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声明 
丹东东方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保留随时对其仪表进

行修正、改进和完善的权利，同时也保留在不做任何通告的

情况下，终止其任何一款仪表的供应和服务的权利。用户在

下订单前应获取相关信息的最新版本，并验证这些信息是当

前的和完整的。 

 

使用范围 
本用户手册适用于丹东东方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设

计提供的 DF-6420 型超声波（矿浆）浓度计。如果在使用

中出现了异常问题或没有列明的项目，建议同最近的供应商

或本公司联系。 

 

质量保证 
如在此手册列明的正常条件下使用、储存该仪表，公司

将提供 12 个月的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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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指导 
用途 

本文档包含 DF-6420 超声波（矿浆）浓度计的基本介绍、技术

参数、仪表安装、操作和调试等内容，用于指导用户安全地、正确

地使用本仪表。 

操作安全指导 

本仪表仅允许受过仪表培训并获得授权的人员进行安装、操作

和维护，仪表使用需参照本文档的相关章节内容。 

警示标志与符号 

 
危险！ 

此符号表示带电操作会有直接危险。 

 
注意! 

忽视此信息，可能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以及可

能损坏仪器本身或营运方的工厂设施。 

 

信息！ 

此类包含仪器操作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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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DF-6420 超声波（矿浆）浓度计综述 

DF-6420 型超声波（矿浆）浓度计是一种基于超声波透射式衰

减原理，可对连续固液两相流进行浓度在线检测的仪表，使用了多

项专利技术来消除颗粒粒度、微小气泡、流速、磨损等因素影响。 
仪表可用于金、银、铜、铁、铅、锌、锰、钨、镍等几十种矿

种的原矿、精矿、尾矿的矿浆检测，也适用于洗煤、疏浚、水处理、

环保等行业的悬浮液检测。安装形式多样，可在各类管道、槽体、

罐体、水池等多类装置上安装。 
仪表具有精度高、量程大、安装标定简单、耐磨、耐腐蚀等优

点。 

二、DF-6420 超声波（矿浆）浓度计典型应用领域 

 黑色、有色金属、非金属矿的各类选矿工艺中矿浆在线浓

度测量。 
 水洗煤厂的重介质、煤泥水及废水处理系统在线密度检测。 
 河道、航道疏浚、挖砂、吹填等工艺的铰吸输送管道中含

固量计量。 
 建筑行业盾构机的浆料站的制浆罐、进浆管、出浆管。 
 污水处理厂沉淀池的淤泥浓度检测及排淤自动控制系统。 
 环保工程中脱硫石灰乳、河道含沙量测量。 
 其他化工、医药、食品等行业的颗粒悬浮液浓度测量。 

 
信息！ 

如工艺过程中会添加起泡类的药剂导致大量气

泡，例如选矿行业浮选工艺，请慎重选用本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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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DF-6420 超声波（矿浆）浓度计工作原理 

仪表是基于超声波在矿浆这类均匀悬浮液中传播时，信号振幅

随被测矿浆中固体含量及粒子大小变化而变化，根据专利《超声粒

度仪的超声波换能器频率确定方法》中零粒度灵敏度频率选择技术，

确定工作频率，消除粒子大小的影响，通过测量超声波穿过悬浮液

的信号衰减量来检测固体颗粒浓度。 

 
图 3.1 传感器间充满清洁液体时的信号       

 
 图 3.2 传感器间充满含悬浮物液体时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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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DF-6420 超声波（矿浆）浓度计仪表组成 

仪表由变送器和传感器这两个单元组成。 
变送器是工业嵌入式软、硬件系统，包括超声信号发射与接收

单元、信号处理单元、浓度换算和人机交互单元等。 
传感器由工业用高频超声波探头和机械测量装置组成，根据不

同工艺特点分为管道式传感器和浸入式传感器两类。 

 管道式传感器主要用于给矿管、精矿管、浓密机底流等多种压

力管道。 
 浸入式传感器适用于大口径的管道、沉淀池及敞口或密闭容器、

河流等场合。 

         

      图 4.1 管道式浓度计             图 4.2 浸入式浓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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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DF-6420 超声波（矿浆）浓度计性能指标 

