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量測管徑
最大可達
10000 MM

應用量測
介質
液體或氣體

量測模式
嵌入式或外管夾式

高可靠度
› 現場零點自動校準
› 每秒 10 次流量取樣計算

靈活運用
› 適用大部分管材， 可偵測最多3層均質材料

高性能
› 雙軌或雙管單軌&嵌入式或外管夾式應用
› OLED 自發光大圖型顯示器

› 可顯示音波回波圖、增益及質量指數(IQ)
› 精度高達流量讀數的 0.5 %
› 線性/再現性高達+/- 0.1%

› 多參數數據記錄器

雙軌或雙管

› 時間差量測原理，可連續偵測及記錄正逆向之瞬間量及累積量

› 量測管徑 : 8mm~10,000mm，可量測任何液體及氣體

› 嵌入式安裝，感測器帶球閥，可不斷水抽出，維護保養快速簡單

› 大型顯示螢幕 : 12位數OLED圖形螢幕，可同時顯示瞬間量跟累績量

› 7個操作按鍵，操作介面快速簡單

› 流速範圍 : +/- 0~30m/s

› 感測器保護等級為IP68，傳訊器保護等級為IP67(可選配IP68)

› 具自我偵測、錯誤指示、速度、傳送時間及回波顯示功能

› 可記錄多達10個參數，記錄間隔從1秒到1小時可調

› 2GB 儲存記憶體，可記錄達8,800,000筆以上資料

Uf Mini II系列是最先進的超音波流量計，傳感器可搭配嵌入

式或管夾式感測器，組合成一系列完整的產品，適用口徑可

達10,000MM。

Uf Mini II系列是採用時間差量測原理，可選用雙軌或雙管單

軌之量測方式，可量測及紀錄偵測管滿管時的雙向流量。

設備搭配嵌入式感測器時，感測器直接與水接觸形成完整之
偵測管。傳訊器採用新型之數位微型信號處理器，使得應用
範圍更為寬廣並具有大型顯示幕及友善的操作介面，即便是
在高濁度的環境之下，也可得到穩定且高準確度的量測值。

產品特色

滿管Uf Mini II 系列
超音波流量計

應用

銳德克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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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號處理

時間差量測原理，連續雙向量測及記錄 

類比 + ESC (迴聲形狀控制）

架設方式 單軌-單管 雙軌-單管 單軌-雙管

量測值 體積流量、速度、聲速、累加器、信號質量、增益、傳輸時間...

標準輸出
1組 隔離 (0)4-20 mA 輸出支援HART(最大阻抗750 ohm) 
2組 隔離 乾接點輸出(計數或狀態可選)

可選附加輸入/輸出
4組 2線式 Pt100 輸入、2組 3線式 Pt100 輸入
電流輸入、電壓輸入

顯示器 自發光 OLED 圖形顯示 128x64 像素

診斷功能
自我偵測、錯誤指示
質量指數(IQ)、增益(Gain)、回波顯示、速度、傳輸時間……

操作方式

數據紀錄

過濾器

操作語言

友善及快速簡單的操作介面(MMI)及7 個操作按鍵

多達 10 種可記錄參數
記錄時間從 1 秒到 1 小時可調
記錄模式可選擇：正逆向瞬間量(m3/h、 m3/d)、正逆向累積量(m3)、平均 - 最小最大平均- 最小最大平均標準差

阻尼時間 - 記憶時間 - 低流量切斷功能

英文、繁體中文(選配)

通訊介面

特別功能

電源

Modbus TCP/IP Ethernet
USB 接口(下載參數及資料用)
Modbus RTU  RS232 / 485 (通訊速率可達115,200bps)

自我偵測功能
錯誤指示功能
現場零點自動校準
可測管材 : 鋁、石棉、鑄鐵、銅、玻璃、聚乙烯、PTFE、PVC、不銹鋼、碳鋼或其它物理性質已知之材質(最多3層)

AC110- 230V 50/60 Hz 或 DC12-24V (平均消耗 6W-10W 峰值）

外殼     耐腐蝕鋁合金外殼，堅固耐用

尺寸   216 x 268 x 90 mm (包括安裝背板)

重量   3,6 kg (包括安裝背板)

保護等級     IP67(標準)或IP68(選購)

適用濁度及酸鹼度

適用環境溫溼度 -20度到+60度 (儲存溫度: -35度到 60 度) /  : 0-98%RH(無結露)

傳訊器技術規格

原理

Uf Mini II 系列
超音波流量計

銳德克國際有限公司 
RETEK INTERNATIONAL EQUIPMENT CO., LTD.

