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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冷凝装置，包

括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冷凝器，根部阀，引

压管，第一排污阀，第二排污阀，连接管，差压变

送器，流量转换器，三阀组，可拆卸式防尘罩结

构，防污染废液吸附处理管结构，防堵塞拆卸式

传感器结构和可拆卸式快速安装架。本发明解决

了现有的冷凝装置在测量高品质的过热蒸汽时

两个交接界面(蒸汽和冷凝水的交接界面)的水

平高度不一致，在测量饱和蒸汽时传统冷凝罐与

差压式传感器之间的连接管处，冷凝水极易形成

液柱，造成水封，影响差压值的传递以及弯管传

感器测量时两侧取压，两侧环境温度不一样，造

成的正负两侧冷凝液液面高度不一致，不能保证

流量测量的准确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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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冷凝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冷凝装置包括温度

变送器(1)，压力变送器(2)，冷凝器(3)，根部阀(4)，引压管(5)，第一排污阀(6)，第二排污

阀(7)，连接管(8)，差压变送器(9)，流量转换器(10)，三阀组(11)，可拆卸式防尘罩结构

(12)，防污染废液吸附处理管结构(13)，防堵塞拆卸式传感器结构(14)和可拆卸式快速安

装架(15)，所述的温度变送器(1)和压力变送器(2)分别与防堵塞拆卸式传感器结构(14)相

连接；所述的冷凝器(3)一端与防堵塞拆卸式传感器结构(14)相连接，另一端与右侧设置的

所述的根部阀(4)相管路连接设置；所述的根部阀(4)和防堵塞拆卸式传感器结构(14)相连

接；所述的引压管(5)一端与防堵塞拆卸式传感器结构(14)相连接，另一端与第一排污阀

(6)相螺纹连接设置；所述的第一排污阀(6)还与右侧设置的所述的防污染废液吸附处理管

结构(13)相连接；所述的第二排污阀(7)一端与左侧设置的所述的防污染废液吸附处理管

结构(13)相连接，另一端管路连接左侧设置的所述的根部阀(4)相连接；左侧设置的所述的

根部阀(4)和左侧设置的所述的冷凝器(3)相螺纹连接设置；所述的第二排污阀(7)还管路

连接三阀组(11)的左侧进口处；所述的第一排污阀(6)还管路连接三阀组(11)的右侧进口

处；所述的三阀组(11)的上端通过连接管(8)和差压变送器(9)的下端螺纹连接设置；所述

的温度变送器(1)，压力变送器(2)和差压变送器(9)的进口端分别与流量转换器(10)的出

口端管路连接设置；所述的流量转换器(10)和可拆卸式快速安装架(15)相连接；所述的可

拆卸式防尘罩结构(12)和差压变送器(9)相连接；所述的可拆卸式防尘罩结构(12)包括防

护层(121)，防尘罩(122)，支撑板(123)，固定套管(124)，连接管头(125)和导出管(126)，所

述的防护层(121)螺钉连接在防尘罩(122)的上表面；所述的支撑板(123)分别纵向一端螺

钉连接在固定套管(124)的左右两侧，另一端分别螺钉连接在防尘罩(122)的内侧顶部左右

两端；所述的固定套管(124)螺纹连接在连接管头(125)的外壁中间位置；所述的连接管头

(125)螺纹连接在导出管(126)的外壁下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冷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污染废液吸

附处理管结构(13)包括连接帽(131)，排污管(132)，导流管(133)，滤杂芯(134)，镂空盘

(135)和固定螺钉(136)，所述的连接帽(131)螺纹连接在排污管(132)的上端；所述的排污

管(132)的下端螺纹连接在导流管(133)的上端；所述的滤杂芯(134)纵向螺钉连接在镂空

盘(135)之间的内侧中间位置；所述的镂空盘(135)分别通过固定螺钉(136)安装在排污管

(132)的内部上下两侧中间位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冷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堵塞拆卸式

传感器结构(14)包括主流管(141)，主导管(142)，传感器体(143)，从导管(144)，从流管

(145)和滤杂网(146)，所述的主流管(141)通过主导管(142)螺纹连接在传感器体(143)的

上端；所述的从流管(145)通过从导管(144)螺纹连接在传感器体(143)的下端；所述的滤杂

网(146)分别螺钉连接在主导管(142)和从导管(144)的内部中间位置。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冷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拆卸式快速