 物理性能 
尺寸 

变送器： 156×172×188mm 
传感器： L526×φ395mm（DN250 规格） 

材质 
变送器： 铸铝 
传感器： 铸铁（内衬聚氨酯、ECTFE 等 ）或超高分 

子聚乙烯 

 环境性能 
防护等级 

变送器： IP65 
传感器： IP68 

温度 
变送器： -10~60℃ 
传感器： -10~60℃ 

压力   最大 1MPa 
海拔   限 4500m 以下使用 

 测量性能 
精度   2% (1σ) 
分辨率   0.5% 
量程   0%~70%（量程与测量介质有关） 
标定   出厂设置，现场校正 
显示   浓度或密度，继电器开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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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 
模拟输出  4-20mA 电流输出，负载最大 750Ω   
数字输出  继电器输出高、低浓度报警点， 
                120mA  350V AC 
通信接口  RS-485 
仪表编程  六个物理按键、红外遥控器 

 供电 
供电电源  220VAC+15%，50/60HZ，10W， 

可选配 110VAC 

 外形尺寸（单位：mm） 
 
注意！ 

当温度低于-20℃时，应对变送器做保温措施，否

则会导致仪表工作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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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式浓度计 

 
图 5.1 压力式管道装置外型尺寸图 

常规管径为 DN100~DN500，其他管径可定制。 

注 1：标配法兰压力等级为 PN1.0。 

管道规格 L D H W 

DN100 310 220 420 180 

DN150 526 285 505 240 

DN200 526 340 565 295 

DN250 526 395 615 350 

DN300 526 445 665 400 

DN350 526 505 725 460 

DN400 526 565 785 515 

DN450 526 615 835 565 

DN500 526 670 890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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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入式浓度计 

 
图 5.2 浸入式浓度计外型尺寸图 

     

  信息！ 

浸入式浓度计的长度可以定制，如在有搅拌装置

的场合安装，则建议不超过4800mm。 

 

L L1 L2 L3 

1200 80 261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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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DF-6420 超声波（矿浆）浓度计安装应用 

仪表安装的基本原则：保证仪表的测量区域内充满流动的、具

有代表性的介质，且流体相对稳定，尽量避免气泡产生。 

 
图 6.1 压力式浓度计安装示意图 

 
图 6.2 浸入式浓度计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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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安装条件 

 环境要求 

1) 安装位置应避免强烈震动，宜选择环境温度昼夜变化小，远

电场、离磁场、便于维护的场所。 
2) 优先室内安装；室外安装时，要采取防晒、防雨、防雷措施，

以免影响仪表使用寿命。 
3) 在远离平台或无防护装置的场所安装时，为防止安全隐患，

需为仪表搭建安全平台，以便调试和维护。 

 

 

 工艺要求 

1) 仪表在泵送管道安装时，泵池的下料口需远离泵吸口；且泵

池液位需保持相对稳定，不可忽高忽低；泵池最低液位不得

小于 1.5m，如介质中含有药剂，则不得小于 2m，这样可大大

减少因冲击、搅拌等因素聚集的气泡量。 

2) 仪表在槽体、罐体安装时，容器内的液面深度不得低于 1m，

当液面有明显气泡时，则深度不得低于 2m。 

3) 仪表需选择在竖直、水平或倾斜的直管道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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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要求 

1) 位置要求： 
水平和垂直流向时，优先选择管道底部或向上的位置安装，

避免在管道最高点或向下位置安装。 
在开口排放管道时，仪表应安装在管道的较低处，不可安

装于工艺管道的末端排空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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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管段长度要求： 
最优：上游直管段○1 要求 20 倍于管道公称直径,下游直管

段○2 要求 10 倍于管道公称直径。 
其次：至少满足上游直管段○1 10 倍于管道公称直径,下游直

管段○2 5 倍于管道公称直径。 

 

3) 角度要求： 
管道式传感器：水平和倾斜安装时，传感器装置的中心线

应与水平线成α=25°~30°的夹角，并高于水平线。 
浸入式传感器：要求竖直安装，且确保对流体阻挡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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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泵送管道要求： 
在泵后安装时，安装位置距泵出口距离符合表 6.1 要求： 
表 6.1 泵后安装距离 

管径规格 
安装位置离泵距离 
（即标号○1 ） 

DN50~DN300 ≥10m 

DN300~DN700 ≥30 倍管道公称直径 

 

