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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石油和天然气（KROHNE Oil & 

我们公司对用户工艺过程的理解，确Gas） 是 科 隆 跨 国 集 团 （ international 

保我们设计和提供的整体解决方案，可以KROHNE Group）的组成部分。

在各个应用领域发挥作用：

科隆公司于 1920 年在德国成立，长

久以来在计量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科

隆公司是一家独立的、私人拥有的公司，

其分支机构和制造工厂遍布全世界各个地

区。作为一家世界领先的公司，我们致力

于为各行各业研发和生产创新的计量产品

和解决方案。

持续稳定的精确计量，可靠的运营，

最短的检修停机时间和最低的维护量，这科隆石油和天然气（KROHNE Oil & 

些是关键所在。科隆公司自行研发和制造Gas）提供4个方面的坚实基础：

重要的硬件和软件产品。这意味着我们承

诺，您将从任何一个科隆产品中体验到最

高等级的技术支持。

公司的业务涵盖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

所有领域：从勘探和生产至运输；从炼化

至分输；从储运至零售。

理解客户的需求

－ 计量；

－ 标定；

－ 监控系统和流量计算系统；

－ 装载和卸载，油库灌区管理；

－ 管线检漏和管理系统。

创新让客户保持领先

－ 专业经验；

－ 从设计到交付使用的完整方案；

－ 为客户创造更多增值效益的技术；

－ 良好的财务状况。

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丰富经验

油气计量解决方案

简介



我们采用突破性的技术，建立起质量上乘和概念创新的声誉。

我们与客户携手工作，对于每一个应用，以最佳的性能和合理的成本，获取最有可

能的技术配置。

我们随时关注计量系统中可以减少维护量和降低客户运营成本的地方，我们设计的

产品和计量系统以优良的性价比而被客户所认同。

我们将以专业知识、服务和培训对您提供支持，确保您的系统在今后的使用中令人

满意地运转。

我们致力于提高客户的运行效率

我们了解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各个领域



科隆公司的承诺

科隆公司通过及时交付以及高精度、高可靠性和高可用性等卓

越的性能，为客户的业务增值。

我们以专业的工程能力、全球化的项目管理和售后支持，为石

油和天然气行业，提供最为广泛的解决方案。

设计和工程
项目管理服务

培训

现场验收试验

制造

标定启用/试车

最后总装试验/集成测试

科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从概念直至完成的全部承诺

科隆公司的座右铭：

我们不仅仅关注项目本身－我们更关注客户的需求。

我们承诺以精确而可靠的计量解决方案来帮助我们的客户取得成功。

科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已取获得如下认证：

科隆公司定期接受政府部门和全球主要石油公司的检查和审计。欢

迎所有的客户访问我们的工厂，体验科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专业

精神。

ISO 9001/9002

ISO 14001

ISO 1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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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交接产品



贸易交接标准
标定标准

贸易交接意味着买卖双方提供担保。

诸如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化工、生物燃料和核工业，对计量仪表和

设备提出了最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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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等级的精度和复现性，独立于介质物理属性，如粘度、温度、

密度和电导率等；

优异的长期稳定性，无需重新标定；

全封闭系统，防止未经许可的操作；

已被证实的长期稳定性，测量期间无漂移；

在测量管路中没有运动部件或流动阻挡结构；

由于无磨损且免维护的特点，因此投资少、运行成本低。

贸易交接产品



与众不同的流量计

贸易交接流量计

任何流量计量系统中的首要装置都是流量计本身。

科隆公司的产品享有结构精湛、质量上乘的声誉－这是几十年以来所积累的流量计

开发和制造经验的结晶。

除了优异的机械结构，电子单元和软件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赢得和保持优异性能

的关键在于，我们有能力解读来自流量计的信号和测量数据，同时，将它们与来自其他仪

表的的信号关联，例如密度计、气相色谱仪、温度和压力传感器，或者与阀门、管道网路

和流动状态的效应相关联。

对于我们的客户而言，这种能力使他们看到可能创造盈利的产品与其它产品的区

别。



为了更好地测量所进行的技术创新

科隆公司是工业界的主要创新者。大量的新技术都是本公司遍布世界各地的研究和开发部门多年辛勤工作的结果。在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流量测量技术在许多方面的改观，主要是源自科隆公司的技术进步。