安装架(15)包括安装孔(151)，安装板(152)，安装底座(153)，塑料壳(154)，拆卸板(155)和

透明片(156)，所述的安装孔(151)开设在安装板(152)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安装板

(152)分别横向螺钉连接在安装底座(153)的外侧中间位置；所述的安装底座(153)纵向螺

栓安装在塑料壳(154)的后部中间位置；所述的拆卸板(155)纵向螺钉连接在塑料壳(154)

的左端中间位置出口端；所述的透明片(156)镶嵌在塑料壳(154)的前部中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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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冷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护层(121)

具体采用PVC塑料层，所述的防尘罩(122)具体采用PVC塑料罩。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冷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导出管(126)

纵向下端螺纹连接在差压变送器(9)的上端中间位置。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冷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帽(131)

分别和第一排污阀(6)与第二排污阀(7)的下端管路连接设置。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冷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滤杂芯(134)

具体采用活性炭滤芯。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冷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滤杂网(146)

具体采用笼形扇状不锈钢滤网。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冷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传感器体

(143)具体采用一体化成型的S型304不锈钢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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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冷凝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冷凝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冷凝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差压式(也称节流式)流量计是基于流体流动的节流原理，利用流体流经节流装置

时产生的压力差而实现流量测量的。它是目前生产中测量流量最成熟，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通常是由能将被测流量转换成压差信号的节流装置和能将此压差转换成对应的流量值显

示出来的差压计以及显示仪表所组成。在单元组合仪表中，由节流装置产生的压差信号，经

常通过差压变送器转换成相应的标准信号(电的或气的)，以供显示、记录或控制用。

[0003] 差压流量计由一次装置(检测件)和二次装置(差压转换器和流量显示仪表)组成。

通常以检测件形式对差压式流量计分类，如孔板流量计、文丘里流量计、均速管流量计、皮

托管原理式-毕托巴流量计等。

[0004] 二次装置为各种机械、电子、机电一体式差压计,差压变送器及流量显示仪表。它

已发展为三化(系列化、通用化及标准化)程度很高的、种类规格庞杂的一大类仪表，它既可

测量流量参数，也可测量其它参数(如压力、物位、密度等)。

[0005] 差压流量计的检测件按其作用原理可分为：节流装置、水力阻力式、离心式、动压

头式、动压头增益式及射流式几大类。

[0006] 差压式流量计在测量蒸汽流量时，我们经常会使用一个辅助装置，这就是我们十

分熟悉的冷凝罐。

[0007] 但是现有的冷凝装置还存在着在测量高品质的过热蒸汽时两个交接界面(蒸汽和

冷凝水的交接界面)的水平高度不一致，在测量饱和蒸汽时传统冷凝罐与差压式传感器之

间的连接管处，冷凝水极易形成液柱，造成水封，影响差压值的传递以及弯管传感器测量时

两侧取压，两侧环境温度不一样，造成的正负两侧冷凝液液面高度不一致，不能保证流量测

量的准确性和变送器连接口容易受灰尘影响，排污处理不彻底容易污染环境，不便于安装

转换器的问题。

[0008] 因此，发明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冷凝装置显得非常必要。

发明内容

[0009]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差压式蒸汽流量计冷凝装置，以解决现有的

冷凝装置存在着在测量高品质的过热蒸汽时两个交接界面(蒸汽和冷凝水的交接界面)的

水平高度不一致，在测量饱和蒸汽时传统冷凝罐与差压式传感器之间的连接管处，冷凝水

极易形成液柱，造成水封，影响差压值的传递以及弯管传感器测量时两侧取压，两侧环境温

度不一样，造成的正负两侧冷凝液液面高度不一致，不能保证流量测量的准确性和变送器

连接口容易受灰尘影响，排污处理不彻底容易污染环境，不便于安装转换器的问题。差压式

蒸汽流量计冷凝装置，包括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冷凝器，根部阀，引压管，第一排污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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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排污阀，连接管，差压变送器，流量转换器，三阀组，可拆卸式防尘罩结构，防污染废液