在浓密机、浓缩池底流安装时，优先选择泵前安装。针对

含气泡少、气泡易消散的介质，且泵前无安装位置，必须在泵

后安装，则需遵循表 6.1 所规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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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阀门要求： 
为了避免管道不满管导致仪表测量失效，要求在仪表的上

游禁止安装调节阀。如在下游安装调节阀，则最小距离必须大

于 5 倍管道公称直径。 

 

○1 ＞5D 

6) 管道落差超过 5m 时，在仪表的下游最高点应安装排气阀。 

 

○1 ＞5m 

○2 排气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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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DF-6420 超声波（矿浆）浓度计电气连接 

 

三芯插座（电源接入端口） 

序号 说明 颜色 

1 L 火线 红色 

2 N 零线 黑色 

九芯插座（信号输出端口） 

序号 说明 颜色 

1 4-20mA  I+ 输出电流正端 红色 

2 4-20mA  I- 输出电流负端 黑色 

3 RS-485 A RS-485 通讯 A 绿色 

4 RS-485 B RS-485 通讯 B 白色 

 危险！ 

本仪表为交流 220 伏供电，严禁带电拆装电缆，

否则会导致仪表严重损坏，并危及操作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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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DF-6420 超声波（矿浆）浓度计操作 

仪表的操作和编程是通过面板上的 6 个薄膜按键或红外遥控器

来实现。 

8.1 按键示意图 

变送器按键 遥控器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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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按键基本定义 

按键标识 功能定义 操作设备 

ENTER 确认键 变送器\红外遥控器 

ESC 返回键 变送器\红外遥控器 

↑ 增加键 变送器\红外遥控器 

↓ 减少键 变送器\红外遥控器 

← 左移键 变送器\红外遥控器 

→ 右移键 变送器\红外遥控器 

MENU 菜单键 红外遥控器 

1 2 3 4 5 

6 7 8 9 0 
数字键 红外遥控器 

 . 小数点键 红外遥控器 

+\- 符号键 红外遥控器 

信息！ 

不同操作界面下，键值定义存在细微差别，具体

应用在各界面操作中介绍；Fn 键、C 键功能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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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浓度显示界面基本操作 

仪表上电后，将进入初始化界面，一段时间后自动转入浓度测

量状态，即进入浓度显示界面。该界面显示测量的浓度值、衰减值

和继电器输出状态。 
 按“ENTER”键进入功能选择界面； 
 通过按“←”键和“→”键选择子菜单； 
 再按“ENTER”键进入，按“ESC”键返回上级菜单。 

 
图 8.1 浓度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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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公司标识和仪表型号。 
② 超声波信号的衰减值。 
③ 浓度值。 
④ 红外信号接收头，红外遥控器使用。 
⑤ 继电器输出信号 1，默认为反显状态，输出常开信号。 
⑥ 继电器输出信号 2，默认为反显状态，输出常开信号。 

继电器输出信号以浓度值设定的上、下限为限制条件： 
 ②正显+③反显代表浓度超过上限，继电器 1 输出常闭信号。 
 ②反显+③正显代表浓度超过下限，继电器 2 输出常闭信号。 
 ②反显+③反显代表浓度未超门限，继电器 1、2 输出常开信号。 

8.4 功能选择界面操作指南 

在功能选择界面下： 
 通过“←”键和“→”键选择子功能界面； 
 按“ENTER” 键进入子菜单，按“ESC”键返回浓度显示界面。 

 

图 8.2 功能选择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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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菜单功能说明 

一级 二级 说明 

 
参数设置 

用户参数设置 基本标定参数 

工程师参数设置 高级参数 

 继电器输出设置 
设定继电器 
输出门限 

 显示单位切换 % 或 g/cm3 

 
数据观测 

 寻峰曲线 选择检波点 

 历史数据观测 30 个历史数据 

 衰减数据观测 实时衰减值 

8.5 参数设置功能操作指南 

参数设置功能分用户参数和工程师参数： 

 选择 图标 进入用户参数设置功能。 

 选择 图标，进入工程师参数设置功能。 

注意！ 

工程师参数仅供仪表生产厂家调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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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参数设置界面 

