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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组合式超声温度和电导率传感

器组件。具体而言，提供了一种用于电导率测量

和超声温度测量的传感器组件。该组件包括沿从

电子设备壳体延伸的纵轴线对准的细长传感器

本体。传感器本体具有限定测量区段的围绕纵轴

线布置的多个细长电极，以及跨过测量区段成间

隔开的关系安装到本体上的成对的超声收发器，

其中该成对的超声收发器中的第一收发器附接

到传感器本体的近端上，且该成对的超声收发器

中的第二收发器跨过测量区段附接到传感器本

体的远端上。电子设备壳体与多个电极可操作地

连通且连通到成对的超声收发器，以测量测量区

段内的流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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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电导率测量和超声温度测量的传感器组件，包括：

沿纵轴线对准的细长传感器本体，其具有：

限定测量区段的围绕所述纵轴线布置的多个细长电极，以及

跨过所述测量区段以间隔开的关系安装到所述本体上的成对的超声收发器，其中所述

成对的超声收发器中的第一收发器附接到所述传感器本体的近端上，且所述成对的超声收

发器中的第二收发器跨过所述测量区段附接到所述传感器本体的远端上；以及

联接到所述传感器本体的近端上的电子设备壳体，所述电子设备壳体与多个所述电极

可操作地连通并连通到所述成对的超声收发器，以测量所述测量区段内的流体参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感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设备壳体以可分离的方式

安装到所述本体上，在安装好时，所述电子设备壳体与所述成对的超声收发器和所述多个

电极可操作地连通，以测量所述测量区段内的流体参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感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成对的超声收发器用于确定所

述流体的温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感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电极用于确定所述流体的

电导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感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电极包括至少一个有源电

极和至少一个接地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感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成对的超声收发器沿所述传感

器本体的纵轴线布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感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细长电极与所述纵轴线平

行，且布置成与所述纵轴线成间隔开的关系。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传感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细长电极以间隔开的关系

界定所述测量区段。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感器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器组件构造为插入传感

器，其中所述传感器本体延伸到管内的流体流中，且所述电子设备壳体布置在所述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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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式超声温度和电导率传感器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大体上涉及用于测量流体的传感器，更具体地说，涉及用于测量温度和电

导率/电阻率的组合式传感器组件。

背景技术

[0002] 已使用传感器组件测量流体的性质，如，流体流量、密度、粘度、电导率、温度等。此

外，通过测量流体的多个性质，可改善准确性。

[0003] 例如，通过引用并入的美国专利8326555公开了一种使用温度传感器和电导率/电

阻率传感器两者测量具有高纯度的水的电导率/电阻率的系统及相关方法。系统在使用期

间实时连续校准传感器，导致较大改善的准确性。更具体而言，系统从收集的温度测量结果

和收集的电阻率测量结果确定随温度变化的电阻率变化(收集的R/T（电阻率/温度）斜率)。

系统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在对应于温度测量结果的中点温度的温度值处将收集到R/T斜

率与标准化的R/T斜率相比较。基于比较，系统提供水源的电阻率或电导率的补偿测量结

果。结果，系统可在使用期间实时连续地校准传感器，导致水纯度测量的改善的准确性。

[0004] 此组合式测量策略依靠及时和准确的测量结果。尽管用于温度和电导率的当前传

感器对于以上系统大体上有效，但存在不足。例如，电导率测量与温度测量之间的时间延迟

可进行关联，以在过程变化太快时确定水纯度不准确或不可能。此外，传统的温度传感器可

具有有限的分辨率，且往往遭受相对很高的信号噪音。

[0005] 因此，应认识到，仍有对解决这些问题的传感器组件的需要。本发明满足这些需要

和其它需要。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组合式超声温度和电导率组件。

[0007] 根据本发明，该目的通过独立权利要求的特征来实现。此外，其它有利实施例依据

从属权利要求和描述。

[0008] 简言之，且概括地说，本发明提供了用于电导率测量和超声温度测量的传感器组

件。该组件包括沿从电子设备壳体延伸的纵轴线对准的细长传感器本体。传感器本体具有

围绕纵轴线布置的限定测量区段的多个细长电极，以及跨过测量区段成间隔关系安装到本

体上的成对的超声收发器，其中该成对的超声收发器中的第一收发器附接到传感器本体的

近端上，且该成对的超声收发器中的第二收发器跨过测量区段附接到传感器本体的远端

上。电子设备壳体与多个电极可操作地连通且连通到成对的超声收发器，以测量测量区段

内的流体参数。

[0009] 在一个实施例中，传感器本体包括近侧安装部，以及与近侧安装部成间隔开的关

系布置在纵轴线上的远侧安装部。多个细长电极在近侧安装部与远侧安装部之间延伸，布

置成与纵轴线平行且布置成与纵轴线成间隔开的关系，限定测量区段。成对的超声收发器

跨过测量区段成间隔开的关系安装在本体上，其中该成对的超声收发器中的第一收发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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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传感器本体的近侧安装部上，且该成对的超声收发器中的第二收发器跨过测量区段安