吸附处理管结构，防堵塞拆卸式传感器结构和可拆卸式快速安装架，所述的温度变送器和

压力变送器分别与防堵塞拆卸式传感器结构相连接；所述的冷凝器一端与防堵塞拆卸式传

感器结构相连接，另一端与右侧设置的所述的根部阀相管路连接设置；所述的根部阀和防

堵塞拆卸式传感器结构相连接；所述的引压管一端与防堵塞拆卸式传感器结构相连接，另

一端与第一排污阀相螺纹连接设置；所述的第一排污阀还与右侧设置的所述的防污染废液

吸附处理管结构相连接；所述的第二排污阀一端与左侧设置的所述的防污染废液吸附处理

管结构相连接，另一端管路连接左侧设置的所述的根部阀相连接；左侧设置的所述的根部

阀和左侧设置的所述的冷凝器相螺纹连接设置；所述的第二排污阀还管路连接三阀组的左

侧进口处；所述的第一排污阀还管路连接三阀组的右侧进口处；所述的三阀组的上端通过

连接管和差压变送器的下端螺纹连接设置；所述的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和差压变送器

的进口端分别与流量转换器的出口端管路连接设置；所述的流量转换器和可拆卸式快速安

装架相连接；所述的可拆卸式防尘罩结构和差压变送器相连接；所述的可拆卸式防尘罩结

构包括防护层，防尘罩，支撑板，固定套管，连接管头和导出管，所述的防护层螺钉连接在防

尘罩的上表面；所述的支撑板分别纵向一端螺钉连接在固定套管的左右两侧，另一端分别

螺钉连接在防尘罩的内侧顶部左右两端；所述的固定套管螺纹连接在连接管头的外壁中间

位置；所述的连接管头螺纹连接在导出管的外壁下部。

[0010] 优选的，所述的防污染废液吸附处理管结构包括连接帽，排污管，导流管，滤杂芯，

镂空盘和固定螺钉，所述的连接帽螺纹连接在排污管的上端；所述的排污管的下端螺纹连

接在导流管的上端；所述的滤杂芯纵向螺钉连接在镂空盘之间的内侧中间位置；所述的镂

空盘分别通过固定螺钉安装在排污管的内部上下两侧中间位置。

[0011] 优选的，所述的防堵塞拆卸式传感器结构包括主流管，主导管，传感器体，从导管，

从流管和滤杂网，所述的主流管通过主导管螺纹连接在传感器体的上端；所述的从流管通

过从导管螺纹连接在传感器体的下端；所述的滤杂网分别螺钉连接在主导管和从导管的内

部中间位置。

[0012] 优选的，所述的可拆卸式快速安装架包括安装孔，安装板，安装底座，塑料壳，拆卸

板和透明片，所述的安装孔开设在安装板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安装板分别横向螺钉连

接在安装底座的外侧中间位置；所述的安装底座纵向螺栓安装在塑料壳的后部中间位置；

所述的拆卸板纵向螺钉连接在塑料壳的左端中间位置出口端；所述的透明片镶嵌在塑料壳

的前部中间位置。

[0013] 优选的，所述的防护层具体采用PVC塑料层，所述的防尘罩具体采用PVC塑料罩。

[0014] 优选的，所述的导出管纵向下端螺纹连接在差压变送器的上端中间位置。

[0015] 优选的，所述的连接帽分别和第一排污阀与第二排污阀的下端管路连接设置。

[0016] 优选的，所述的滤杂芯具体采用活性炭滤芯。

[0017] 优选的，所述的滤杂网具体采用笼形扇状不锈钢滤网。

[0018] 优选的，所述的传感器体具体采用一体化成型的S型304不锈钢传感器。

[0019] 优选的，所述的差压变送器的取压短管具体采用304不锈钢高压管，并通过快速连

接方式进行连接设置，所述的差压变送器的取压方式设置为内藏式取压。

[0020] 优选的，所述的温度变送器和压力变送器分别螺纹连接在传感器体的左上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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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优选的，所述的冷凝器分别管路连接在传感器体的左右两侧。

