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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超声流量计的发展现状、性能特点、计量原理、结构组成，及中乌输气管道的生产和商业
计量需求，从系统组成、设备安装、信号传输等方面介绍了中乌输气管道超声计量系统。系统由 4 声
道超声流量计（USM）、流量计算机（FC）、压力变送器（PT）、温度变送器（TT）和气相色谱仪（GC）等
设备组成，超声流量计成橇安装，USM、PT、TT 和 GC 的数据信号分别传到 FC，FC 负责根据相关参
数计算标准状况下计量交接的体积流量。对系统使用中的几个技术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包括标
况流量范围、噪声干扰、管道和气流的清洁、小流量扰动、振动、声道报警、备用断电、环境温度等，提
出了方法和建议，对超声流量计的操作和维护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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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超声波的原理测量流量始于 1928 年，于 20

度计量（表 1），而且管道流量和管径越大，准确度越

世纪 70 年代进入实用阶段，但仅限于测量液体流量，

高。超声流量计的性能优势表现在诸多方面：可长期稳

测量气体流量则始于 90 年代。与孔板、涡轮、涡街等

定运行，大大降低了维护费用；测量范围（量程比）很

传统流量计相比，超声流量计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

宽，一般为 1∶40～1∶160，最大可达 1∶300；重复性高，

（表 1），在天然气流量计量领域中的应用日益广泛，目

有的可实现双向流量计量；所需上下游直管段较短；无

前已从单声道流量计发展到 4 声道、5 声道和 6 声道

可动部件，使用安全、可靠；超声换能器轻巧，所占空

流量计，国内西气东输、川气东送等重大管道工程都

间小，安装维护方便；流量计本体无压损，可降低长输

使用了 Daniel 4 声道超声流量计。比较有代表性的制

管道的增压费用；不受涡流与横截面流速分布变化的

造商有 Daniel（被 Emerson 收购）、Instromet（被 Elster

影响；可精确测量脉动流；不受沉淀物、湿气的影响；

[1]

收购）、RMG、FMC、Controlotron 等公司 。

具有自检、自诊断功能；管内无阻流件，可允许清洗
球自由通过管道和流量计，便于清洗；无磨损，示值无

1 超声流量计的性能特点[2-3]

零点漂移现象，偏移误差小；动态测量范围宽；不受压
力、温度、气体组分变化的影响；增加声速核查功能后

超声流量计适用于各种管径管道流量的高准确
表1
流量计
类型

不确定度
%

孔板

不再需要频繁检定。

不同类型流量计的性能特点

量程比

适用管径
/mm

压损

对涡流的
敏感度

对流速分布
的敏感度

脉动流
测量

双向流
测量

气体
测量

管路
清洗

1.0

3:1

50～800

很大

很敏感

很敏感

不适合

不能

不能

不能

涡街

1.0

30:1

50～300

较小

很敏感

很敏感

不适合

不能

不能

不能

涡轮

1.0

20:1

10～500

较小

较敏感

较敏感

不适合

不能

不能

不能

超声

0.5

300:1

无

不敏感

不敏感

适合

可以

可以

可以

75～1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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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乌天然气管道超声计量系统

谱分析仪（GC）等设备组成。

2.1 计量站设置

标准状况下的流量公式[4]：

FC 通过对 USM 测得的流量进行体积修正，得到

中乌天然气管道总长约 529 km，南起土库曼斯
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格达伊姆，北至乌兹别克斯
坦和哈萨克斯坦边境。为了计量土库曼斯坦的来气量

式中：Vn 为 FC 根据气体状态方程计算得到的标准状

和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进气量，分别在管道起点和终点

况下的天然气体积流量，m³/h；Vf 为 USM 测得的工作

建立了 WKC1 和 MS 两个计量站。一期工程均使用

状况下的天然气体积流量，m³/h；pf 为 PT 测得的流经

Emerson 提供的计量设备，全线共设计安装 DN400 超

流量计的天然气瞬时压力，MPa；pn 为 1 标准大气压，

声波流量计 16 台，8 台用于 WKC1 站的生产计量，8

取 0.101 325 MPa；Tf 为 TT 测得的流经流量计的天然

台用于 MS 站的商业计量。其中，WKC1 站的 8 台流

气瞬时热力学温度，K；Tn 取 293.15 K；Zf 为工作状况

量计分为 2 组，分别计量 A、B 线来气，每组 4 台，设计

下流经流量计的天然气瞬时压缩因子，由 FC 根据 GC

为 3 用 1 备，每路计量管道出口均设流量调节阀，用以

分析得到的组分值按照文献[8]计算求得，无量纲；Z n

控制管道出口压力；MS 站计量区的 8 台流量计没有

为换算到标准状况下流经流量计的天然气瞬时压缩

分组，设计为 6 用 2 备，每路计量管道出口均未设工

因子，由 FC 根据 GC 分析得到的组分值按照文献[8]

