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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G/KL-DCB(II)型
便携式电磁流速仪使用说明书

一、概述
MGG/KL-DCB(II)型

便携式电磁流速仪是一

种专为水文监测、江河流

量监测、农业灌溉、市政

给排水、工业污水处理、

实验测量等行业流速/流

量测量而设计的一种便

携式测量仪表。它采用了

特殊的微功耗设计方案，

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使

得仪表测量更加稳定可

靠，测量范围宽，测量精

度高，可广泛用于水文、水利、农灌、给排水等领域需要经常移动测量的

场合。

二、功能特点
 稳定可靠：测速传感器无活动部件，不会产生缠绕保持长期连

续可靠工作；

 工作时长：微功耗设计，一次更换电池可连续工作 80 个小时以上，

使测量更方便；

 高清显示：显示器采用高清晰背光源 LCD 显示器，全中文汉字菜单显、

使用方便，无论白天黑夜清晰读数。

 显示齐全：仪表界面显示流速、流向、单位、测量值、电量、报警信

息、运行时间、工作状态等参数。

 操作简单：测量形式多样，既可以使用测杆测量又可以使用吊绳测量。

 节电环保：仪表具有自动关机功能可选。

三、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流速测量 0.005m/s～10m/s（分辨率 5mm/s），；

 测量精度：±1.0%FS；

 采集时间：10S～900S 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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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电方式： 1.5V*5 碱性电池；

 显示方式：LCD 大屏幕液晶背光源显示器，流速、流向、单位、测量

值、电量、报警信息、运行时间、工作状态；

 物理接口：RS485 接口（可选）

 介质电导：>20µs/cm

 介质温度： 0℃～60℃

 环境温度：-10℃～50℃

 显示位数：水位 5 位（XX.XXX）

 外型尺寸：204*100*35mm（显示仪）

 外形尺寸：Φ32×460（mm）（传感器）

 测杆长度：常规 500mm×节数 （500mm×节数可选）或吊环配件

四、工作原理
MGG/KL-DCB(II)型便携式电磁流速仪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制

做的。

当导电流体在沿流速传感器的交变磁场与电极中轴线垂直面运动时，

导电流体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势，该电势被信号电极（在与导电流体平

行线和磁力线相互垂直的流速传感器两侧壁上安装了两个对称的电极）所

采集，此感应电势与流速大小成正比；转换器通过该感应电势计算出流过

流速传感器侧面的导电流体流速，此流速信号经流量显示仪放大转换成与

流速信号成正比的数字量信号，由此实现流速的测量。

流速方程式

VKBDE  (K 感应电势放大倍数)

E——感应电势（V）

V ——流体通过测量范围内电极平面时的平均流速（m/s）

B——磁感应强度（T）

D——感应电势间距

五、仪器组成结构
本仪器结构按工作原理分为：电磁流速传感器、流量显示仪、测流杆

（或者悬挂钢丝）等三部分。

六、仪表基本组装与简介（如下图所示：）
6.1 流量显示仪接线端口说明

6.1.1 显示仪端口：用于连接电磁流速传感器，电磁流速传感器引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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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好连接插头，使用时将插头直接插入拧紧两侧螺丝即可。

6.1.2 显示界面：

6.1.3 电池端口：

电池是 5 节*1.5V

碱性电池（市场通

用便于购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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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开关端口：用于打开和关闭电源。

6.2 流速传感器：

流速传感器由流速传感器、流速仪尾翼连接线组成。

流速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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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仪尾翼

吊环、中轴配件

连接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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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杆连接总成

七、仪表菜单、键盘功能及参数设置
按键说明

1. 退出键：退出功能——在参数设置状态下长按 6s 退出设置状态返回

工作界面

2. 巡加键：向前翻页或者修改参数时加 1 键。

3. 巡减键：向后翻页或者修改参数时减 1 键。

4. 启/停键：保存功能：在参数设置完成后，轻按此键使光标移出，此

时参数被设定完成并保存；设置/移位功能：在参数设

置状态下轻按下此键进入光标所指的参数设置/修改内

容，再按此键作为移位键使用。长按此键 6s 可进入密

码输入界面。

密码输入（工程模式下使用）

仪表开机运行后如需对工作模式进行修改或其他需改动参数时，要输

入相应的管理密码才能进入参数的设置或修改状。密码为 6 位数字在

000000～999999 之间任意设定，默认为 000000。实际使用时可自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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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工作模式下，长按“启/停”键 6 秒→显示“输入密码 000000”此

