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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结构完整性仪表在线自校验跟踪科里奥利
流量计腐蚀
结构完整性仪表在线自校验在腐蚀应用中增值
高准科里奥利流量仪表用于多种应用中。在大多数应用
中，流量计绝对不会发生磨损。然而，科里奥利流量计非
常有效以至有时用于腐蚀应用，这样就只能维持一至两
年。这种腐蚀会降低流量仪表测量流量和密度的精度。管
壁的磨损同样会造成安全危害。关于更多在腐蚀环境中使
用科里奥利流量计的信息，请参阅白皮书 #00992：《因
为发生腐蚀 — 材料选择的最佳实践》。
结构完整性仪表在线自校验 (SIMV) 是高准支持的性
能，使客户可以对流量和密度标定进行就地校验。校验流
量和密度标定可以提高腐蚀应用中的精度。通常在这些应
用中，SIMV 还校验流管的完整性，并能增强以基于日历
约束的流量计的生命周期管理。
本白皮书描述了仪表在线自校验是如何在腐蚀性流体环
境中用于监控流量计状态的。讨论了一次在高准进行的对
刻意腐蚀并仔细标定的仪表的试验，证实确定了劲度与标
定常数的关系。本书还讨论了仪表在线自校验的检测能
力。最后，本书讨论了为什么使其他诊断参数、驱动增益
和阻尼不反映流管的腐蚀情况。
科里奥利仪表背景
本书假定读者熟悉科里奥利流量计的操作。对密度和流量
测量陌生的读者请先浏览高准网址，
www.emersonprocess.com/micromotion，并运行
TUTOR 应用程序。

WWW.micromotion.com

本书还假定读者熟悉高准结构完整性仪表在线自校验。需
要有关仪表在线自校验的信息的读者可参考白皮书
#00948 —《使用结构完整性仪表在线自校验检验科里奥
利流量计》，该书提供了仪表在线自校验理论和操作的背
景。

仪表在线自校验和流管劲度
请回忆一下，仪表在线自校验跟踪流管劲度并将其与在流
量计标定时测量的工厂基准劲度比较。
仪表在线自校验评估流管有效段的情况。只存在于支管或
管道非有效段中的腐蚀不会影响测量或仪表在线自校验
测量的劲度。
上文所述的白皮书说明了管道劲度如何与流量标定系数
(FCF) 及密度测量相关。科里奥利仪表没有移动部件和
流体不会腐蚀流管的事实导致管道劲度不变。人们希望在
大多数应用中管道劲度不会发生变化。这种稳定的管道劲
度意味着原始的、基于工厂的流量和密度标定在仪表整个
使用寿命中保持正确。
仪表在线自校验显示了劲度在仪表使用寿命中与工厂基
准劲度一致，加强了标定的稳定性。通过监控和比较当前
劲度与工厂劲度，可以确定密度和质量流量的测量是否正
确。当使用一种清洁、相容的流体时，管道的尺寸和材料
属性不会从工厂状态改变。

高准技术白皮书

当科里奥利流量计用于不相容的、腐蚀性流体，情况发生
了变化。这些腐蚀性的流体会蚀刻管壁。工程力学定义了
管道劲度取决于流管的尺寸和几何结构。管道尺寸、管壁
厚度和形态决定了总体劲度。管壁被蚀刻时，管道劲度就
改变了。
理解管道劲度如何被腐蚀性流体影响对在这些应用中减
少停工期及保持测量准确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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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继续腐蚀了仪表四次。每次腐蚀重复时，我们多次
在空气和水中进行仪表在线自校验跟踪劲度。我们同样在
每次腐蚀重复时进行流量和密度标定。
图 1 显示了仪表在线自校验结果，绘制了仪表被腐蚀时
劲度变化的百分比（也被称作仪表在线自校验“劲度不确
定度”）。该图表显示了空气和水中的仪表在线自校验。
同预料的一样，图表中的数据证实了对过程流体而言，劲
度没有差别。

仪表在线自校验在腐蚀性环境中的运用
劲度腐蚀的影响

科里奥利流量计适合大多数应用中的过程流体。通常一个
科里奥利仪表的使用寿命超过 10 年。在其使用寿命中，
科里奥利流量计不会改变流量和密度标定。这种稳定性是
科里奥利仪表的性能之一。

为量化这些不利条件的影响，高准进行了一些测试，在测
试中刻意腐蚀流管壁并跟踪劲度和标定的变化。这些测试
的结果深入阐述了流量和密度测量与仪表自校验结果间
的关系。

