过程

连接。 

b. 从过程连接上拆除塑料环(3)，包括两个O 形圈密封圈(2)。 

c. 将其中一个O 形圈密封圈(2) 插回到过程连接的凹槽中。 

d. 按照图示将金属接地环(3) 放入过程连接。 

e. 将第二个O 形圈密封圈(2) 插入到接地环的凹槽中。 

f. 将过程连接装回到传感器中。在安装过程中，请确保遵守润滑螺纹的最大扭矩值 (7 Nm) (5.2 

lbf ft)。 

将传感器焊接到管道上( 焊接管接头) 

注意！ 

有损坏电子部件的危险！请确保焊接设备没有通过传感器或变送器接地。 

a. 请点焊过程连接，将传感器固定在管道内。 

合适的焊接夹具可作为附件单独订购。 

b. 拧松过程连接法兰上的螺丝，从管道上拆除传感器( 包括密封圈)。 

c. 将过程连接焊接到管道中。 

d. 将传感器装回到管道中。 

在安装过程中，请确保密封圈洁净和定位正确。 

 注意! 

• 在输送食物的薄壁管道上进行正确焊接时，即使安装了密封圈，也不会因为受热而 

损坏。然而，建议在焊接前拆除传感器和密封圈。 

• 如要进行拆卸工作，必须能够将管道打开大约8 mm (0.31 in)。 

 

 



 

该资料仅供参考，若有异议，请以随设备附带的操作手册为准 

十一、旋转变送器外壳 

在现场遇到客户观察表头不方便的时候，可以旋转显示表头。 

非防爆区中使用的现场型铝外壳： 

 

a. 拧松固定螺丝           b. 

顺时针方向轻轻旋转变送器外壳至

档块( 螺纹顶部)                           

c. 将变送器外壳逆时针旋转( 最

大360°) 至所需位置。 

 

 

1 区或Cl.I Div.1 防爆场合中的

使用的现场型铝外壳   旋转现场型不锈钢外壳： 

 
 

十二、安装墙装型外壳 

1、直接安装在墙壁上 
确定环境温度不超过允许范围（-20 --+60℃）,安装在避光处，避免阳光直射。 

安装时将电缆进线口朝下 

 

1. 接线腔 

2. 紧固螺钉M6：max.ø6.5 mm (0.25") ； 

螺丝头：max.ø10.5 mm (0.4") 

3. 外壳上的紧固螺钉安装孔 
 

 

 

 

 

 

 

 

2、柱式安装尺寸图                                  3、盘式安装尺寸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