超声波流量计

科隆公司的超声波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基于时差法。安装在测量管路相对侧面的

每一对换能器（通道），在两个相反的方向，通过流动介质发送和接收声学信

号。一束信号顺着流动发向发射，而另一束信号则逆着流动方向发射。顺流而

行的信号，传播速度比逆流方向的信号快。

超声波传递时间的差异正比于介质的流动速度。通道的数量、形状和位置，是

补偿流态影响的关键所在之处。

科氏质量流量计

质量流量计的工作模式是基于科里奥利（Coriolis）原理。利用这种原理，根

据由液体和气体引起的测量管路变形，确定液体和气体的质量流量。

同时，可以从受激振动的管路共振频率，求出介质的密度。两个传感器线圈用

于探测科里奥利效应。如果没有流动，这两个传感器记录相同的正弦信号。

一旦流动开始，科氏加速度力作用在介质的流动质量微粒上，导致测量管路变

形，以及传感器信号之间的相位移动。传感器测量振动信号的相移。该相移信

号直接与质量流量成比例。

体积流量则由质量和密度测量计算得到。

科隆公司首先开拓了直管式流量计，从而确保最低的管路压降，避免了测量管

路弯曲带来的影响。

电磁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基于法拉第感应定律。按照该定律，在磁场中运动的导

体或导电介质，感应一定的电压。该电压正比于介质的运动速度。

对于电磁流量计而言，或者通过两个与测量物质接触的测量电极拾取所感应的

电压，或者以非接触的电容方式检测电压。电子式测量变换器放大信号，并将

其转变成标准信号。

自科隆公司率先推出了电磁流量计以来，一直在对这种流量计进行研发。只要

有可能，我们促进使用这种非机械式的装置，降低维护需求，改善可靠性。

 

11

Diagram of OPTIMASS 1000

Sensor A Driver Sensor B

Twin straight
 tubes

Decoupling Pressure resistant

secondary containment
Flange

1

Sympathetic vibration without flow*

Flow
velocity = v Mass = m

Vibration amplitude
± 0.1mm

Angular velocity = w Resonant frequency
with vibration
amplitude superimposed

2

Phase shift with flow*
Phase shift  of the sinusoidal oscillation
caused by the Coriolis effect = FC

with vibration
amplitude superimposed

3 FC = 2m (v × w)

Transducer A

Flow velocity

Transducer B

Delta time

Transit time
 from A to B

Transit time
 from B to A

B = 
       magnetic field

Intensity of

D = Tube diameter

V = Average flow rate

U = K × B×V×D

Voltage........................... U
Instrument constant...... K
Magnetic field................  B
Average flow rate..........  V
Tube diameter...............  D

贸易交接流量计



气体超声波流量计：ALTOSONIC V12 / V6

这是新一代贸易交接超声波流量计。独特的测量声道布置，与专用的诊断通

道相结合，测量精度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不再受管路弯头和涡流的影响。如

今，实时性能监控使预测性维护成为现实。

V12是世界上第一台取得OIML 0.5级精度认证的气体超声波流量计，目前其它的

气体超声波流量计仅取得1.0级的认证。 

液体超声波流量计：ALTOSONIC V / III

ALTOSONIC V是液态石油产品贸易交接中使用最广泛的超声波流量计。其独

特的五声道和连续的雷诺数修正的特点，使该仪表在宽广的动态量程范围内，仪

表精度不受液体粘度和密度的影响。因此，这是一种用于原油、液化天然气

（LNG）、液化石油气（LPG）以及混合油品介质管线的理想计量仪表。

ALTOSONIC III为单一石油产品提供了性价比高的解决方案。除了新建设施

以外，它也是传统机械式测量装置的一种理想替代仪表。

液体和气体科氏质量流量计：OPTIMASS 2000

专门用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例如终端和运输管线的大流量测量，开发了真

正直双管质量流量计。

Optimass 2000科氏质量流量计便于安装，流量测量本质上不受压力和温度

的影响，因此可以在宽广的流量范围内，提供精确的计量级体积和质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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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公司引领当今的先进技术。全面的性能监测和