適用濁度範圍 : 0-30000NTU
適用pH範圍 : pH5~9、可少許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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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 Mini II 系列
超音波流量計

銳德克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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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技術規格

嵌入式感測器

外管夾式感測器

(註1)安裝架材質有SUS304及SUS316可供選用，並請搭配不鏽鋼鋼帶及音波膏使用

 ( 註1)

產品型號 SI 1614 SI 1612 SI 1611

適用管徑 80 到 2000 mm 120 到  4000 mm 120 到  7500 mm

適用溫濕度範圍 -10到+60度/0-100%RH -10到+60度/0-100%RH -10 到+60度/0-100%RH

連接方式及最大電纜長度 固定電纜接頭
300m

固定電纜接頭
300m

固定電纜接頭
300m

保護等級 IP67/IP68 IP67/IP68 IP67/IP68

發射角度 0度/30度/45度

產品型號 SE 1815 SE 1595 SE 1899

適用管徑 40 到 1000 mm 100 到 2500 mm 80 到 10000 mm

適用溫濕度範圍 -20 到 +150 度/0-100%RH -20 到 +80 度/0-100%RH -20 到 +120 度/0-100%RH

連接方式及最大電纜長度
快拆/固定電纜接頭

300m
快拆/固定電纜接頭

300m
快拆/固定電纜接頭

300m

保護等級 IP67/IP68 IP67/IP68 IP67/IP68

專用安裝架(註1) 有 有 有

架設方式 / / V /N / W / / V /N / W / / V /N / W

0度/30度/45度 0度/30度/4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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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徑 

管材 碳鋼(S20C或S45C)、不鏽鋼(SUS304或SUS316)或其他材質

200mm - 4000mm (其它尺寸請洽本公司詢問)

接頭型式 

塗層 選用碳鋼時(環氧樹脂塗層厚度,內部表面厚度≧0.3mm，外部表面厚度≧0.15 mm)

 適用環境溫濕度 -20 到 +150 度/0-100%RH

可搭配感測器型號

感測器安裝方式 採嵌入式安裝，可帶球閥(方便不停水更換級保養)

SI-1611 / SI-1612 / SI-1614

最大耐壓能力 16 Bar

保護等級 
IP68 (能浸泡於水深6M下或密閉之容器內，裝滿水後密封，由密閉容器之進水管以
水壓機加壓至0.6公斤以上，達72小時以上)

搭配傳訊器型號 Uf Mini II

Uf Mini II 系列
超音波流量計

偵測管技術規格

雙凸緣接頭，鑽孔符合CNS-13272-G3253 RF型標準規定，可選用7.5K/10K/16K，
其餘規格請洽詢本公司

口徑
(註1 )

長度
(註2)

流量範圍

流速 流速

              1000

              1050

             1100

             1200

             1350

             1450

             1500

             1600

             1800  

             2000  

             2200  

             2400  

雙軌嵌入式安裝示意圖

※註1 : 其它非上表標稱口徑之尺寸，請洽詢本公司。
註2 : 偵測管長度會因感測器選用之角度或依因現場環境導致而有所不同， 實際長度請於下單

  前再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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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 Mini II 系列
超音波流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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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及偵測管安裝方式

嵌入式感測器安裝方式

管夾式感測器安裝方式

<對射> 或 </> 模式
<反射> 或 <V> 模式

< N > 模式 < W >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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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 Mini II 系列
超音波流量計

銳德克國際有限公司 
RETEK INTERNATIONAL EQUIPMENT CO., LTD.

水量計安裝注意事項

向下流動的垂直管道，不適合安裝
尤其是在重力流動的情況下

水流上升的管道

分岐管前安裝
上游5D，下游3D

分岐管前安裝
上游5D，下游3D

閥類或開關前安裝
上游5D，下游3D

放管或縮管前安裝
上游5D，下游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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