时按一下“启/停”键第一位密码值将开始闪动，此时用“巡加或巡减”

键将其修改为密码第一位值，再按一次“启/停”键，闪动背影移到下一

位密码位置处并保存上一个密码值。重复上述步骤完成六位密码的输入，

最后再按一次“启/停”键将闪动背影移出该项，系统则进入参数设置状

态。

参数设置与修改

仪表进入设置状态后，显示界面上要修改的参数左上角会出现

“Setup”字符。按“启/停”键进入需要设置项，用“巡加或巡减”键进

行数值的增加或减小的修改和不同参数项之间的翻页，用“退出”键进行

不保存未修改完的参数。

以修改背光开启为例——进入参数设置/修改状态后，用“巡加或巡减”

键翻页，找到背光开启项。按下“启/停”键，背光开启项上出现闪动光

标，然后用“巡加或巡减”修改该参数，使之为需要的数值，修改完成后

按一次 “启/停”键，将光标移出，同时该项参数设置/修改被确定并保

存。待所有参数设置/修改完成后，长按 “退出”键 6秒钟后，程序即返

回到正常测量状态（如果在设置状态下无任何操作，程序会在 60 秒后自

动返回到正常测量状态）。

7.1 流速仪模式菜单

页面 参数项 设定、显示单位 显示提示符 默认值

1

零点校准 0=清除，1=校准 零点校准 0

测量时间 0-9 档 采样周期 2（30s）

间隔时间 0-9 档 间隔周期 0（0s）

运行时间 运行时间 h

2

反向调整 0=关或 1=修改 方向调整 0

自动关机 0=不关，1=关机 自动关机 1

背光开启 0=关闭，1=开启 背光开启 0

7.1.2.菜单及参数详细说明

1.零点校准：该项参数为系统零点调整功能参数。仪表在使用前如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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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零点偏差，可通过此参数进行零点标定。该菜单置 01 时 60 秒自动校准。

2.测量时间：流速仪在一定时间内所测得的流速数据经过平均后送到显

示器上显示，这段时间即测量周期。(长的测量周期能提高仪表显示流速

的稳定性及输出信号的稳定性。适用于脉动流量测量现场；短的测量周期

表现为快速的测量响应速度，适用于需要测量即时流速的测量现场，此项

参数根据实际现场水流情况设置）。

3.测量间隔：即测量时间间隔，长时间间隔可使每次测量进行手动启停。

4.运行时间：即开机运时间。可做测量参考。

5.方向调整：此参数主要是用于厂家出厂前标定所用，使流速仪表达

到出厂一致性。即显示值为正。

6.自动关机：显示仪分限时工作和连续工作两种工作模式，选择 1为

限时工作方式（1800s 自动关机），选择 0 为连续工作方

式（直至电压值变低）。

7背光开启：此参数为仪表功能性设置项，使仪表具有背光常亮功能，

方便读数测量使用仪表。选择 0关闭背光即无按键操作

背光 60s 自动关闭，选择 1 为背光常亮直至关闭电源。

7.1.3 按键说明

退出键：长按退出键 2s 可以终止当前参数设置，返回主测量界面开始周

期型测量数据。

巡加键：向前翻页及修改参数时加 1 键。

巡减键：向后翻页及修改参数时减 1 键。

启停键： 保存功能在参数设置完成后，轻按此键使闪动光标移出，此时

参数被设定并保存；设置/移位功能在参数设置状态下轻按

2 秒下此键进入光标处所指的参数设置/修改内容，再按此

键作为移位键使用。

7.2 工程模式菜单项

页面 参数项 设定、显示单位 显示提示符 默认值

3 密码调整 0-999999 密码调整 000000

4
传感器系数 厂家标定 传感器系数 实标值

转换器系数 厂家标定 转换器系数 实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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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调整 厂家标定 零点调整 实标值

