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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

流量计，包括活塞壳、顶杆、翘板支架、电极支架、

电磁阀体和控制部，所述活塞壳内部设置有隔

板，所述隔板下部设置有导液孔，活塞壳内部设

置有左活塞和右活塞，所述左活塞和右活塞之间

的空间里设置有位移传导液，活塞壳上设置有顶

杆，活塞壳上设置有翘板支架，所述翘板支架上

铰接安装有翘板，所述翘板与顶杆接触，活塞壳

的两边分别设置有出料孔和进料孔，活塞壳上设

置有电极支架，所述电极支架上设置有电极，所

述电极与控制部通过导线连接，出料孔和进料孔

分别通过输料管与电磁阀体连接，所述电磁阀体

通过导线与控制部连接。本发明测量精度高，误

差小，操作简单，数字读取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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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其特征在于：包括活塞壳（2）、顶杆（3）、翘板支

架（4）、电极支架（5）、电磁阀体（6）和控制部（7），所述活塞壳（2）内部设置有隔板（21），所述

隔板（21）下部设置有导液孔（22），活塞壳（2）内部设置有左活塞（24）和右活塞（25），所述左

活塞（24）和右活塞（25）之间的空间里设置有位移传导液（28），活塞壳（2）上设置有顶杆

（3），活塞壳（2）上设置有翘板支架（4），所述翘板支架（4）上铰接安装有翘板（41），所述翘板

（41）与顶杆（3）接触，活塞壳（2）的两边分别设置有出料孔（26）和进料孔（27），活塞壳（2）上

设置有电极支架（5），所述电极支架（5）上设置有电极（51），所述电极（51）与控制部（7）通过

导线连接，出料孔（26）和进料孔（27）分别通过输料管（1）与电磁阀体（6）连接，所述电磁阀

体（6）通过导线与控制部（7）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其特征在于：所述输料管

（1）的材料是橡胶，输料管（1）的壁厚为1～5mm，输料管（1）的直径为3～50m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塞壳

（2）的材料是不锈钢，活塞壳（2）侧部设置有两个标尺板（23），所述标尺板（23）的材料是玻

璃，所述标尺板（23）上设置有刻度。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塞壳

（2）的材料是透明塑料，活塞壳（2）侧部设置有刻度。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其特征在于：所述位移传导

液（28）是水或者与传输的液料相同。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杆（3）

上部设置有上限位块（33），顶杆（3）下部设置有下限位块（32），上限位块（33）与下限位块

（32）之间设置有回位弹簧（31）。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磁阀体

（6）上设置有进料口（65）和出料口（66），电磁阀体（6）上部设置有接线柱（61），电磁阀体（6）

内部设置有线圈（62），所述线圈（62）中设置有推力杆（63），所述推力杆（63）下部设置有密

封活塞（64）。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其特征在于：所述接线柱

（61）的一端通过导线与控制部（7）连接，接线柱（61）的另一端与线圈（62）连接。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其特征在于：所述左活塞

（24）和右活塞（25）下部设置有凸台，所述凸台是防止左活塞（24）和右活塞（25）与活塞壳

（2）底部完全贴合。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塞壳

（2）底部设置有凸台，所述凸台是防止左活塞（24）和右活塞（25）与活塞壳（2）底部完全贴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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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管道流量测量的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

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流量测量装置能够很方便的测量液体的流量，目前流量测量的设备种类较多，有

通过液体流动带动齿轮转动来测量流量的装置，也有通过超声波的传播速度变化来测量流

体的流量，这些流量测量装置都有其一定的缺陷，测量精度不够精确，设备结构复杂，成本

高，对于一些价格较高的流体，规模小，误差要求高，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小规模高精度的

流量测量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提出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

计，能够方便的测量流体的流量，精度高，误差小，操作简单，适合小规模贵重液体的测量。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包括活塞壳、

顶杆、翘板支架、电极支架、电磁阀体和控制部，所述活塞壳内部设置有隔板，所述隔板下部

设置有导液孔，活塞壳内部设置有左活塞和右活塞，所述左活塞和右活塞之间的空间里设

置有位移传导液，活塞壳上设置有顶杆，活塞壳上设置有翘板支架，所述翘板支架上铰接安

装有翘板，所述翘板与顶杆接触，活塞壳的两边分别设置有出料孔和进料孔，活塞壳上设置

有电极支架，所述电极支架上设置有电极，所述电极与控制部通过导线连接，出料孔和进料

孔分别通过输料管与电磁阀体连接，所述电磁阀体通过导线与控制部连接。

[0005] 作为优选，所述输料管的材料是橡胶，输料管的壁厚为1～5mm，输料管的直径为3

～50mm。

[0006] 作为优选，所述活塞壳的材料是不锈钢，活塞壳侧部设置有两个标尺板，所述标尺

板的材料是玻璃，所述标尺板上设置有刻度。

[0007] 作为优选，所述活塞壳的材料是透明塑料，活塞壳侧部设置有刻度。

[0008] 作为优选，位移传导液是水或者与传输的液料相同。

[0009] 作为优选，所述顶杆上部设置有上限位块，顶杆下部设置有下限位块，上限位块与

下限位块之间设置有回位弹簧。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电磁阀体上设置有进料口和出料口，电磁阀体上部设置有接线柱，