用户参数一览表 

参数 参数定义 取值范围 

P01 标定公式二次项系数  

P02 标定公式一次项系数  

P03 标定公式常数项系数  

P04 清水直线分界点 dB 值  

P05 直线曲线分界点 dB 值  

P06 曲线直线分界点 dB 值  

P07 直线高浓度分界点 dB 值  

P08 回波采集次数 默认值 25 

P09 浓度（密度）上限 默认值 70 

P10 浓度（密度）下限 默认值 0 

P11 功能预留 默认值 0 

P12 功能预留 默认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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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基本参数设置功能 

数值设置方法 

 通过“←”键、“→”键、“↑”键、“↓”键选择需要设置

的参数项； 
 按“ENTER”键开始设置选中的参数； 
 通过“←”键和“→”键选择参数的数字位，再按“↑”键或

“↓”键来递增、递减修改数字；   
 所有数字位修改完后，按“ENTER”键确认本次修改，按“ESC”

键取消； 
 再按“ESC”键可以退出本界面，返回参数设置界面。 

 
信息！ 

红外遥控器可直接输入数字、小数点和符号位来

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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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继电器输出设置功能操作指南 

在功能选择界面下，选中图标 ，按“ENTER”键进入继电器

输出设置功能界面。 
 通过“↑”键、“↓”键选择需要设置的参数项； 
 依照“8.4 章节”的参数设置的方法，设定继电器输出常闭信号

的浓度上、下限； 
 按“ESC”键则退出本界面，返回功能选择界面。  

 
 图 8.5 数据观测功能选择界面 

① 继电器输出常闭信号的浓度值上限。 
② 继电器输出常闭信号的浓度值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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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浓度单位切换功能操作指南 

在功能选择界面下，选择中图标 进入显示单位切换界面。 

 通过“←”键和“→”键选择测量显示单位的类型； 
 按“ENTER”键确认，按“ESC”键退出本界面，返回功能选

择界面。 

 
图 8.6 浓度单位切换功能 

① 按重量百分比显示测量浓度值。 
② 按重量体积比显示测量浓度值。 

输出 4-20ma 电流与浓、密度对应关系表： 

       电流（ma） 
单位 

4 8 12 16 20 

% 0 25 50 75 100 
g/cm3 0 0.75 1.5 2.25 3 

 

  信息！ 

  选择 g/cm3 显示时，需要将参数 P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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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数据观测功能操作指南 

在功能选择界面下，选中图标 进入数据观测功能界面。  

 

图 8.7 数据观测功能界面 

 选择 图标，进入寻峰曲线显示功能界面。 

 选择 图标，进入历史数据显示功能界面。 

 选择 图标，进入衰减显示功能界面。 

寻峰曲线显示功能 

在寻峰曲线显示功能界面下： 

 按“ENTER”键可暂停显示界面，再按“ENTER”键恢复显示，

依次循环。 
 按“ESC”键则退出本界面，返回数据观测功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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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寻峰曲线显示功能界面 

① 横坐标：采样点数，用于确定信号检波点，单页总共显示 188
个点，每 1 列液晶点阵对应 1 个采样点。 

② 纵坐标：信号衰减范围 5~-78dB。在 5~-45dB 区间，1 个液晶点

阵对应 1dB；在-46~-78dB 区间，1 个液晶点阵对应 5dB。 
③ 寻峰曲线。  
④ 显示的页数，如果当前页数为 N，则横坐标轴的坐标起点代表

第 188*N+1 个点。 
⑤ 信号检测点选择区间。 

历史数据显示功能 

 通过“←”键和“→”键来实现翻页，总共 10 页。 
 按“ESC”键则退出本界面，返回数据观测功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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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 历史数据显示功能界面 

① 页码。 

衰减观测功能                                                                                      

 按“ENTER”键暂停显示，再按“ENTER”键恢复显示，依次

循环； 
 按“ESC”键则退出本界面，返回数据观测功能界面。 

 

图 8.10 信号衰减观测功能界面 

① 检测到的信号衰减，用于仪表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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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DF-6420 超声波（矿浆）浓度计标定 
在初始安装时，通常需要根据现场生产工艺对仪表进行标定，