装到传感器本体的远侧安装部上。

[0010] 在示例性实施例的详细特征中，成对的超声收发器用于确定流体的温度，且多个

电极用于确定流体的电导率。

[0011] 在一个实施例中，传感器本体包括布置在纵轴线上的近侧安装部，以及与近侧安

装部成间隔开的关系布置在纵轴线上的远侧安装部。多个细长电极在近侧安装部与远侧安

装部之间延伸，布置成与纵轴线平行且布置成与纵轴线成间隔开的关系，限定测量区段。成

对的超声收发器跨过测量区段成间隔开的关系安装在本体上，其中该成对的超声收发器中

的第一收发器附接到传感器本体的近侧安装部上，且该成对的超声收发器中的第二收发器

跨过测量区段安装到传感器本体的远侧安装部上。电子设备壳体联接到传感器本体的近端

上，且与多个电极可操作连通且连通到成对的超声收发器，以测量测量区段内的流体参数。

多个电极用于确定流体的电导率，且多个电极用于确定流体的电导率。

[0012] 在一些实施例中，电子设备壳体以可分离的方式安装到本体上，在安装好时，电子

设备壳体与成对的超声收发器和多个电极可操作地连通，以测量测量区段内的流体参数。

[0013] 在一些实施例中，成对的超声收发器用于确定流体的温度。

[0014] 在一些实施例中，多个电极用于确定流体的电导率。

[0015] 在一个变型中，多个电极包括至少一个有源电极和至少一个接地部。

[0016] 在一个变型中，成对的超声收发器沿传感器本体的纵轴线布置。

[0017] 在一个变型中，多个细长电极与纵轴线平行且布置成与纵轴线成间隔开的关系。

[0018] 在一个变型中，多个细长电极以间隔开的关系界定测量区段。

[0019] 在一些实施例中，传感器组件构造为插入传感器，其中传感器本体延伸入管内的

流体流中，且电子设备壳体布置在管外。

[0020] 为了总结本发明和实现的优于现有技术的优点的目的，本文描述了本发明的某些

优点。当然，将理解的是，所有此类优点不一定可根据本发明的任何特定实施例实现。因此，

例如，本领域技术人员将认识到，本发明可以实现或优化本文所教导的一个优点或成组的

优点的方式体现或完成，而不一定实现本文可教导或建议的其它优点。

[0021] 所有这些实施例旨在都在本文公开的本发明的范围内。通过参考附图的优选实施

例的以下详细描述，本发明的这些和其它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将变得显而易见，本

发明不限于所公开的任何特定优选实施例。

附图说明

[0022] 为了以可获得本公开的优点和特征的方式描述，在下文中，将通过参考在附图中

图示的其特定实施例来呈现前文简要描述过的原理的更具体的描述。这些附图仅描绘了本

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而因此不应视为限制其范围。通过使用附图，利用附加的特征和细节

来描述和解释本公开的原理，在附图中：

图1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用于温度和电导率/电阻率的组合式传感器组件的部分分解

透视图，描绘了安装在传感器本体的顶上的电子设备壳体。

[0023] 图2图示了从图1中的传感器组件的传感器本体的近端的透视图。

[0024] 图3图示了从图1中的传感器组件的传感器本体的远端的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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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4图示了安装到管(以截面示出)上的图1中的传感器组件的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便于参考，各处使用用语"电阻率"和"电导率"，而不关于其相互关系重复参

考。然而，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对"电阻率"或"电导率"的参考也旨在参考对应的相互用语。

[0027] 现在参考附图且具体是图1，示出了用于测量电导率/电阻率和温度的插入传感器

组件10。传感器组件包括安装到电子设备壳体24上的传感器本体14，壳体24构造成连接到

具有流体流的管上，使得传感器本体暴露于流体流。传感器本体包括多个管(电极)16(a-h)

