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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测深流速仪，属于水土

监测领域，包括包括测杆、电磁流速传感器和卷

尺，测杆为若干管体首尾相连而成，流速传感器

通过套接固定在测杆的下端，卷尺套接固定在测

杆的上端。本发明卷尺自由端的黄色金属片便于

人眼确定卷尺是否到达水面，解决了因水体透

明、测尺颜色浅而读数困难的问题；卷尺自固定

位置放出到达水面，读数表示水面至固定位置的

距离，渠底至固定位置的距离(放水前测)与相应

读数之差则为相应水深，通过这种公式转换，将

读数置于眼下，解决了因距离远而读数困难的问

题；另外，可使一个人同时完成手持测杆与测水

深两项工作，减少了工作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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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测深流速仪，其特征在于：包括包括测杆(1)、电磁流速传感器(2)和卷尺(3)，

所述的测杆(1)为若干管体首尾相连而成，所述的电磁流速传感器(2)通过套接固定在测杆

(1)的下端，所述的卷尺(3)套接固定在测杆(1)的上端；所述的卷尺(3)包括外壳(31)、固定

圆环(32)、转轴(33)、限位圆片(34)、旋转把手(35)、刻度皮尺(36)；所述的外壳(31)与固定

圆环(32)固接在一起，固定圆环(32)上有一带螺纹通孔(321)供定位螺丝(322)旋进，抵住

测杆(1)，从而实现卷尺(3)的固定；所述的转轴(33)从外壳(31)圆心处插入，两端用圆片

(34)限位，使转轴(33)绕中心轴转动；所述的旋转把手(35)穿过限位圆片(34)圆心处通孔

与转轴(33)固接，刻度皮尺(36)在外壳(31)内缠绕于转轴(33)上，通过旋转把手(35)的旋

转，刻度皮尺(36)经过外壳(31)最下方的开口(311)实现收放；所述的刻度皮尺(36)包括皮

尺主体(361)、自由端黄色金属片(362)、自由端圆环(363)、卡扣(364)；所述的自由端圆环

(363)与自由端黄色金属片(362)通过卡扣(364)连接；所述的自由端圆环(363)套设于测杆

(1)上，所述的卷尺(3)自固定位置放出到达水面，读数表示水面至固定位置的距离，渠底至

固定位置的距离与相应读数之差则为相应水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测深流速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测杆(1)由若干不锈

钢管通过螺纹连接而成，包括一个底部测杆、若干中间测杆和一个顶部测杆，其中底部测杆

的一端为底部测杆圆锥体(11)，另一端为底部测杆外螺纹(12)；中间测杆的结构相同，均是

一端为内螺纹(13)，另一端为外螺纹(14)；顶部测杆的一端为内螺纹(15)，另一端为把手

(16)；其中，所述的底部测杆、若干中间测杆和顶部测杆均为不锈钢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测深流速仪，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测杆(1)的顶部设

有测杆把手(16)，测杆把手(16)顶端为圆形水平仪(1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测深流速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磁流速传感器(2)

包括传感器主体(21)和尾翼(22)，所述的传感器主体(21)与尾翼(22)为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测深流速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皮尺主体(361)宽度

为1.5cm；所述的自由端黄色金属片(362)宽度为1.5cm，长度为2cm；所述的自由端圆环

(363)外径为2.8cm，内径为2.4cm，高度为0.3cm；所述的卡扣(364)直径为0.5cm。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测深流速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部测杆、若干中间

测杆和顶部测杆的不锈钢管长度为50cm，直径为2cm。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测深流速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测杆把手(16)长度为

9cm，直径为3cm；所述的圆形水平仪(17)的直径为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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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测深流速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土监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测深流速仪。

背景技术

[0002] 流速仪是测量水体流速或流量的仪器，常用的便携式流速仪包括流速传感器和测

杆两部分，测杆本身带有刻度。

[0003] 在进行“以电折水”工作时，负责泵站外测量工作的人员不仅需要按照设定的时间

间隔读出流速，同时还需要测量变化水深，从而结合渠道断面尺寸计算出流量。

[0004] 一般，完成泵站外测量工作需要三个人：第一个人手持测杆，第二个人手持显示仪

并记录，第三个人用钢尺或卷尺测量水深。但是，用钢尺或卷尺(统称为测尺)测量水深时，

一方面由于水是透明的，测尺颜色较浅，所以难以准确判断水面位置；另一方面，岸高水浅

时，人眼距离读数位置比较远，难以准确快速地进行读数。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测深流速仪，解决现有量测水深不方便

的问题。

[0006] 技术方案：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可测深流速仪，包括包括测杆、电磁流速传感器和卷尺，所述的测杆为若干管

体首尾相连而成，所述的流速传感器通过套接固定在测杆的下端，所述的卷尺套接固定在

测杆的上端。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的测杆由若干不锈钢管通过螺纹连接而成，包括一个底部测杆、若

干中间测杆和一个顶部测杆，其中底部测杆的一端为底部测杆圆锥体，另一端为底部测杆

外螺纹；中间测杆的结构相同，均是一端为内螺纹，另一端为外螺纹；顶部测杆的一端为内

螺纹，另一端为把手；其中，所述的底部测杆、若干中间测杆和顶部测杆均为不锈钢管。

[0009] 进一步的，在所述的测杆的顶部设有测杆把手，测杆把手顶端为圆形水平仪。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的电磁流速传感器包括传感器主体和尾翼，所述的传感器主体与