RPO进口

劲度变化百分比

在一小部分市场中，科里奥利流量计用于没有兼容的流管
材料的腐蚀性环境。在这些应用中，科里奥利仪表有时被
损坏，每 6 至 24 个月就需要更换。在这些环境中，腐
蚀性流体与金属流管发生反应，一些反应会真的“腐蚀”
掉管道并降低管壁厚度。这种材料的减少会引起质量流和
密度测量错误。最坏的情况是，管壁腐蚀非常严重以至形
成一个管道缺口。

LPO 出口

在线自校验计数器

图 1 劲度改变与腐蚀
试验结果
高准使用了一种强酸来腐蚀科里奥利流量仪表。我们使用
了王水，这是一种腐蚀性非常强的硝酸与盐酸的混合物，
与不锈钢流管不兼容。在仅仅五分钟内，该酸就对管壁造
成了严重的腐蚀。这种在流管壁上的腐蚀降低了劲度并改
变了标定。

前几个数据点是在仪表被腐蚀前在线自校验得出的。劲度
与工厂基准没有区别。
第二套数据点显示劲度损失了大约 1%。仪表在线自校验
计算拾感器入口和出口的劲度，如图 1 所示分别用红色
的 x 和蓝色方块表示。
对于第一次腐蚀重复，我们碰巧使酸反向流动。当我们准
备均匀地腐蚀仪表时，可以发现拾感器出口 (LPO) 的劲
度减少多于拾感器入口处。因为反向流动，拾感器出口实
际上是拾感器入口的上游。这个数据表明了仪表上游侧的
腐蚀确实多于下游侧。

结构完整性仪表在线自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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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再次腐蚀仪表，这一次使流动方向正常，重复在
线自校验和检定。这次可以发现拾感器入口 (RPO) —
当前是拾感器上游 — 腐蚀情况比拾感器下游严重。尽管
我们不能使仪表均匀腐蚀，我们可以重复在仪表上游侧较
严重腐蚀的作用。

因为希望仪表标定不发生变化，所以需要将错误警报降到
最少，即在仪表没有发生变化时却指示发生了变化。因此，
当规格界限为 4% 时，只会出现约为 0.1% 时间的错误
警报。因为 FCF 的稳定性，相比检测一个真正的劲度变
化，我们更关心错误警报。

接着我们又重复了两次这个过程。可以发现腐蚀继续，劲
度降低了大约 4%。

通过进行一系列的在线自校验，用户可以运用许多统计方
法评估劲度平均值是否发生变化。读者可能熟悉趋势分
析、t- 检验和统计过程控制等。这些方法使得除运用严
格的规格界限方法外可以检测小的变化。所有的这些方法
依赖于获取一组数据点而不是一个单独的测量。

仪表在线自校验的规格界限和错误警报
熟悉仪表在线自校验的读者知道劲度不确定度的规格界
限是 ±4%。参见图 1，只有最后一组腐蚀条件超出规格。
那么，我们如何证明可以在其他腐蚀条件下，所有数据点
在规格内时，检测劲度变化呢？
让我们从为什么规格界限是 ±4% 开始。观察图 1 中的
数据，可以发现每组腐蚀条件下的数据变化很小。这些数
据是在实验室条件下获取的，也就是说，小流量，低压，
稳定的流体和环境温度。在实验室条件下，劲度测量的变
量优于精度规格。
客户可在温度和温度梯度不稳定、压力变化大和流动噪声
巨大的现场条件下收集仪表在线自校验数据。仪表在线自
校验补偿温度，但温度梯度可能造成由于残余的未补偿的
温度误差而导致劲度判断的偏离或变化加大。压力会引起
等同于密度对压力影响的实际劲度变化。这是劲度测量没
有对压力进行补偿。较高流量（大于额定流量的 60%）
下的流动噪声会极大地扩大劲度测量的标准偏差。我们不
能对这种流动噪声补偿测量。
考虑到所有的这些场效应，我们将在整个场效应范围内的
劲度不确定度的 3ó 变化量化为 4%。

仪表在线自校验检测能力
对于这些腐蚀测试，高准精确地在每组腐蚀条件下获取一
组测量。然后我们应用统计方法显示了劲度确实在每组腐
蚀条件下发生变化。统计方法显示变化巨大，尽管其仍小
于 4% 的规格界限。
图 2 显示图 1 中的数据被绘制成有误差线的平均值，
指出了变化。我们为这些误差线选择三个标准偏差。这种
3ó（三西格玛）方法在统计学中很常见，包括了约 99.9%
的数据变化。
劲度的平均值和 3ó
LPO 出口
RPO进口

