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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W-QX-HPS 系列生态下泄流量监测系统（成套设备)
设备介绍
水电站、水库大坝(闸)设计下泄生态流量对下游河流生态环
境进行补偿，是对下游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的保护。水电
站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规范水电站建设及运行各个时期的管理
工作，在建设及运行的同时做到合理开发利用水电资源，既符合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又确保了水电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300W-QX-HPS 系列生态流量下泄监测系统是由西安鹰格电
子按照水利部办公厅以办水电函[2019]1378 号，印发《小水电生
态流量监管平台技术指导意见》
自主开发的一套河道/明渠在线流
量监测设备。300W-QX-HPS 系列生态流量下泄监测系统按照一站
一策指导思路，采用模块化+成套系统设计结构，可一站式为小
水电/集成商用户提供下泄流量、视频采集、无线传输、供电以及
监管平台对接解决方案。
300W-QX-HPS 系列生态流量下泄监测系统采用“傻瓜”式设
计，设备出厂前已按照设计方案设置完毕，用户无需具备专业水
文知识和专业电气人员即可实现整套系统的快速安装和部署。
西安鹰格 300W-QX-HPS 系列生态流量下泄监测系统利用先

设备特点
▪非接触式流速、水位、流量测量
▪一体化成套设计、结构紧凑、一站式解决生态流量监测问题
▪自适应各种开放式明渠、天然河道、非满管大型管道
▪快速部署、免维护、寿命长
▪高精度明渠流量计，精度符合国标要求
▪具有权威三方机构检测资质
▪不受水质、漂浮物影响、无任何机械转动部件

Revolutionary Radar Type Velocity Sensor
▪视频叠加数据功能

▪低功耗，可采用太阳能供电系统
▪符合政府要求，无缝对接各省平台

进的智能传感器+物联网技术，主推非接触雷达波明渠流量计测
流方案和/接触式超声波明渠流量计两种解决方案。
针对水电站不
同的下泄口环境可推荐采用相应的解决方案。300W-QX-HPS 系列
生态流量下泄监测系统以水电站运营商和生态流量监管部门实
际需求为出发点，在保证技术应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的同时，也
充分考虑了到设备的经济性、实用性以及对恶劣条件的环境适应
性等条件。300W-QX-HPS 系列生态流量下泄监测系统安装简单，
运维成本低，已在全国生态流量下泄监测项目中广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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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W-QX-HP 非接触雷达明渠流量计
仪器介绍
300W-QX-HP 型非接触式雷达波明渠流量计是由西
安鹰格电子自主开发的一款明渠/天然河道流量在线监
测设备。300W-QX-HP 雷达波明渠流量计采用了 DSP 技
术和先进的 phyTrack 流体速度检测和跟踪算法，是一款
专门为明渠表面流速和流量测量而开发的流量计。
300W-QX-HP 型雷达波明渠流量计实现了非接触
式流量测量，不受泥沙、漂浮物的影响，适用于一般河
道、渠道流量测量，尤其适用于高洪、急流、高含沙量、
高污染的流速测量。本产品自动化程度高、安装维护方
便，可安装于岸边、桥梁固定支架上定点测量或铅鱼、
吊箱等运动物体上动态测量。该流量计可配合计算机、
数据无线传输等设备组成流量自动测量系统，可实现流
仪器特点

量远程在线监测。

▪非接触式流速、水位、流量测量
▪一体化设计、结构紧凑
▪自适应各种开放式明渠、天然河道、非满管大型管道

非接触式雷达波流量计计算当前流量 Q 的方法基
于连续性方程（Q=V×A）， Q= 流量；V = 平均流速，A

▪快速部署、免维护、寿命长

= 过水断面面积，其中断面平均流速由表面流速 Vsuf×

▪自动识别判断水流方向

转换系数获得。300W-QX-HP 非接触式雷达波流量计结

▪自适应各种流态、可测弱流，也可测强流
▪不受水质、漂浮物影响、无任何机械转动部件

合流量测控终端可对实时检测到的水流速度和水深变

▪响应速度快，可测瞬时流量、累积流量

化进行动态分析，并提供测量目标的精确统计数据，例

Revolutionary Radar Type Velocity Sensor
▪低功耗，可采用太阳能供电系统

如水位过程曲线、瞬时流速、平均流速、最小和最大流

▪支持全自动工作模式

速、实时流量、累计水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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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W-QX-HP 非接触雷达明渠流量计
雷达测速+雷达测距