电磁阀体内部设置有线圈，所述线圈中设置有推力杆，所述推力杆下部设置有密封活塞。

[0011] 作为优选，所述接线柱的一端通过导线与控制部连接，接线柱的另一端与线圈连

接。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左活塞和右活塞下部设置有凸台，所述凸台是防止左活塞和右活

塞与活塞壳底部完全贴合。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活塞壳底部设置有凸台，所述凸台是防止左活塞和右活塞与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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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底部完全贴合。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将活塞和电磁阀体应用在流量计中，使流量测量

的精度大大提高，同时操作简单，设备成本低，适合小规模贵重流体的流量测量工作，读取

数值方便。

[0015] 本发明的特征及优点将通过实施例结合附图进行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的主视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第一实施例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的主视剖视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的俯视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电磁阀体的主视剖视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第二实施例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的主视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第二实施例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的主视剖视图。

[0022] 图中：1-输料管、2-活塞壳、21-隔板、22-导液孔、23-标尺板、24-左活塞、25-右活

塞、26-出料孔、27-进料孔、28-位移传导液、3-顶杆、31-回位弹簧、32-下限位块、33-上限位

块、4-翘板支架、41-翘板、5-电极支架、51-电极、6-电磁阀体、61-接线柱、62-线圈、63-推力

杆、64-密封活塞、65-进料口、66-出料口、7-控制部。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了，下面通过附图中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是应该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

明，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在以下说明中，省略了对公知结构和技术的描述，以

避免不必要地混淆本发明的概念。

[0024] 实施例一：参阅图1、图2、图3和图4，本发明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包

括活塞壳2、顶杆3、翘板支架4、电极支架5、电磁阀体6和控制部7，所述活塞壳2内部设置有

隔板21，所述隔板21下部设置有导液孔22，活塞壳2内部设置有左活塞24和右活塞25，所述

左活塞24和右活塞25之间的空间里设置有位移传导液28，活塞壳2上设置有顶杆3，活塞壳2

上设置有翘板支架4，所述翘板支架4上铰接安装有翘板41，所述翘板41与顶杆3接触，活塞

壳2的两边分别设置有出料孔26和进料孔27，活塞壳2上设置有电极支架5，所述电极支架5

上设置有电极51，所述电极51与控制部7通过导线连接，出料孔26和进料孔27分别通过输料

管1与电磁阀体6连接，所述电磁阀体6通过导线与控制部7连接。所述输料管1的材料是橡

胶，输料管1的壁厚为1～5mm，输料管1的直径为3～50mm。所述活塞壳2的材料是不锈钢，活

塞壳2侧部设置有两个标尺板23，所述标尺板23的材料是玻璃，所述标尺板23上设置有刻

度。所述位移传导液28是水。所述顶杆3上部设置有上限位块33，顶杆3下部设置有下限位块

32，上限位块33与下限位块32之间设置有回位弹簧31。所述电磁阀体6上设置有进料口65和

出料口66，电磁阀体6上部设置有接线柱61，电磁阀体6内部设置有线圈62，所述线圈62中设

置有推力杆63，所述推力杆63下部设置有密封活塞64。所述接线柱61的一端通过导线与控

制部7连接，接线柱61的另一端与线圈62连接。所述左活塞24和右活塞25下部设置有凸台，

所述凸台是防止左活塞24和右活塞25与活塞壳2底部完全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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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参阅图5和图6，作为第二种实施方式,实施例二是对实施例一中一些零部件和组

合方式做变换，主要是所述活塞壳2的材料是透明塑料，活塞壳2侧部设置有刻度。所述位移

传导液28与传输的液料相同。所述活塞壳2底部设置有凸台，所述凸台是防止左活塞24和右

活塞25与活塞壳2底部完全贴合。

[0026] 本发明工作过程：

[0027] 本发明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在工作过程中，控制部7通过控制不同

的电磁阀体6闭合，使料液通过两个进料孔27交替进入活塞壳2中，并最终从两个出料孔26

流出，呈对角位置的电磁阀体6工作状态相同，通过左活塞24和右活塞25相互作用，每次排

出的液料量相同，左活塞24和右活塞25每次交替从底部上升至顶部，通过顶杆3推动翘板

41，翘板41使电极51闭合，控制部7会记一次数，最终通过所记的工作次数加上停止状态时

标尺板23的液位，得出液料的流量。

[0028] 本发明一种高精度小流量双活塞式流量计，通过活塞壳2和控制部7配合计数，能

够精确的测量液料的流动量，测量精度高，操作简单，适合小规模贵重液体的流量测量，同

时设备结构简单，成本较低。

[0029] 上述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说明，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定，任何对本发明简单变换后

的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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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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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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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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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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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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