劲度变化百分比

在讨论劲度对标定因素的影响之前，让我们先讨论仪表在
线自校验对劲度变化的检测能力。

腐蚀条件
图 2 劲度变化的平均值和误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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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使用统计方程，图 2 的误差线显示在我们的测试条
件下数据变化大约 0.1%，与流量计的精度规格一致。该
图用有力的统计数据明确显示劲度在每组腐蚀条件下都
发生变化。图 2 还显示了拾感器入口和出口腐蚀情况不
同。
讨论过规格界限和检验能力，让我们回头去研究腐蚀引起
的劲度变化对标定的影响。
劲度变化与流量标定因素 (FCF) 变化有关

FCF 变化如何引起质量流量误差？
腐蚀引起的 FCF 减小当然会导致质量流量误差。图 4
显示了质量流量一般误差百分比与质量流量图表。可以发
现，在所有情况下腐蚀都会导致流量正误差，符合管道变
薄和 FCF 减小。观察图表更多的细节，质量流量误差显
示了流量标定因素变化和零点变化的混合效应。如果只有
FCF 发生变化，在每组腐蚀条件下，质量流量误差都是
水平的直线。如果只有零点误差，高流量数据会接近零误
差而低流量数据会偏离显示零点变化的影响。

腐蚀引起的质量流量误差

FCF 变化百分比

FCF 变化百分比与劲度变化百分比

质量流量误差 -%

每次腐蚀后，都对仪表进行流量和密度标定。图 3 标出
了相对于劲度变化百分比的 FCF 变化百分比。注意，图
中的右检测和左检测劲度都被标绘出来。该图显示当劲度
下降，FCF 也下降。一个较小的 FCF 意味着给定流量
会有更多的流量信号，例如会认为管道变薄。

无腐蚀
腐蚀 1
腐蚀 2
腐蚀 3
腐蚀 4

质量流量
劲度变化百分比

图 3 FCF 变化与劲度变化
图 3 显示 FCF 变化与劲度平均值变化有 1:1 的对应
关系。因为劲度变化不均匀，所以认为不会出现这样 1:1
的对应关系。
图 3 显示仪表在线自校验可检测到流量标定因素非常小
的变化。

图 4 质量流量误差与质量流量
因为已在两种质量流量下测量质量流量误差，我们可以区
分流量标定因素变化的影响与腐蚀引起的零点偏移的影
响。图 5 显示了在 10 ns 有腐蚀引起的零点偏移。
零点偏移的影响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内。这足以说明腐蚀
的不均匀性导致流管的不匀称，破坏了精确加工的流管的
统一标准。这种不匀称对零点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影响较
小。

结构完整性仪表在线自校验

零点偏移 单位：纳秒

腐蚀引起的零点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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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腐蚀对密度测量的影响。因为频率
是密度测量的一个基本参数，我们绘制腐蚀引起的频率变
化与劲度变化的图。图 6 将右检测和左检测劲度变化的
平均值作为横坐标。取这两个值的平均数可以更好地测量
腐蚀引起的动态结构变化，因此与频率变化关联更自然。
图表标出了腐蚀引起的空气中频率变化和水中频率变化。
如果流管只用劲度发生变化，由等式 1 可以得知 4% 的
劲度减少会导致大约 2% 的频率加大。图 6 表明频率变
化小于 –1.5%。如上所述，管道质量也会减少。管道质
量减少会使频率加大，部分抵消了腐蚀造成的减小。
频率变化与劲度变化

腐蚀计数

图 5 腐蚀引起的零点偏移
现在来关注腐蚀引起的密度测量变化。

频率变化百分比

空气中频率变化
水中频率变化

腐蚀引起的密度变化
熟悉科里奥利密度测量的读者知道这是一种不依赖质量
流量测量的单独测量。温度补偿瞬时频率读数用于测量流
体密度。等式 1 显示频率与劲度除以总质量的平方根成
比例。密度测量假定劲度与流管质量不变化，并且所有频
率变化均由流体质量变化导致。密度测量一个隐含的假设
是流管的内部体积也不发生变化。

频率 ∝

劲度
质量管道 + 质量液体

等式 1 频度与劲度和质量的关系
然而，在我们的腐蚀案例中，违背了这些假设条件。对管
壁的刻蚀改变了管道的劲度、质量，并因为管壁厚度减少
导致内部尺寸加大而造成内部体积改变。这种内部体积加
大的附效应造成了密度测量的附加误差。