[0022] 优选的，右侧设置的所述的根部阀管路连接从导管的右侧。

[0023] 优选的，所述的引压管的上端螺纹连接在从导管的左侧。

[0024] 优选的，所述的塑料壳套接在流量转换器的外壁左侧。

[0025] 优选的，所述的透明片具体采用凸透镜镜片。

[0026] 优选的，所述的冷凝器具体采用盘式紫铜盘管冷凝器。

[0027] 优选的，所述的温度变送器具体采用型号为TXY521E的温度变送器，所述的压力变

送器具体采用型号为TR-2088-LCD的压力变送器。

[0028] 优选的，所述的差压变送器具体采用型号为CYQ-3051DP的差压变送器，所述的流

量转换器具体采用型号为RS232-RS485-E的转换器。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30] 1 .本发明中，所述的冷凝器具体采用盘式紫铜盘管冷凝器，有利于解决冷凝装置

在测量高品质的过热蒸汽时两个交接界面(蒸汽和冷凝水的交接界面)的水平高度不一致

的问题。

[0031] 2.本发明中，所述的传感器体具体采用一体化成型的S型304不锈钢传感器，有利

于解决冷凝装置在测量饱和蒸汽时传统冷凝罐与差压式传感器之间的连接管处，冷凝水极

易形成液柱，造成水封，影响差压值的传递的问题。

[0032] 3.本发明中，所述的主流管，主导管，传感器体，从导管和从流管的设置，有利于解

决弯管传感器测量时两侧取压，两侧环境温度不一样，造成的正负两侧冷凝液液面高度不

一致，不能保证流量测量的准确性的问题。

[0033] 4.本发明中，所述的滤杂网的设置，有利于对主导管和从导管起到良好的防堵塞

问题，保证导流效率。

[0034] 5 .本发明中，所述的防护层，防尘罩，支撑板，固定套管，连接管头和导出管的设

置，有利于通过防护层和防尘罩对差压变送器进口端起到良好的防护防尘作用，保证差压

变送器工作顺利进行，同时通过固定套管和连接管头以及导出管之间的螺纹连接，可便于

进行拆卸，方便操作，并通过支撑板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0035] 6.本发明中，所述的连接帽，排污管，导流管，滤杂芯，镂空盘和固定螺钉的设置，

有利于在开启第一排污阀和第二排污阀时，通过连接帽将废液引入排污管内部，并通过滤

杂芯和镂空盘进行杂质吸附处理后，通过导流管排出，可避免环境污染，起到良好环保作

用，通过拆卸固定螺钉，取下导流管，即可将滤杂芯和镂空盘取出，可便于进行维护或者更

换，方便操作。

[0036] 7.本发明中，所述的主流管，主导管，传感器体，从导管和从流管的设置，有利于通

过传感器体解决冷凝装置在测量饱和蒸汽时传统冷凝罐与差压式传感器之间的连接管处，

冷凝水极易形成液柱，造成水封，影响差压值的传递的问题，通过主流管和主导管以及从导

管和从流管之间的配合进行导流工作，满足使用需求，保证冷凝工作顺利进行，并减少冰封

问题。

[0037] 8.本发明中，所述的安装孔，安装板，安装底座和塑料壳的设置，有利于通过安装

孔和安装板将安装底座和塑料壳螺栓固定安装在合适位置，便于进行固定安装流量转换

器，保证安装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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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9.本发明中，所述的透明片的设置，有利于通过透明片进行实时放大观察流量转

换器所显示的数据，便于进行查看。

[0039] 10.本发明中，所述的拆卸板的设置，有利于拆卸取出流量转换器，方便操作。

附图说明

[0040]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41] 图2是本发明的可拆卸式防尘罩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42] 图3是本发明的防污染废液吸附处理管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43] 图4是本发明的防堵塞拆卸式传感器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44] 图5是本发明的可拆卸式快速安装架的结构示意图。

[0045] 图中：

[0046] 1、温度变送器；2、压力变送器；3、冷凝器；4、根部阀；5、引压管；6、第一排污阀；7、

第二排污阀；8、连接管；9、差压变送器；10、流量转换器；11、三阀组；12、可拆卸式防尘罩结

构；121、防护层；122、防尘罩；123、支撑板；124、固定套管；125、连接管头；126、导出管；13、

防污染废液吸附处理管结构；131、连接帽；132、排污管；133、导流管；134、滤杂芯；135、镂空

盘；136、固定螺钉；14、防堵塞拆卸式传感器结构；141、主流管；142、主导管；143、传感器体；

144、从导管；145、从流管；146、滤杂网；15、可拆卸式快速安装架；151、安装孔；152、安装板；

153、安装底座；154、塑料壳；155、拆卸板；156、透明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如附图1和附图2所示，差压式蒸汽流量计

