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產品特色 |

| 應用領域 |

量測精度高達1%
主機防護等級達IP67，傳感器防護等級達IP68
量測範圍大，量測管道口徑DN15 ... DN6000
可搭配溫度計量測BTU (熱量)

石化工業 / 化學應用領域 / 製藥 / 食品產業 / 金屬產業 / 礦產業 / 造紙印刷

E2109-FUM05B

流量-FUM05B
FUM05B
超音波流量傳感器

www.eyc-tech.com

| 產品介紹 |
FUM05B超音波流量傳感器應用於各種液體流量的長期即時量測，主機防護等級達到IP67，可承受水壓，或浸泡於水
中；可分室內外安裝，主機安裝於室內 / 儀表櫃 / 儀錶盤，傳感器安裝在量測管道上，兩者以專用電纜連接，另配接
溫度計，可同時監測流量與溫度；廣泛應用於石化 / 水利  / 冶金 / 化學 / 機械節能等工業之製程 / 節能監測，是生產
過程中最重要的流量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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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概觀 |
主機
原理

精度

數位輸出

訊號輸出

訊號輸入

顯示器 

工作電源

功耗

量測介質
液體種類

溫度

濁度

流速

管道安裝條件
管材

管內徑

直管段 

工作環境
溫度

濕度

材質
專用電纜

尺寸

超音波時間差

流量：±1%

RS-485，Modbus

4 ... 20 mA ，阻抗 0 ... 1 K，精度 0.1%

OCT 脈衝輸出

繼電器輸出

4 ... 20 mA，精度 0.1%

可連接 Pt100三線式溫度計，以量測BTU (熱量)

2x20 LCD液晶顯示器具背光功能

支援中文、英文、義大利文

DC 8 ... 36 V or AC 85 ... 264 V

1.5 W

各種能傳導聲音波的單一均勻液體

如：水、海水、工業汙水、酸鹼液體

酒精、啤酒各種油類等

-30 ... +160°C

≦10000 ppm (氣泡含量小)

0 ... ±10 m/s 

*請確認產品與連接RS-485之儀器共地，避免接地電壓差造成損害。

鋼、不鏽鋼、鑄鐵、水泥管、銅

PVC、鋁、玻璃纖維

15 ... 6000 mm

傳感器最佳安裝於上游10D

下游5D，距泵浦出口30D (D為管徑)

主機：-20 ... +60°C

流量傳感器：-30 ... +160°C

主機：85%RH

流量傳感器：可浸水工作

                           水深 ≦2 m (傳感器灌膠後)

訂製雙絞線，一般情況下限制50公尺

選用RS-485通訊，傳輸距離可達

1000公尺以上

132x150x85 mm (主機)

| 尺寸圖 | 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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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種安裝方式 |
主機可選擇多種安裝方式：
(1) 壁掛安裝  (2) 導軌安裝：導軌固定夾或PCB安裝支架(3) 安裝於防爆箱內

供水管

回水管

安裝無需斷流， 無壓力損失

配接外夾溫度傳送計，可量測溫度以

達到BTU (熱量) 計算

安裝維修方便

流量量測 熱量量測 特點

| 量測組成圖-外夾式 |

- DN              mm -          m -         -    TM-1 250 10 N 0
0：安裝
1：不安裝

N          ：無溫度量測
PT.3M：Pt100貼片式表面溫度計

電纜長度*管徑

TS-2        ：小型標準夾
TM-1       ：中型標準夾
TL-1        ：大型標準夾
TS-2-HT ：小型高溫夾
TM-1-HT：中型高溫夾
TL-1-HT ：大型高溫夾

FUM05B -

| 選型表 |

溫度計 SD記憶卡流量傳感器

*電纜長度為兩條電纜的總長。例：電纜長度選擇20 m，即每個夾具平均為10 m。

壁掛安裝
導軌安裝 

(導軌固定夾)
導軌安裝 

(PCB安裝支架) 防爆箱內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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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測管限制：DN40 (1.5吋)、DN80 (3吋)

項目

水流速：0.0 m/s ... 5 m/s

水流量：≦ 580 L/min
流量

校正範圍

項目

流量計

校正範圍

水流率：2.54 m³/h ...30 m³/h (42.3 L/min ... 500.0 L/min)

水流速：0.2 m/s ... 3 m/s

| 加購校正報告 |

宇田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正實驗室(認證編號：3032)為符合ISO / IEC 17025規範，並具與ILAC-MRA相互承認資格之TAF認證標準實驗室

■ILAC / TAF

■工廠 ISO 9001

本產品可加購校正報告，欲知最新校正範圍與加購詳情請直接洽詢業務專員或至官網聯繫我們

SD記憶卡儲存器與卡座

SD記憶卡可大量儲存超音波流量計的量測數據。
可使用：流量數據分析、統計軟體來處理量測數據，包括製
表、統計、數據分析、列印報表與製作流量曲線等功能。

| 可選配SD記憶卡 |

選配不同類型的溫度計，可量測熱量

| 溫度計選配表 |

圖片 型號

PT.3M

類型

Pt100貼片式表面溫度計 < DN50

量測範圍 溫度範圍

-40 ... +160°C

安裝要求

無需斷流

精度

100°C ±0.8°C
精確匹配後溫差≦0.1°C

圖片 溫度範圍

-30 ... +90°C

-30 ... +160°C

標準夾裝式

類型

高溫夾裝式

根據不同的流體、管道條件與安裝方式，可選擇不同的傳感器 (不同傳感器的安裝方式及特點請參照量測組成圖 P3)

| 流量傳感器選配表 |

尺寸
45x25x32 mm
64x39x44 mm
97x54x53 mm

45x25x32 mm
64x39x44 mm
97x54x53 mm

量測範圍
DN25 ... 100
DN50 ... 700
DN300 ... 6000

DN25 ... 100
DN50 ... 700
DN300 ... 6000

型號規格
TS-2   (小型標準)
TM-1  (中型標準)
TL-1   (大型標準)

TS-2-HT  (小型高溫)
TM-1-HT (中型高溫)
TL-1-HT  (大型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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