劲度变化百分比平均值

图 6 频率变化与劲度变化
请同样注意空气中频率的减小少于水中频率。这种频率变
化的差别表面管道体积发生了变化。管道体积的增加使流
体质量变大，从而导致管道频率减小，减小的幅度大于空
气填充的管道。
劲度变化引起频率减小符合工程直觉知识。现在让我们在
图 7 中将这些变化与密度测量误差联系起来。横坐标同
样为劲度变化的平均值。但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密度误差与
劲度减小成正比，与频率减小相关。图 7 标绘了水中和
空气中的密度误差，单位为克/立方厘米。

高准技术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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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里奥利仪表的使用者会发现对于气体的密度解决方案
不是非常好，所以在实际应用中空气密度误差没有意义，
但在这里却用于说明劲度变化的影响。如上所述，我们运
用统计方法得出了一个可靠的空气密度测量误差。同样请
注意，密度误差的数值取决于传感器尺寸。这个数值有代
表性，但却可能因传感器尺寸不同而不同。
空气和水中的密度误差与劲度变化

密度误差 单位：gm/cc

空气中密度误差
水中密度误差

驱动增益或阻尼预示腐蚀吗？
讨论阻尼通常也需要了解驱动增益。驱动增益是共振时测
量的驱动线圈的电流，该线圈产生力使流管振动。驱动增
益因为对过程流体极端敏感，所以成为很好的空气携入的
诊断途径。然而，因为驱动增益的变化很可能映射过程流
体变化，这种对过程流体的敏感性使驱动增益不能很好地
检测腐蚀。再次重申，过程条件的诊断途径不一定有好的
设备诊断能力。
我们在进行腐蚀测试时跟踪驱动增益。图 8 显示，在仪
表被腐蚀的整个在线自校验过程中，驱动增益基本不变。
还表明正如预料一样，驱动增益随过程流体变化而变化，
在水中稍微大于在空气中。

劲度变化百分比平均值

图 7 密度误差与劲度变化

测量的驱动增益

驱动增益不随腐蚀改变

再次发现由于管道体积加大，水中密度误差大于空气中密
度误差。也许很奇怪，很小的 4% 的劲度减小造成了很
大的 0.3 gm/cc 的密度误差，水中的密度误差为 30%。
但这些数字是正确的，是密度测量的物理过程固有的。
这包括了对腐蚀影响过程参数测量的讨论。我们已经说明
了劲度是如何与流量和密度测量直接联系，以及劲度的这
些变化是如何直接影响这两个测量的。这种劲度和标定之
间的直接关联使得仪表在线自校验是检测腐蚀的一个很
好的方法。
人们曾经认为阻尼测量是检测腐蚀的好方法。但在试验中
我们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属实。

在线自校验计数

图 8 驱动增益与在线自校验计数
这种仪表在线自校验的数学算法要求评估阻尼系数。图 9
标绘了腐蚀测试中标准阻尼变化。因为阻尼跟踪驱动增
益，我们发现阻尼在水中略微高于在空气中，与图 8 中
的驱动增益图相符。但是请注意，阻尼系数不随腐蚀改变。

结构完整性仪表在线自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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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尼不随腐蚀改变

总结

阻尼变化百分比

结构完整性仪表在线自校验使客户可以监控科里奥利质
量流量计的物理状态。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为流管的物理
状态不会随仪表的使用寿命退化。然而，我们已经表明在
腐蚀条件下，仪表在线自校验可以很好地检测流管变化。
测量的阻尼
工厂空气阻尼
工厂水阻尼

本书讨论了为什么仪表在线自校验的规格界限被定为
4%。说明了如何通过仪表在线自校验的统计数据，在 4%
的水平以下仍然能检测到变化。
本书还讨论了为什么驱动增益和阻尼不是理想的检测腐
蚀的诊断途径。
流量、密度测量和管道劲度间的直接关系意味着劲度的变
化会导致过程测量的误差。在腐蚀条件下使用科里奥利流
量计的客户可以用仪表在线自校验跟踪仪表工作状态，保
持测量的准确性并确保仪表的完整性。

在线自校验计数

图 9 阻尼变化与在线自校验计数
因为阻尼不是很好的流管变化的诊断途径，又对过程条件
非常敏感，高准选择不在仪表在线自校验用户界面介绍
它。

高准技术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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