来保证仪表能达到最佳的检测精度。 
仪表标定一般采用化验室烘干法，完成仪表标定通常需要 30 组

可均匀覆盖工艺浓度范围的样本。 
一般情况下，用户现场工艺正常连续运行 72 小时，具备样品取

样、化验的条件，可以开始仪表标定，基本流程如下： 

9.1 水零点标定 P04 

仪表是以清洁水为基准进行超声衰减值测量的，仪表的水零点

出厂默认值 P04 = 0dB。 
当需要标定水零点时，必须将传感器浸没在清洁的水中，通过

观察图 8.1 浓度显示界面的“信号衰减值（标号为○2 ）”，记录下

平均信号衰减 A0，进入用户参数界面，将参数 P04设置为 A0，即完

成水零点标定。 

9.2 取样 

取样应避免在工艺变化剧烈时进行，否则样本浓度与仪表测量

的衰减值相关性变差，甚至不存在相关性，导致标定失败。 
取样时，应先观察图 8.1 浓度显示界面下的“信号衰减值（标

号为○2 ）”，若在 1 分钟内平均变化量小于 1dB，则判定当前工艺

相对稳定，可以开始标定取样，取样需遵循“先读，后取”原则。 
读即读仪表衰减值，取即打开取样阀取样，步骤为： 
 根据章节 8.8 的内容，进入图 8.10 的信号衰减观测界面； 
 观察列表数据，波动小于 1dB 时，记录衰减的平均值 An。 
 旋转取样阀的推进装置 5~7 圈开始放矿，胶管末端出矿稳 

定后开始取样。取 1 组样本，应包含 2~3 个平行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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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取样和化验的样本数据可靠，减少人为误差，建议每

个样本至少取三个平行小样。  
按照化验室烘干法的规定对样本进行化验，化验精度要求高于

仪表精度一个数量级，记录样本浓度值 Dn，通过回归分析样本浓度

Dn与对应的衰减值 An来建立标定公式。 
 

信息！ 

通过改变工艺参数来改变悬浮液浓度，缩短重复

取样的间隔，可更快地完成仪表标定。 

 
9.3 回归分析方法确定标定公式系数 

仪表采用回归分析法来求解浓度计算公式。 
标准的浓度计算公式：solid% = P01*x2 + P02*x + P03 
多数的统计学软件均提供回归分析功能，本文介绍一种采用

Microsoft Excel 软件实现回归分析的方法。 
具体操作步骤以某大型有色金属选矿厂二段旋流器给矿的标定

数据为例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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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 Microsoft Excel 软件，新建一个空白表格，输入信号平均

衰减值作为第二列，对应浓度值作为第三列，生成信号衰减值与浓

度值列表； 

 

图 9.1 信号衰减与浓度值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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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中第二、三列数据区域后，点击“插入->图表->XY 散点图”； 

   
图 9.2 图表插入步骤 

3) 点击“确定”生成数据散点图； 

 
图 9.3 生成信号衰减-浓度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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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左键点击某个散点，点击右键，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添加趋势

线”； 

    

  图 9.4 添加趋势线步骤 1        图 9.5 添加趋势线步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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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趋势线选项”中选择“多项式”，顺序设置成“2”；选中

“显示公式”和“显示 R 平方值”，点击“关闭”完成。 

 

图 9.6 标定曲线及公式 

图 9.6 中的数学公式即为浓度标定公式，至此完成标定数据的

回归分析。 
用相关系数（R）来度量浓度和信号衰减之间的相关程度。通

常要求 R2≥0.9，R2越接近 1.0，其相关性越好。由于取样过程和化

验过程会引入误差，导致某些数据点远离趋势线，建议剔除这些偏

离点来提高相关系数的数值，得到衰减量和浓度的最佳相关关系。 
根据回归分析法建立的标定公式后，需将公式系数置入仪表的

参数存储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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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公式：y = -0.3473x2-9.9111x-16.037 
衰减值最大值：MAX（dB）=-6.37 
衰减值最小值：MIN(dB)=-12.13 

表 9.1 标定公式系数与仪表参数对应关系表 

参数 参数名称 数值 

P01 标定公式二次项系数 -0.3473 
P02 标定公式一次项系数 -9.9111 
P03 标定公式常数项系数 -16.037 
P05 直线和曲线分界点 dB 值 -6.37（即 MAX(dB)） 
P06 曲线和直线分界点 dB 值 -12.13（即 MIN(dB)） 

 
9.4 空管浓度置零 

当工艺管道为空时，应先观察图 8.1 浓度显示界面下的“信号

衰减值（标号为○2 ）”，记录平均衰减值，进入用户参数界面，将

参数 P07 设置为记录的平均衰减值加上 2dB（例如：平均衰减值是

-60dB，则设置参数 P07 = -58dB），按“ENTER”键保存。 
至此完成仪表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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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仪表巡检及常见故障 

