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处理行业仪表

应用解决方案



适用于废水处理的一流仪表

入口工厂 
入口泵站
配备可编程泵控制器3491的超声波液位变送器3100和静压变送器9700，可实现多
达4台泵的自动化控制
压力变送器2051用于泵送主压力
入口流量测量
电磁流量计8700用于全管道，8714i Calibration Verification™和诊断功能
超声波变送器3100和流量控制器3493用于明渠流动 
自动化过滤控制
超声波液位变送器3100和差异液位控制器3492，用于筛耙系统的自动化控制

一级处理
泥浆层料监测
连续泥浆界面液位测量MSL600和/或固定泥浆报警液位传感器433，用于一
次沉淀池 
自动化除淤
泥浆密度监测MSM400，用于自动化除淤控制 
泥浆密度测量
泥浆密度测量MSM400，可直接在储池内测量或进行在线管道测量 
泥浆增稠
连续泥浆界面液位测量MSL600，用于泥浆增稠器 
泥浆收集池
非接触式雷达液位测量5400
导波雷达5300/3300，用于石灰投料测量
超声波液位测量3100，用于开式储池 
静压变送器9700
配备远传密封1199的压力变送器2051，用于差压液位测量 
控制器3491，用于液位测量和控制 
泥浆输送
电磁流量计8700用于全管道，8714i Calibration Verification和诊断功能
泥浆消化器
非接触式雷达液位测量5400

特定的应用需要特定的解决方案，
但如今的仪表工程师并没有充足的
时间去研究规范和供应商。
艾默生拥有水处理行业所需仪表的
产品组合，我们的仪表顾问凭借专
业知识，能够理解您的过程以及所
面临的问题。
50多年以来，艾默生一直在为水
处理行业提供可靠的测量与控制产
品。我们的仪表顾问可以帮助您选
型，以及提供所需的支持、建议和
快速响应。



三级处理
液位测量
超声波液位变送器3100 
静压变送器9700 
控制器3491，用于液位测量和控制 
砂滤器回洗控件
差压变送器2051，用于过滤器的水头损失测量 
回洗固体检测
超声波界面液位传感器和控制器433 
最终废水排放监测
超声波液位变送器3100和流量控制器3493
电磁流量计8700用于全管道，8714i Calibration Verification诊断功能
压力变送器2051，用于泵排放监测 
化学处理
超声波液位3100
非接触式雷达液位测量5400
配备薄膜密封的压力变送器2051，用于储池液位测量 
控制器3491，用于液位测量和控制

适用于废水处理的一流仪表

生物处理
曝气流量监测
阿牛巴®平均皮托管485 
紧凑型孔板405
差压变送器2051，用于空气和曝气管路的体积和质量流量测量

二级处理
最终沉降层料监测
连续泥浆界面液位监测MSL600
适用于最终和二次沉淀池的固定泥浆界面液位测量433 
溶气浮选（DAF）
压力变送器2051，用于空气压力测量

泥浆层料液位测量 MSL600

泥浆收集池5400

明渠流量3107

废水排液3100和3300

阿牛巴气流至曝气485

泥浆界面液位433S



适用于洁净水处理的一流仪表

适用于洁净水处理的一流仪表
抽水和钻井
流量测量：明渠和闭管
超声波变送器3100和明渠流量控制器3493
电磁流量计8700用于全管道，8714i Calibration Verification诊断功能

入口监测和过滤
液位测量
超声波液位3100
静压变送器9700
控制器3491，用于液位测量和控制
流量测量
电磁流量计8700，适用于全管道

过滤
液位测量
超声波液位变送器3100 
静压变送器9700 
控制器3491，用于液位测量和控制 
过滤器回洗控件
差压变送器2051，适用于测量过滤器的水头损失 
回洗固体检测
超声波界面液位传感器和控制器433 
流向过滤器和回洗流量
电磁流量计8700，适用于全管道

GAC工厂
GAC界面液位
连续界面液位MSL600
固定报警界面液位传感器433
液位测量
超声波液位变送器3100
静压变送器9700
控制器3491，用于液位测量和控制
回洗固体检测
连续界面液位MSL600，固定报警界面液位传感器433



配水管网
管网压力
压力变送器2051，用于泵出口和管网压力 
管网流量
差压变送器3051S，用于差压流量计量
电磁流量计8700用于全管道，8714i Calibration Verification诊断功能
阿牛巴均化皮托管485
紧凑型孔板405