资质认证

CMA 流量监测

流速测量范围

0.15-20m/s

防护等级

IP68

流速测量精度

±0.02 m/s

工作温度

-40-80℃

测流原理

1 mm/s

通讯接口

RS-485

水位测量范围

雷达 0.5- 30 m

工作模式

连续工作

水位测量精度

±10mm

通讯协议

Modbus RTU

1 mm

外观尺寸

235*210*135

流速分辨率

水位分辨率
工作电流

Typ.180mA at 12V DC

~3.5KG

重量

设备型号
通讯接口

供电电压
通讯协议
外置测流终端（变送器表头)
水位计量程

-RS-485/232
-波特率 2400-115200 bps
-8-bit,none parity,
-1 stop bit
9..24 VDC
Modbus RTU
可选
10m

-RS-485/232
-波特率 2400-115200 bps
-8-bit,none parity,
-1 stop bit
9..24 VDC
Modbus RTU
可选
30m

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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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610 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
仪器简介
HQ-610 型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是由西安鹰格电子自主研发的
一款小体积非满管流量计，广泛应用于环境监测、水文监测、排水管
网监测等领域。本设备采用了 DSP 技术和先进的双波束多普勒流体
速度检测和跟踪算法，是一款专门为雨污管道及工业非满管道流量测
量而开发的流量计、本产品也可应用于规则明渠和河道。
HQ-610 型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是采用双波束多普勒原理同步
测量水的流速、水位、温度和流量的在线式流量测量仪器。HQ-610
结合水力模型编程计算非满管中的瞬时流量，该流量计可配合计算
机、数据无线传输等设备组成流量自动测量系统，可实现流量远程在
线监测。
由于使用超声多普勒原理测量流速，需要水中的悬浮颗粒或小

仪器特点

气泡反射超声测量仪信号，该仪器不能在纯净水中工作。HQ-610 通



测量精度高，量程宽，可测弱流，也可测强流

过超声传感器/雷达水位计测量水位。明渠、非满管道和自然河流有



最低工作水深仅 7cm

着复杂的水速特征，紊流、波浪、浅滩、不平坦、岩石和碎片的河床，



响应速度快，可测瞬时流速、平均流速和最大流速

所有这些都会产生不可预知的速度变化分布。为了能在这些情况中统



体积小、低功耗

计出流速，HQ-610 流量计可快速分析上千个独立的点的流速，同步

 Radar
流线外观不存在泥沙堵塞或水草、杂物缠绕;
Pulse
Level Meter

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准确测得所测区域的平均流速。



灌溉水量监测



工业污染排放测量



废水处理监测



江河流程监测



暴雨排水监测



水量流失/渗入监测



环保排污口监测



河口&潮汐的研究

性强大的特点。该设备可根据测量区域平均流速、断面水深，通过预



市政给排水



水利水文研究

置流量函数关系自动计算过水断面流量。测流控制器具有平均流速、



下水道/暗渠



道路排水监测

嵌入式测流控制器是 HQ-610 型超声波多普勒流量计的核心设
备，该设备采用 DSP+FPGA 信号处理技术，并且具有兼容性和拓展

水深、温度、瞬时流量 过水面积等多种数据统计和输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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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参数
流速测量原理

双波束超声多普勒

水位测量原理

超声波/压力

流速测量范围

0.03-10m/s 双向

水位测量范围

0.07-10 米

流速测量精度

±2% 全量程

水位测量精度

±3mm

1 mm/s

温度测量范围

-20-60℃

0~300Hz

最低工作水深

70mm

流速分辨率
频率
代表流速测量区域

~3m

通讯接口

RS-232/RS-485

防护等级

IP68

工作电流

~50mA @12V DC

237*107*33.5mm

待机电流

~8mA @12V DC

传感器尺寸
设备型号

HQ-610-U (一体化超声水位计)

HQ-610-P (压力式水位计)

最大水深量程

供电电压

6m
-RS-485/232
-波特率 2400-115200 bps
-8-bit,none parity,
-1 stop bit
9..36 VDC

10m
-RS-485/232
-波特率 2400-115200 bps
-8-bit,none parity,
-1 stop bit
9..36 VDC

通讯协议

Modbus RTU

Modbus RTU

通讯接口

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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