作调节阀，不能控制管道出口压力，计量系统配置与

计算求得，无量纲。

WKC1 站相同。

中乌天然气管道的两套计量系统均由 8 台 USM、

2.2 计量系统组成与设备参数

FC、PT、TT 和 1 台 GC 组成。其中 16 台超声流量计经中

超声计量系统由超声流量计（USM）、流量计算机
（FC）、压力变送器（PT）、温度变送器（TT）和气相色
表2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国国家石油天然气大流量计量站南京分站校准，其他设
备经乌兹别克斯坦计量服务中心检定合格（表 2）。

中乌天然气管道超声计量系统设备主要参数
测量范围

285～11 400 m³/h

不确定度%

压力等级/MPa

0.500

10

国别和生产厂家

USM

3400 DN400

美国 Daniel

FC

Floboss S600

PT

3051S

0～10 MPa

0.075

10

美国 Rosemount

TT

3144P

0～100 ℃

0.020

10

美国 Rosemount

GC

570

CH4～C6＋

美国 Emerson

2.3 系统安装

美国 Daniel

中，与超声流量计一一对应。

超声流量计采用成橇安装（图 1）方式。根据文献

2.4 信号传输

[4]的要求，在超声流量计上游 10 D（管道内径）处安

USM 测得的工况体积流量为脉冲信号，通过现场

装 Emerson 提供的盘式整流器，用于调整上游气体的

与站控室之间的 RS485 数据线传到 FC；PT、TT 测得

流态；在流量计表体安装压力变送器；在流量计下游

的压力、温度为（4～20）mA 信号，通过模拟量数据线

[5]

（3～5）D 处安装温度变送器 。气相色谱仪安装在进

传到 FC；GC 分析得到的天然气组分值为（4～20）mA

站管道旁专用的分析室中，便于从管道中采集气样；

信号，首先传到 2350 控制器，由 2350 控制器转换成

气相色谱分析仪配套的 2350 型控制器安装在站控室

RS485 信号分别传到各 FC。最后，FC 根据工况下的各

的计量机柜上，流量计算机安装在站控室的计量机柜

参数计算计量交接标准状况下的体积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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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流量计安装示意图

3 中乌天然气管道超声流量计

流量计表体是两端带管法兰的直管段，它和测量
直管段是承压部件，要求有一定的抗腐蚀能力，内径

3.1 结构组成

与计量对象管道一致。Daniel 3400 超声流量计的表体

超声流量计由流量计表体、超声传感器（又称超
声换能器或超声探头）及其安装部件、信号处理单元
（SPU）和流量计算机组成（图 2）。

采用整体铸造，以减少焊缝接口，削弱表体热胀冷缩
对计量的影响。
3.2 计量原理
中乌天然气管道使用 4 声道超声流量计，测量原
理为时间差法，以其中 1 个声道为例阐述其计量原理。
流量计本体中安装两个能发送和接收超声脉冲
的传感器，其安装方式使得 1 个传感器发出的超声脉
冲能够被另 1 个传感器接收，从而形成声道。两个传
感器轮流发射和接收脉冲，超声脉冲相对于气体以声
速传播。沿声道顺流传播的超声脉冲的速度因被测气

图2

超声流量计结构组成示意图

体流速在声道上的投影（方向相同）而有所增加，而沿
声道逆流传播的超声脉冲的速度因被测气体流速在

SPU 接收超声传感器信号，具有处理、显示、输出

声道上的投影（方向相反）而有所减少，因此得到了超

和记录测量结果的功能，它由电源、微处理器（Mark

声脉冲在顺流和逆流方向上的传播时间差。高频声脉

III 板）、信号处理组件和超声换能器激振电路等组成，

冲在气体中顺流传播和逆流传播的时间差与气体流

现场的电信号处理和转换部件安装在转换器内。

速成正比，超声流量计正是基于这一原理来测量气体

Daniel 3400 超声流量计的换能器结构紧凑，插入

流量的，属于速度式流量计[6]（图 3）。

表体浅，不易受污垢的影响，寿命较长；频率高，功耗
低，低电压工作，高效安全；可以在线更换，更换电缆不
影响工作和精度。
流量计算机是用于流量计控制、显示和存储的专
用计算机。FC 具有对 SPU 进行就地和遥控组态、监控
流量计运行的功能，其上位机（工控机）用于显示累积
流量、平均流速、平均声速、历史曲线，以及检测和控
制支路阀门、超压报警或完成站场其他管理和控制的
任务。