冷凝装置，包括温度变送器1，压力变送器2，冷凝器3，根部阀4，引压管5，第一排污阀6，第二

排污阀7，连接管8，差压变送器9，流量转换器10，三阀组11，可拆卸式防尘罩结构12，防污染

废液吸附处理管结构13，防堵塞拆卸式传感器结构14和可拆卸式快速安装架15，所述的温

度变送器1和压力变送器2分别与防堵塞拆卸式传感器结构14相连接；所述的冷凝器3一端

与防堵塞拆卸式传感器结构14相连接，另一端与右侧设置的所述的根部阀4相管路连接设

置；所述的根部阀4和防堵塞拆卸式传感器结构14相连接；所述的引压管5一端与防堵塞拆

卸式传感器结构14相连接，另一端与第一排污阀6相螺纹连接设置；所述的第一排污阀6还

与右侧设置的所述的防污染废液吸附处理管结构13相连接；所述的第二排污阀7一端与左

侧设置的所述的防污染废液吸附处理管结构13相连接，另一端管路连接左侧设置的所述的

根部阀4相连接；左侧设置的所述的根部阀4和左侧设置的所述的冷凝器3相螺纹连接设置；

所述的第二排污阀7还管路连接三阀组11的左侧进口处；所述的第一排污阀6还管路连接三

阀组11的右侧进口处；所述的三阀组11的上端通过连接管8和差压变送器9的下端螺纹连接

设置；所述的温度变送器1，压力变送器2和差压变送器9的进口端分别与流量转换器10的出

口端管路连接设置；所述的流量转换器10和可拆卸式快速安装架15相连接；所述的可拆卸

式防尘罩结构12和差压变送器9相连接；所述的可拆卸式防尘罩结构12包括防护层121，防

尘罩122，支撑板123，固定套管124，连接管头125和导出管126，所述的防护层121螺钉连接

在防尘罩122的上表面；所述的支撑板123分别纵向一端螺钉连接在固定套管124的左右两

侧，另一端分别螺钉连接在防尘罩122的内侧顶部左右两端；所述的固定套管124螺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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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接管头125的外壁中间位置；所述的连接管头125螺纹连接在导出管126的外壁下部，通

过防护层121和防尘罩122对差压变送器9进口端起到良好的防护防尘作用，保证差压变送

器9工作顺利进行，同时通过固定套管124和连接管头125以及导出管126之间的螺纹连接，

可便于进行拆卸，方便操作，并通过支撑板123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0048] 本实施方案中，结合附图3所示，所述的防污染废液吸附处理管结构13包括连接帽