化学处理
液位测量
超声波液位变送器3100
配备薄膜密封的压力变送器2051
控制器3491，用于液位测量和控制

泥浆泵压2051

接触式储池液位3100

储池液位3300

高准确度过堰流量3108
泥浆处理（废料）
泥浆层料监测
连续泥浆界面液位MSL600，固定泥浆界面液位433 
自动化除淤
泥浆密度监测MSM400，用于启动自动化除淤控制 
泥浆密度测量
泥浆密度测量MSM400，用于储池内测量或进行在线管道测量 
泥浆收集池
非接触式雷达液位测量5400 
导波雷达5300/3300，用于石灰投料测量 
超声波液位变送器3100 
静压变送器9700
控制器3491，用于开式储池和闭式储池内的液位测量和控制

澄清器
泥浆层料监测
连续泥浆界面液位MSL600，固定报警界面液位433 
澄清器液位
超声波液位变送器3100
静压变送器9700
控制器3491，用于液位测量和控制

泵站液位3107



适用于水处理行业应用的仪表

超声波液位变送器3100系列 
适用于液位测量、出水井、污水泵控制和明渠流量测量的变
送器
• 参考精度±0.25%，测量范围高达40ft（12m）
•  FM、CSA、ATEX、IECEX危险区域许可，HART®数字通信
• 双线24V直流回路供电
• 测量明渠内液体高度、液面距离、体积或流量
• 自动化温度补偿

通用控制器3490系列

适用于任何4-20mA或HART兼容变送器的墙壁和面板安装
控制单元。
• 五个可完全现场编程的继电器
• 用于辅助组态和设置液位、泵控制和流量的编程向导
• 符合ISO/BS标准，适用于堰和水道的预组态流量曲线
• 控制器上具备 4-20 mA 输出，5 x SPDT 继电器触点
• FM、CSA、ATEX、IECEX危险区域许可，HART 数字通信
• 数据记录可存储多达7000条事件加上总流量

罗斯蒙特雷达液位变送器

直接的液位测量，几乎不受过程条件的影响
• 可重复性：±0.04" (±1mm)
• 4-20mA输出，配备数字式HART通信
• 本质安全或防爆FM、CSA、IECEx、ATEX 
非接触式雷达5400系列
脉冲式自由传播雷达，适用于液位测量
• 大范围天线与安装连接。
• 高达 98ft (30m) 的测量范围
• 参考准确度：
5401型：±0.4" (±10mm) - 5402型：±0.12" (±3mm)
导波雷达3300和5300系列 
顶置式液位和界面测量，适用于液体和固体。
• 丰富的导波杆类型和安装连接。
• 高达 164ft (50m) 的测量范围
• 参考准确度：
3300：+/- 0.2" (±5mm)，5300：+/- 0.12" (±3mm)

无线音叉液位开关2100系列

采用无线音叉技术的液位开关，适用于液位报警和控制应
用
• 4-20mA输出，配备数字式HART通信
• 本质安全或防爆FM、CSA、IECEX、ATEX
• WirelessHART™ 选项
• 可延长至10ft（3m）
• 配备ECTFE/PFA涂层选项的不锈钢接液侧
• 24-264V直流或交流供电，带有继电器或固态输出



 

 

 

  

压力变送器

所有型号均采用灵活的Coplanar™设计，有助
于降低工程设计和安装成本。
压力测量：
• 参考准确度±0.075%，范围（可选 0.065%）
• 安装稳定性 = 2年（可选5年）
• 量程比100:1
差压流量测量：
•  罗斯蒙特超声流量变送器3051S Ultra，以单

一变送器即可实现高达14:1的流量量程比
•  阿牛巴技术的体积流量准确率为±0.8%，压

损极小，十分适合大尺寸管路
差压液位测量：
•  罗斯蒙特Tuned Systems™调整型系统优化

性能并降低安装成本
•  多种直接安装和毛细管选项可匹配容器安装

要求

静压液位变送器9710 

苛刻条件下的液位测量。
• 嵌入式陶瓷传感器，采用坚固的316SS主体
• 双线24V直流回路供电，4-20mA输出
• 高达 650ft (200m) 的测量范围
• 低成本安装

超声波泥浆密度测量MSM400  
初沉泥浆和二沉泥浆以及工业泥浆的泥浆密度
测量
• 泥浆密度测量范围高达20%固体
•  316SS NEMA 6P类（IP68）储池安装式传感

器
•  配备在线传感器的法兰管道部分：4"、6"、8"