(图2)，其以围绕测量区段22的同心布置在近侧安装部18与远侧安装部20之间延伸。管16包

括有源电极和接地电极，以测量测量区段内流体的电导率/电阻率。传感器本体还包括成对

的超声收发器21(a ,b)，其跨过测量区段22成间隔的关系相应地联接到近侧安装部18和远

侧安装部20上，以测量该测量区段内的流体的参数，如，温度。

[0028] 参考图2和3，电极16包括成交替布置的四个有源电极16(a,  c,  e,  g)和四个接地

电极16  (b,  d ,  f ,  h)，以测量测量区段内的流体的电导率/电阻率。在测量所得的交流电

流同时通过施加小交流电压至电极来测量流体电导率。电流除以电压的商将给出流体中的

电极的电导。在将依赖电极几何形状的电极常数施加于电导值之后，期望的流体电导率可

作为执行这种测量的标准方法问题确立。

[0029] 八个电极布置成围绕超声信号路径的圆形图案，以实现测量电导率的流体体积与

发生超声测量的流体体积之间的最佳一致性。然而，交替电极布置是可行的，例如仅四个电

极杆或不对称布置，其可具有取决于待安装入的管道系统的形状的优点。

[0030] 继续参考图2和3，收发器21是附接到近侧安装部18和远端安装部20的中心区域中

的传感器腔上的压电盘。收发器使用线可操作地联接到壳体12内的电子设备上。在示例性

实施例中，来自远侧收发器的线通过其中一个管16，以操作地联接到电子设备上。压电盘可

由压电材料制成，如锆钛酸铅、石英晶体或压电聚合物。收发器跨过测量区段22间隔开，使

得收发器跨过测量区段具有清楚的连通，而不受管16阻碍。通常，1MHz到5MHz之间的范围中

的超声频率对于液体介质最适合。

[0031] 在示例性实施例中，超声收发器用于确定流体的温度。更具体而言，将使用容纳在

标准半导体芯片(ASIC)中的定时电路测量沿两个方向的收发器之间的超声脉冲的传输时

间。给定近侧安装部和远侧安装部20的表面之间的已知距离，计算流体中的声速。由于流体

(纯水)中声速的温度依赖性是已知的公共信息(来自文献，教科书)，因此可以使用查找表

或适当的算法来确立实际流体温度。不同于物理温度传感器如热电偶或RTD元件，超声测量

方法没有时间延迟，且立即测量流体中的温度。在其它实施例中，可确定测量区段中的流体

的其它参数。例如，如果传感器安装在迫使流体沿传感器的中心轴线流动的流量池或管中，

则两个超声收发器之间的上游和下游传输时间的差异可用于根据用于超声传输时间流量

计的公知方法测量流速，且最终测量体积流率。

[0032] 再次参考图1，传感器本体14限定纵轴线(AL)。多个细长电极16(a-h)与纵轴线

(AL)平行且布置成与纵轴线(AL)成间隔关系，以间隔关系界定测量区段。此外，成对的超声

收发器沿传感器本体的纵轴线布置。传感器本体14还包括联接件(30,32)，以用于将传感器

本体联接到壳体24和流体壳体(例如，管)上。电子设备壳体以可分离的方式安装到本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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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发器21和电极16的线通过联接件至壳体内的电子设备(未示出)。切确地说，将电子设备

壳体与在传感器组件远端处的收发器连接的线路线通过一个或多个管状接地电极。

[0033] 现在参考图4，传感器组件10安装到具有流体流的管40上(由虚线箭头描绘)。在示

例性实施例中，传感器组件10构造为插入传感器，其中传感器本体14延伸到管中，且电子设

备壳体布置在管外。流体围绕传感器本体流入测量区段中。显然，流的部分相对于传感器本

体的纵轴线对角地通过。超声收发器跨过测量区段连通。

[0034] 从前文应认识到，本发明提供了用于电导率测量和超声温度测量的组合式传感器

组件。该组件包括沿从电子设备壳体延伸的纵轴线对准的细长传感器本体。传感器本体具

有围绕纵轴线布置的限定测量区段的多个细长电极，以及跨过测量区段成间隔关系安装到

本体上的成对的超声收发器，其中该成对的超声收发器中的第一收发器附接到传感器本体

的近端上，且该成对的超声收发器中的第二收发器跨过测量区段附接到传感器本体的远端

上。电子设备壳体与多个电极可操作地连通并连通到成对的超声收发器，以测量测量区段

内的流体参数。

[0035] 本发明按照目前优选实施例在上文中描述，使得可传达本发明的理解。然而，存在

本文没有具体描述的其它实施例，本发明对其适用。因此，不应将本发明视为限于所示的形

式，其应认为是例示的而非限制性的。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282846 A

6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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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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