10.1 日常巡检 

仅需对仪表作周期性直观检查，检查仪表是否受撞击损害，检

查仪表周围环境，扫除尘垢，确保变送器不进水和其他物质，检查

接线是否良好，观察浓度显示值是否在工艺范围内。  

10.2 定期巡检 

巡检项目 巡检内容 巡检周期 

验证仪表精度 

连续取得 2 个矿浆样品，将浓度值

与仪表显示值做对比，观察是否满

足合同要求精度，否则参照说明书

第十项内容重新取样，将数据补充

到数学模型中，完成精度校验 

2 个星期 

管段内部检测 

采用管道探漏仪检测管段内部磨损

情况，若内衬磨损严重请及时更换

管段，以免影响生产 

1 个月 

稳固性检测 
检测浓度计管段装置紧固螺栓是否

松动、浓度计连接螺丝是否松动 
3 个月 

通讯检测 
仪表显示值和中控室显示值是否一

致 
3 个月 

信息！ 

若测量介质易沾污传感器或在管壁内沉淀、结

垢，应对传感器进行定期除垢、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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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故障查找 

仪表开始投运或正常投运一段时间后，如发现工作异常，应首

先检查仪表外部情况，如电源是否良好、换能器固定装置是否渗水、

管道是否泄露或处于非满管状态、介质中混有大量气泡、信号电缆

是否损坏。严禁盲目拆修仪表，都在容易导致更大的故障。 
下面针对一些常见故障，列举典型的解决方法： 

  仪表未工作，液晶屏未点亮 
故障分析：电源断路或者保险丝烧断。 
解决方法：检查电源，更换保险丝。 

  4-20mA 电流输出不准确 
故障分析：4-20mA 输出电缆开路或者负载过大。 
解决方法：检查电缆，减小负载。 

  生产时显示浓度值长期为零 
故障分析：P07 设置过小或者传感器与变送器间故障。 
解决方法：观察图 8.1 浓度显示界面下的“信号衰减值（标号 
为○2 ）”，若此值小于-72dB，适当增大 P07，反之，传感器与 
变送器间电缆开路，或者传感器固定装置渗水。 

  生产时显示浓度值大幅度波动 
故障分析：工艺变化或者超声波传感器未充满。 
解决方法：稳定工艺，适当提高上游管口入矿液位，减少进入 
管道气体含量。 

  标定一段时间后显示浓度值误差较大 
故障分析：工艺流程或工艺参数发生很大改变。 
解决方法：检查工艺流程中是否与标定时很大发生变化，如果 
发生很大变化则需要重新标定本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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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仪表校准 

如果仪表的测量条件发生较大变化，例如出现介质种类变化、

气泡含量增多、工艺管道变更等情况，导致仪表测量结果偏差变大，

则应该对仪表进行校准，详细请遵循本说明书“第 9 章 DF-6420 超

声波（矿浆）浓度计标定”的内容进行操作。 
为了确保仪表测量的准确性，建议 6~12 个月做一次仪表校准。 

 

注意！ 

如果需要拆卸仪表，则必须先切断仪表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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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矿浆）浓度计应用信息 
客户信息 

公司（工厂）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现场信息 
测量介质信息：浓度范围：       □%S.G.  □g/mL 
              粒度范围：       目的矿占      % 
              酸碱度（PH 值）：                
              介质组分：                      
              含气量：                          
环境温度范围：            ℃ ℉□ /□  
介质温度范围：            ℃ ℉□ /□                       
              是否有化学反应   □ 是   □ 否   
              是否有气泡产生   □ 是   □ 否   

工艺检测点：□旋流器给矿  □旋流器溢流  □旋流器沉砂   
□分级机给矿  □分级机溢流  □分级机沉砂  □螺旋分级机给

矿  □浮选给矿 □磁选机给矿  □中、精矿浓密机底流  □尾矿

浓密机底流  □其它                 
安装方式 

传感器类型：  □管道式   □浸入式 

管道式传感器：管道材质：                 
              管道类型  □压力管道   压力          MPa 
                        □自流管道  充满率         % 
              管径：       mm（内径）      mm（外径）              
浸入式传感器：□护栏悬挂安装 
              □其他安装 请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