高精度成为我们贸易交接计量仪表的特色。

贸易交接流量计



气体和湿气文丘里管：VPE 7600

作为我们计量业务的一部分，我们还制造一系列的文丘里流量计，用这种专

门的技术满足客户特定的需求。

电磁流量计

这种高压流量计用于井水灌注，以及炼油厂的流量计量应用场合。可以供应

各种规格、材质和内衬的流量计，满足所有不同的需求。

雷达液位计

通过采用调频连续波（FMCW）技术，这种装置具有高达±1mm的精度（贸

易交接 OIML R85）。喇叭式天线采用了自清洁设计，具有净化系统，没有运动部

件。四线制或两线制回路供电，使得安装灵活。通过HART、RS485、Profibus或

FF串口输出，实现通讯。

还可以提供具有杆式和缆式的时域反射（TDR）型号，和用于海运的型号。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辅助计量产品 

13贸易交接流量计



科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设计和制造仪表标定装置和基准表系

统。我们为行业提供的一系列解决方案，是基于三十多年的行业经

验，包括：

我们的设计和系统符合国际标准，例如美国石油组织（API）

石油测量标准手册（MPMS）的第4章。

我们提供的一系列标定装置和解决方案，能够校验和标定各种

不同类型、不同量程的流量仪表，例如超声波流量计、质量流量

计、涡轮流量计和容积式流量计。另外，我们还生产现场标定用的

固定校准装置和基准流量计系统，以及移动式的系统。

单向球形体积管；

双向球形体积管；

小容积流量计校准装置；

移动式流量计校准装置；

贮罐容积计量系统；

活塞式校准装置；

基准表（主表）；

标定装备和设施。

客户可以信赖的基准

校准装置和基准表

…因为可信度是最重要的



作为球形或活塞型标定装置的一种替代，科隆公司提出了用基准流量计来校

验和校准工作流量计的概念。

超声波流量计、质量流量计或传统的技术可以用作基准流量计。

取决于应用类型和当地的具体情况，所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在工艺范畴内，具有更宽的适用量程；