131，排污管132，导流管133，滤杂芯134，镂空盘135和固定螺钉136，所述的连接帽131螺纹

连接在排污管132的上端；所述的排污管132的下端螺纹连接在导流管133的上端；所述的滤

杂芯134纵向螺钉连接在镂空盘135之间的内侧中间位置；所述的镂空盘135分别通过固定

螺钉136安装在排污管132的内部上下两侧中间位置，在开启第一排污阀6和第二排污阀7

时，通过连接帽131将废液引入排污管132内部，并通过滤杂芯134和镂空盘135进行杂质吸

附处理后，通过导流管133排出，可避免环境污染，起到良好环保作用，通过拆卸固定螺钉

136，取下导流管133，即可将滤杂芯134和镂空盘135取出，可便于进行维护或者更换，方便

操作。

[0049] 本实施方案中，结合附图4所示，所述的防堵塞拆卸式传感器结构14包括主流管

141，主导管142，传感器体143，从导管144，从流管145和滤杂网146，所述的主流管141通过

主导管142螺纹连接在传感器体143的上端；所述的从流管145通过从导管144螺纹连接在传

感器体143的下端；所述的滤杂网146分别螺钉连接在主导管142和从导管144的内部中间位

置，通过传感器体143解决冷凝装置在测量饱和蒸汽时传统冷凝罐与差压式传感器之间的

连接管处，冷凝水极易形成液柱，造成水封，影响差压值的传递的问题，通过主流管141和主

导管142以及从导管144和从流管145之间的配合进行导流工作，满足使用需求，保证冷凝工

作顺利进行，并减少冰封问题。

[0050] 本实施方案中，结合附图5所示，所述的可拆卸式快速安装架15包括安装孔151，安

装板152，安装底座153，塑料壳154，拆卸板155和透明片156，所述的安装孔151开设在安装

板152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安装板152分别横向螺钉连接在安装底座153的外侧中间位

置；所述的安装底座153纵向螺栓安装在塑料壳154的后部中间位置；所述的拆卸板155纵向

螺钉连接在塑料壳154的左端中间位置出口端；所述的透明片156镶嵌在塑料壳154的前部

中间位置，通过安装孔151和安装板152将安装底座153和塑料壳154螺栓固定安装在合适位

置，便于进行固定安装流量转换器10，保证安装便捷性，通过透明片156进行实时放大观察

流量转换器10所显示的数据，便于进行查看，通过拆卸板155即可拆卸取出流量转换器10，

方便操作。

[0051]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防护层121具体采用PVC塑料层，所述的防尘罩122

具体采用PVC塑料罩。

[0052]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导出管126纵向下端螺纹连接在差压变送器9的上

端中间位置。

[0053]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连接帽131分别和第一排污阀6与第二排污阀7的下

端管路连接设置。

[0054]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滤杂芯134具体采用活性炭滤芯。

[0055]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滤杂网146具体采用笼形扇状不锈钢滤网。

[0056]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传感器体143具体采用一体化成型的S型304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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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

[0057]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差压变送器9的取压短管具体采用304不锈钢高压

管，并通过快速连接方式进行连接设置，所述的差压变送器9的取压方式设置为内藏式取

压。

[0058]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温度变送器1和压力变送器2分别螺纹连接在传感

器体143的左上侧。

[0059]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冷凝器3分别管路连接在传感器体143的左右两侧。

[0060] 优选的，右侧设置的所述的根部阀4管路连接从导管144的右侧。

[0061]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引压管5的上端螺纹连接在从导管144的左侧。

[0062]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塑料壳154套接在流量转换器10的外壁左侧。

[0063]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透明片156具体采用凸透镜镜片。

[0064]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冷凝器3具体采用盘式紫铜盘管冷凝器。

[0065]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温度变送器1具体采用型号为TXY521E的温度变送

器，所述的压力变送器2具体采用型号为TR-2088-LCD的压力变送器。

[0066] 本实施方案中，具体的，所述的差压变送器9具体采用型号为CYQ-3051DP的差压变

送器，所述的流量转换器10具体采用型号为RS232-RS485-E的转换器。

[0067] 工作原理

[0068] 本发明中，通过防护层121和防尘罩122对差压变送器9进口端起到良好的防护防

尘作用，保证差压变送器9工作顺利进行，同时通过固定套管124和连接管头125以及导出管

126之间的螺纹连接，可便于进行拆卸，方便操作，并通过支撑板123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通过连接帽131将废液引入排污管132内部，并通过滤杂芯134和镂空盘135进行杂质吸附处

理后，通过导流管133排出，可避免环境污染，起到良好环保作用，通过拆卸固定螺钉136，取

下导流管133，即可将滤杂芯134和镂空盘135取出，可便于进行维护或者更换，方便操作，通

过传感器体143解决冷凝装置在测量饱和蒸汽时传统冷凝罐与差压式传感器之间的连接管

处，冷凝水极易形成液柱，造成水封，影响差压值的传递的问题，通过主流管141和主导管

142以及从导管144和从流管145之间的配合进行导流工作，满足使用需求，保证冷凝工作顺

利进行，并减少冰封问题，通过安装孔151和安装板152将安装底座153和塑料壳154螺栓固

定安装在合适位置，便于进行固定安装流量转换器10，保证安装便捷性，通过透明片156进

行实时放大观察流量转换器10所显示的数据，便于进行查看，通过拆卸板155即可拆卸取出

流量转换器10，方便操作。

[0069] 利用本发明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

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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