（DN100、DN150、DN200）可根据要求提供
其它尺寸

• 防水壁装式外壳上的背光LCD显示器
• 4-20 mA输出，2 x SPDT继电器输出触点
• 利用预编程的泥浆类型进行简单校准

无线音叉液位开关2100系列

采用无线音叉技术的液位开关，适用于液位报警
和控制应用
• 4-20mA输出，配备数字式HART通信
• 本质安全或防爆FM、CSA、IECEX、ATEX
• WirelessHART™ 选项
• 可延长至10ft（3m）
•  配备ECTFE/PFA涂层选项的不锈钢接液侧
•  24-264V直流或交流供电，带有继电器或固态

输出

泥浆层料液位传感器433系列

初沉泥浆和二沉泥浆以及工业泥浆的泥浆层料
液位检测与密度测量。采用配备MCU200或电子
传感器控制器的简单泥浆液位检测
•  适用于层料液位测量的316不锈钢储池安装式

传感器，NEMA 6P类（IP68）
•  适用于在线密度测量的法兰管道传感器，4"、 

6"和8"（100、150、200mm），可根据要求提
供其它尺寸

• NEMA 4类（IP65）壁装式外壳
• 配备可调时间延迟的DPDT继电器输出触点
• 简单的组态和校准

电磁流量计 
基于微处理器的SMART仪表，采用了脉冲式直
流技术，提供连续的自动调零功能，以补偿过程
环境的变化。
• 全焊接结构
• 简单设计增强可靠性
• 可提供尺寸为0.5至72"（12mm至1.8m）
•  丰富的湿润材料选择，几乎兼容所有传导流

体
•  以HART或现场总线协议的高级诊断功能，缩

短了调试和维护时间
• NSF许可
•  罗斯蒙特校准验证诊断8714i。无需额外设备

即可验证校准结果
• 验证变送器和流量管传感器校准结果
• 无需从管道上拆除仪表

超声波泥浆层料液位测量MSL600
用于在一次和二次沉淀池、澄清器和泥浆增稠器
中连续监测泥浆层料界面。
• 泥浆层料的图形显示
• 自洁净声呐换能器
• 23ft (7m)测量范围（储池深度）
• 4-20 mA输出，2 x SPDT继电器触点
• 内置数据记录功能，用户可自定义记录时间 
间隔



艾默生公司的其它水处理行业产品包括：

罗斯蒙特压力、温度、流量和液位技术

罗斯蒙特产品包括压力、温度、流量、液位和安全测量仪表等完备的产品系列。在整
个过程行业中，相比于其它任何品牌的过程仪表，客户更青睐罗斯蒙特设备。

罗斯蒙特分析

罗斯蒙特分析为高效、高品质和环境分析解决方案提供全面的过程气体与液位分析
仪、传感器和系统产品线。罗斯蒙特分析仪表和系统将帮助您最大化效能、生产率和
利润。

艾默生标识是艾默生电气公司的商标和服务标志。罗斯蒙特和罗斯蒙特标识是罗斯蒙特公司的注册商标。PlantWeb是艾默生过程控制业务单元的注册商标。其他所有标志是
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我们保留随时修改或改进产品及服务的设计与规格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 2010 罗斯蒙特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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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和阀门服务

凭借在北美提供的广泛的服务中心网络和现场服务人员，艾默生的仪表和阀门服务可
协助客户制定可靠性方案，帮助工厂实现最大产能和最低停车风险。

智能无线网络

艾默生的智能无线网络为以往难以实现的测量提供了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自组织网
络确保了无线方案的可操作性、自适应性和灵活性。它是一种安全、稳健、可无限组
态的方案，数据可靠性超过99%。

艾默生过程控制有限公司
艾默生过程控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新区金桥出口加工区新金桥路1277号
电话：86-21-2892 9000
传真：86-21-2892 9001

西安办事处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34号西安软件园研发大厦9层
电话：86-29-8865 0888
传真：86-29-8865 0899

南京办事处 
中国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88号阳光新地中心3001室 
电话：86-25-6608 3220
传真：86-25-6608 3230

北京远东罗斯蒙特仪表有限公司 & 
艾默生仪表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6号
电话：86-10-6428 2233
传真：86-10-6422 8586

成都办事处 
成都市科华北路62号力宝大厦S-10-10
电话：86-28-6235 0188
传真：86-28-6235 0199

广州办事处 
广州东风中路410-412号时代地产中心2107室
电话：86-20-8348 6098
传真：86-20-8348 6137

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10号凯威大厦13层
电话：86-10-5821 1188
传真：86-10-5821 1100

乌鲁木齐办事处 
新疆乌鲁木齐市五一路160号鸿福酒店1001室
电话：86-991-5802 277
传真：86-991-5803377

深圳办事处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中央商务中心B座1803室
电话：86-755-8659 5099 
传真：86-755-8659 5095

艾默生过程管理服务中心热线 400-820-1996    官方网站 www.rosemoun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