4

流速切除 0-1.000m/s 流速切除 0

流速数点 1,2,3 数值数点 3

通信地址 1-255 通信地址 1

通信速率 6档 通信速率 3（9600）

阻尼系数 5档 阻尼系数 3（50）

5

线性修正 0=关闭；1=打开 线性修正 0

实测流速 1 厂家标定

修正流速 1 厂家标定

………… 厂家标定

………… 厂家标定

实测流速 8 厂家标定

修正流速 8 厂家标定

7.2.1 菜单及参数详细说明

第 3 页：

1. 密码调整：此项参数为用户密码调整项，出厂默认 000000，用户

可自行调整所需密码已达到数据的保密性。

第 4 页：

1. 传感系数：该项参数为流速传感器标定系数。流速传感器都有唯一

的传感器标定系数，该系数由实际标定得来并在合格证上标注。

仪表出厂时此系数已经被置入（不可修改）。

2. 转换系数：该系数为显示仪制造厂专用系数，用该系数将电磁流量

显示仪测量电路系统归一化，以保证所有电磁流量显示仪间的互

换性达到一致 0.2%（此系数用户不可随意修改）。

3. 零点调整：该系数为系统零点调整的补偿参数，可手动补偿零点修

正值。用户一般不得自行修改。如果有零点偏差，可通过

此参数进行零点标定。

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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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速切除：该参数作为仪表的辅助性参数项设置。不同仪表具有不同

的设置内容。可实际标定而得。

4.流速数点：该参数作为仪表显示精度选择项，对应不同类型的仪表以

及对不同级别的仪表选择不同的数值精度，可使测量数值

稳定可靠，方便用户记录和观察。

5.通信地址：仪表通讯时的站地址。

6.通信速率：通信时的速度分 4 档可选

7.阻尼系数：限制流速波动的参数。

第 6 页

1. 线性修正：该参数作为仪表线性修正功能选择项参数，即 0不启用

该功能，选择 1 启用该功能

2. 实测流速：此项参数为线性修正时实测点流速值。出厂实测标定而

得。用户不可自行修改。

3. 修正流速：此项参数为线性修正时修正点流速值。出厂前修正流速

而得。用户不可自行修改。

附注：

非线性流速修正功能使用说明：

非线性修正功能，原则上是用于低流速（0.5m/s）以下的线性调整，

该功能设计有 8 段修正，分为 8 个流速点和 8 个修正系数。

非线性修正系数是在原传感器标定系数的基础上再进行修正，因此，

应先关闭非线性修正功能，标出传感器系数，然后再把该功能打开进行非

线性修正。根据传感器的非线性段，进行实测流速及修正流速的设置，若

设置的合适，不用重新标定。

设：经过传感器系数计算的流速为原流速，经非线性修正后的流速称

修正流速，则修正后的流速有以下对应关系 ；

在 流速 1＞原流速≥流速 2 区间；

修正流速 1=修正系数 1×原流速；

在 流速 2＞原流速≥流速 3区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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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流速 2= 修正系数 2×原流速；

在 流速 3＞原流速≥流速 4 区间；

修正流速 3= 修正系数 3×原流速；

在 流速 4＞原流速≥5 区间；

修正流速 4= 修正系数 4×原流速；

在 流速 5＞原流速≥0 区间；

修正流速 5= 修正系数 5×原流速；

…………………………………………………….

……………………………………………………..

注意：设置流速时，应保持如下关系：

流速 1＞流速 2＞流速 3＞流速 4＞流速 5…>流速 8

修正系数的中间值为流速等于修正，修正系数大于中间值为正修正（加

大），修正系数小于中间值为负修正（减小）。

该工作在仪表出厂前已经做了标定。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请勿自行标定以免

影响仪表的正常使用。如有丢失数据请返厂进行标定。

八、仪表使用方法
8.1 流速测量

该仪器是当前测量导电流体比较先进的测量仪器，使用时不需要进行参数

设置。首先将传感器与显示仪正确连接，然后打开显示仪上的电源开关，

接着将流速传感器置入河渠测量点上即可测流速；显示器上显示的参数第

一排对流速方向，第二排对应测量值（可在此界面直接查看测量值），第

三排对应仪表供电电量指示值、报警状态、运行状态、运行周期时间值或

停止测量时间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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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测量使用规范

1、使用前检查电池电量是否符合要求定期更换电池。

2、传感器使用前检查外观是否有损、有油腻物。

3、转换器正常使用测量前开机运行十分钟热机。

4、传感器和转换器连接要可靠、稳定。

5、读数计量要准确求真务实。

6、使用前详细阅读使用说明书避免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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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传感器摆放位置符合 8.3 要求（一般要求放置水面以下 0.6 倍水深）。