尾翼为固定连接。

[0011] 进一步的，卷尺包括外壳、固定圆环、转轴、限位圆片、旋转把手、刻度皮尺；外壳与

固定圆环固接在一起，固定圆环上有一带螺纹通孔可供定位螺丝旋进，抵住测杆，从而实现

卷尺的固定。转轴从外壳圆心处插入，两端用圆片限位，使转轴只可绕中心轴转动，不可移

动。旋转把手穿过限位圆片圆心处通孔与转轴固接，刻度皮尺在外壳内缠绕于转轴上，通过

旋转把手的旋转，刻度皮尺经过外壳最下方的开口实现收放。

[0012] 进一步的，刻度皮尺包括皮尺主体、自由端黄色金属片、自由端圆环、卡扣；自由端

圆环与自由端黄色金属片通过卡扣连接。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的皮尺主体宽度为1.5cm；所述的自由端黄色金属片宽度为1.5cm，

长度为2cm；所述的自由端圆环外径为2.8cm，内径为2.4cm，高度为0.3cm；所述的卡扣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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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5cm。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的底部测杆、若干中间测杆和顶部测杆的不锈钢管长度(不包含外

螺纹长度、把手长度)为50cm，直径为2cm。外螺纹长度为2cm，直径为1.4cm，内螺纹与外螺纹

相契合。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的测杆把手长度为9cm，直径为3cm；所述的圆形水平仪的直径为

2cm。

[0016]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一种可测深流速仪，在传统的测杆基础上增

加了帮助确定测杆竖直方向的圆形水平仪，还增加了测流过程中便于读取变化水深的卷

尺；卷尺自由端的黄色金属片便于人眼确定卷尺是否到达水面，解决了因水体透明、测尺颜

色浅而读数困难的问题；卷尺自固定位置放出到达水面，读数表示水面至固定位置的距离，

渠底至固定位置的距离(放水前测)与相应读数之差则为相应水深，通过这种公式转换，将

读数置于眼下，解决了因距离远而读数困难的问题；另外，可使一个人同时完成手持测杆与

测水深两项工作，减少了工作人数。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可测深流速仪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各段测杆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流速传感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卷尺的主视图；

[0021] 图5为卷尺的右视图；

[0022] 图6为卷尺的固定圆环分解图；

[0023] 图7为卷尺的固定圆环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25] 如图1‑7所示，附图标记如下：测杆1、底部测杆圆锥体11、底部测杆外螺纹12、中间

测杆内螺纹13、中间测杆外螺纹14、顶部测杆内螺纹15、测杆把手16、圆形水平仪17、电磁流

速传感器2、传感器主体21、尾翼22、卷尺3、外壳31、开口311、固定圆环32、带螺纹通孔321、

定位螺丝322、转轴33、限位圆片34、旋转把手35、刻度皮尺36、皮尺主体361、自由端黄色金

属片362、自由端圆环363、卡扣364。

[0026] 可测深流速仪，包括测杆1、电磁流速传感器2和卷尺3，测杆1为螺纹连接的不锈钢

管，流速传感器2通过套接固定在测杆1上，卷尺3通过自带的圆环32通过套接固定在测杆1

上。

[0027] 测杆1由多节不锈钢管通过螺纹连接而成，包括底部测杆、若干中间测杆和顶部测

杆，其中底部测杆的一端为底部测杆圆锥体11，另一端为底部测杆外螺纹12；中间测杆的结

构相同，均是一端为内螺纹13，另一端为外螺纹14；顶部测杆的一端为内螺纹15，另一端为

把手16；底部测杆、若干中间测杆和顶部测杆均为不锈钢管。

[0028] 底部测杆、若干中间测杆和顶部测杆的不锈钢管长度(不包含外螺纹长度、把手长

度)为50cm，直径为2cm；外螺纹长度为2cm，直径为1.4cm，内螺纹与外螺纹相契合；把手16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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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9cm，直径为3cm。测杆把手16顶端为圆形水平仪17，圆形水平仪17的直径为2cm。

[0029] 电磁流速传感器包括传感器主体21和尾翼22，传感器主体21与尾翼22为固定连

接。

[0030] 卷尺3包括外壳31、固定圆环32、转轴33、限位圆片34、旋转把手35、刻度皮尺36。外

壳31与固定圆环32固接在一起，固定圆环32上有一带螺纹通孔321可供定位螺丝322旋进，

抵住测杆，从而实现卷尺3的固定。转轴33从外壳31圆心处插入，两端用圆片34限位，使转轴

33只可绕中心轴转动，不可移动。旋转把手35穿过限位圆片34圆心处通孔与转轴33固接，刻

度皮尺36在外壳31内缠绕于转轴33上，通过旋转把手35的旋转，刻度皮尺36经过外壳31最

下方的开口311实现收放。

[0031] 刻度皮尺36包括皮尺主体361、自由端黄色金属片362、自由端圆环363、卡扣364；

圆环363与自由端黄色金属片362通过卡扣364连接。皮尺主体361宽度为1.5cm；自由端黄色

金属片362宽度为1.5cm，长度为2cm；自由端圆环363外径为2.8cm，内径为2.4cm，高度为

0.3cm；卡扣364直径为0.5cm。

[0032] 工作过程：用流速仪测算渠道流量时，将电磁流速传感器2套在底部测杆的预设位

置处，并旋紧定位螺丝以固定，将卷尺固定圆环32及卷尺自由端的圆环363套在测杆1上，根

据需求选择合适段数的测杆进行安装，向上移动卷尺3至顶部测杆的把手16下方指定位置，

并旋紧定位螺丝以固定；一人手持测杆1将流速仪2放至水中，通过观察测杆1顶端的圆形水

平仪17将测杆1调整至竖直状态，并放出卷尺直至其自由端到达水面，读出卷尺读数，另一

人拿显示仪并按照预设的间隔记录显示仪读数以及卷尺读数。

[0033]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对各设施位置进行调整，这些调整也应视为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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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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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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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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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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