图3

超波流量计原理示意图
www.yqc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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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声程内，超声波沿顺流方向和沿逆流方向的传
播时间分别为：

各声道的声速是否在正常范围内，判定噪声是否对超
声流量计构成影响。
4.3 管道和气流的清洁
超声换能器表面的堆积物（压缩机油、冷凝液、水
合物、冰等）可能导致装置不经过流体传送超声波脉
冲，引起所谓的超声波路径“脱落”，造成较大的计量

沿声程测得的被测气体的平均流速为：

误差。气流的清洁度对流量计的性能至关重要，在测
量气体流量时，气流中分散的液体可能会减弱超声波
信号，并使流量计完全丧失工作能力。颗粒、铁锈、水

这是沿声道长度上的平均线性加权气体流速，需
对气体流速进行修正，并基于此得出气体流量的计算
[7]

公式 ：

分均不会影响流量计的正常运行，但一般要求液体含
量不超过 5% ，否则管内气流将表现出两相流的特征。
当污物沉积在管壁上，超声波从“发射”到“接收”的
声程将变短，直接影响计量准确性。因此必须每日检
验测量声速与计算声速的差，一旦超过 0.2%，则采用
大流量吹扫或拆卸探头检查清理。
4. 4 小流量扰动
小流量扰动即超声流量计未投用而在配套流量

3

2

式中：qf 为工况体积流量，m /s；A 为管道截面积，m ；ts

计算机上显示的微小流量累计。诱发小流量扰动的因

为超声波顺流传播的时间，s；tn 为超声波逆流传播的

素有：下游阀门有微小内漏；上游阀门未关闭，未投用

时间，s；L 为声程，即超声波在声道中传播的距离，m；

支路压力随上游汇管压力变化，压力变化引起该支路

D 为管道内径，m；θ 为管轴线与传感器声道之间的夹

气体压缩或膨胀；外界温度变化幅度大，较大的温差

角；K 为速度分布剖面的修正系数。

引起未投用支路内的静止气体压缩或膨胀。
超声流量计的小流量扰动现象普遍存在，可在流

4 使用中的几个技术问题

量计算机中设置对应的小流量切除值消除之，通常将
在零流量下测得的某个相对稳定的低数值气体流速，

4. 1 标况流量范围

作为小流量切除设定值。若在零流量下仍能测出较大

标况流量是管道运行中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是否

的气体流速，则可能是探头堵塞严重，需清洗探头。若

投用超声流量计取决于工况流量而非标况流量。高压

不能立刻检查探头，可将小流量切除设定值调大；但

大流量超声流量计，通常在大流量区间的计量准确度

在流程切换前必须检查即将投用流程的小流量切除

较高。在工况流量范围内存在临界流量，一般为最大

设定值是否调回正常值。

流量的 10%，当超声流量计工作在临界流量以下时，

4. 5 振动

[8]

其计量准确度降低 。因此，在不超过最大工况流量的

超声流量计作为精密测量仪表，若长期在靠近振

条件下，不必增加计量支路。

动源或振动环境中使用，其性能和寿命会受到严重影

4.2 噪声干扰

响，必须使超声流量计远离震动或将振动消除。例如，

超声流量计可能受到附近超声波噪声源的不利

超声流量计投用前需要加压，此时缓慢开旁通支路进

影响。噪声源包括可发出噪声的阀门、流量调节阀和

行平压，待上下游压力平衡后再打开进口截止阀。

管道中的其他节流部件。WKC1 站流量计下游装有流

4.6 声道报警

量调节阀，因此在流量调节阀上游设计 T 字型弯头以
减弱噪音影响。可通过诊断软件（CUI）检查信噪比和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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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声道报警的原因有：探头脏污或损坏；探头与
（下转第 7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