8.3 测量要求

①测量点要尽量选择在渠道或河道比较平直的地段，避开闸门、弯道、

进水口/出水口、上下坡道处，直渠段要有一定的长度（上游 10-15

倍渠宽，下游 2-5 倍渠宽）。这样测量段的水流分布就会相对稳定

和均匀，测量数据就会更加稳定、准确。

②流速传感器放置：测量头部指向水流上游以保证流速传感器平行于

水流方向，静等流速传感器稳定运行 100 秒后再读取测量数值，避

开干扰信号的初始输入和消除电极氧化膜干扰。

③两种工作模式：间隔周期选择 0 为连续性周期测量工作方式，选择

间隔时间时为手动或者间隔时间段工作方式。连续方式为不间断周

期测量设计，当流量显示仪开始工作时，工作一个周期后自动进入

下一个周期测量。背光无操作显示器背光源默认自动关闭，这时显

示器显示方式为普通的无背光液晶显示方式；如果要打开显示器背

光源，按键盘上的任何按键都可以马上开启显示器背光源；流量显

示仪节电工作 60 分钟后自动关闭工作电源停止工作。不节电工作

方式为流量显示仪连续工作直到电池电量用完为止。

8.4 仪表测量使用举例

本列仪 MGG/KL-DCB(II)系列中Ⅰ型流速仪为实例说明。

8.4.1 测量前准备：

1、检查设备完整性（外观是否有损坏）

2、设备功能检查、备品备件（开关机是否正常显示）。

3、检查电池电量是否正常（是否够用，否则提前准备电池）。

4、带起必备工具（纸笔等）。

8.4.2 测量使用举例：

1、传感器和转换器连接紧固（电极上除污去尘）。

2、开机运行 10-20 分钟进行热机。

3、选择测点位置、安装传感器（参照 8.3 测量要求）

4、设置测量使用模式（手动周期测量还是自动测量）

手动测量：测量间隔周期设长即可在测量间隔周期内任意时间按下

启停键自行测量数据；自动测量：测量间隔周期设 0 即关闭间隔测量模式

即可自动进行周期测量。

5、做好测量记录，测量完毕做好总结保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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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零点校准（自动调零）

零点校准：进入参数设置/修改状态后，先将测量周期项设置为 1

（1*10s），再找到零点校准项，按一次 “启停”键进入零点自动调试项，

这时该项 0数字出现闪动光标，按 “巡加”键把零改为 1，再按一次 “启

停”键后，启动零点自动校准。零点自动校准时间为 60 秒钟，这时上行

数字闪动由 60 逐渐减小到 0，零点自动校准结束。仪表在使用或校验之前

需进行零点调试，在零点自动调试过程中，必需保证被测介质静止不动且

要使被测流体球状包围在传感器电极周围，同时被测导体容器需非导电材

质。（举例：如下图所示）。

附注：操作要领说明

1、流速仪电极处于被测流体中心，传感器金属部分接触被测液体。

2、传感器调零期间使被测液体和传感器相对静止。

九、维护（注意事项）
9.1 长时间搁置后，使用前用洁净的湿布擦拭电极（然后浸没在水中

3-5 小时）

9.2 经常保持流速传感器的洁净，防止泥、油脂粘结。

9.3 保持电磁流速显示仪的洁净与干燥。

9.4 正常给电磁流速显示仪内部更换电池（内部电池为 1.5V5 节电池，

长期搁置不用时应取出内部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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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故障处理
序号 报警图示 信息提示 处理方法

1 低压报警 及时更换电池

2 励磁报警

1、励磁线接线松动

2、励磁线断裂

3、以上无误返厂

十一、产品成套性
10.1 MGG/KL-DCB(II)(II)便携式明渠流速显示仪 一台

10.2 流速传感器 一台

10.3 流速仪尾翼 一个

10.4 五米钢卷尺 一把

10.5 内六方扳手 三个

10.6 测量插杆（定货长度） 一套

10.8 测量钢丝（定货长度） 一卷

十二、随机文件
11.1 使用说明书 一份

11.2 产品合格证 一份

11.3 装箱单 一份

11.4 流速仪履历表 一份

11.5 用户意见征求函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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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意见征求函

尊敬的用户：

感谢您使用我公司的产品，为了更有效的保证产品质量，为您提供

更加优质的服务，请您在百忙之中将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您对

该产品的建议一并填在下表中，我们将及时改进。

产品质量反馈信息表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检验员 合格证日期

产品存在的问题（或建议）：

用户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填表人 日期

河南宏达尔仪表有限公司
www.hdek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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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宏达尔仪表有限公司

TEL:0371-53735520

URL:http://www.hdek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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