操作方便；

尽可能减少维护  没有运动部件意味着无磨损和脱落。

与标定装置相比，设计紧凑，整体尺寸小、重量轻。因此，对于海上应用最

为理想，例如，油轮、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FPSO）、单浮筒系泊系统

（SBM）和远程站点。

在重量和尺寸上符合国际标准，并经权威机构认证。

经过主要石油公司的使用验证。

检测开关是球形体积管的关键部件之一。科隆公司出品的微型球形体积管探

头检测开关已经得到超过25年的使用验证，其重复性、可用性和可靠性，均出类

拔萃。完全符合美国石油组织（API）石油测量标准手册（MPMS）的第4章要

求，是业界的首选产品。

可以在现场更新微型球形体积管探头检测开关，而无需重新标定体积管回

路。现有的体积管可以用微型探头检测开关更新改造，替代现有陈旧或失效的探

头。

科隆公司的基准流量计

15

可替代标定装置的基准流量计装置

科隆公司出品的微型

体积管检测开关

采用微型体积管开关改进标定装置

校准装置和基准表





将全部功能整合到一个开放的系统中，使下列各项性能最佳：

计量

分析

测量仪表质量

有效性

碳氢化合物的输送

17

碳氢化合物测量、分析仪表管理软件

管理软件



SynEnergy特别关注对客户营运中盈亏有最重要影响的关键领域。

我们通过确保客户的测量设备和系统具有最优的性能来使客户从生产中获得利润的

最大化，同时减少任何潜在的损失。

SynEnergy提供全面的信息，使得客户在其测量过程中的所有方面都处于可控状态。

为客户从QMI至最高管理层，在各个层次上的重要决策奠定基础。

它的预防维护理念，不仅仅是减少了不必要的工作、费用和停机时间，更主要的是

杜绝了以前系统固有的故障时维修所造成的损失。

SynEnergy使客户的工艺过程透明化，提升了审计和问责的新层次。

碳氢化合物测量、分析仪表管理软件



科隆的上位监控系统

科隆公司在可靠性方面享有盛誉。这是本公司监控系统的重要特色。监控系

统专门用于计量，并考虑到分输和贸易交接计量方面非常具体的需求。

这些系统汲取了本公司在计量领域各个方面的实践经验，使其成为真正全面

和值得信赖的系统。

开放式的结构，使得与第三方设备之间的信息交换，变得与本公司自己的、

采用先进技术的流量计、流量计算机和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同样方便。

这些特点和功能包括：

19

按照客户要求定制报告

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趋势

定期数据归档

远程计量

最新的彩色图形，简便的操作。

阀门控制，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PLC）和流量计算机等。

系统诊断。

数据采集和控制体系结构（DACA），符合多层次的安全性。

因特网服务器，使得全世界范围内任何授权用户能够即时访

问与他的等级相关的信息。

与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MIS）、集散控制系统（DCS）、

数据处理中的系统、应用和产品（SAP）、碳氢化合物核算

等，广泛的集成和信息交换成为可能。

监控系统



增加客户的盈利

科隆公司的分析仪质量管理系统 CALSYS，是 SynEnergy 中的

一 项 ， 它 为 下 列 各 项 内 容 ， 监 测 和 控 制 每 一 个 质 量 测 量 仪 器

（QMI）：

CALSYS使 用 户 能 够 策 划 维 护 工 作 ， 从 而 增 强 了 仪 器 的 可 用

性，改善了工艺过程控制。它还可以用于进行精细调节，提升工厂

输出的质量。

基于统计学工艺过程控制的仪器管理，使得操作者和维护人员

集中精力于确认和故障诊断，避免不必要的预防性、常规性或者补

偿性维护工作。

更好的工艺过程控制意味着极少出错，从而能够改善工艺过程

的局限性，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故障引发损失或者废品。

分析的性能；

可用性；

可维护性。

该系统提供：

为正在使用中的仪器，记录仪器性能数据（与销售商无关）；

将数据整理成有意义的信息；

改进的QMI运行管理报告以及单个仪器的报告；

验证指南；

控制统计过程。

增加可用性：

降低维护费用：

故障损失最小化：

分析仪质量管理系统CALSYS



Summit 8800是流量计算机方面在多年以来首次真正的突破。

采用当前先进的技术和人类工程学，它克服了目前流量计算机的所

有局限性。

通过使用广域网（WAN）技术，SynEnergy将远程计量提升到

新的高度。

可以从网络中的每一台流量计算机或每一个监测站，调用任何

其他站的屏幕，即时读取其内存，重新调整设置，检查趋势和其他

数据。

对于无人值守平台和难以抵达的站点，Summit 8800是理想的

选择。

SynEnergy内部的应用构造程序（APB）技术软件已获NMi的批

准，是虚拟流量计算的基础。

来自流量计算机的全部功能加载到中央PC机上。不同于典型的

流量计算机，虚拟流量计算（VFC）能够处理50多个数据流。公用

的一个系统意味着实测数据的绝对可比性。新增的好处是不受限制

的处理能力，允许自由登录、选择倾向和进行数据管理。

虚拟流量计算（VFC）用于分配计量、进行实时瞬间计算的湿

气应用场合、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FPSO）和浮式储存和卸载装置

（FSO）。

触摸屏操作，滚动和点击菜单导航，经因特网访问当前和历史

数据；

广域网能力，全冗余的以太网；

提供完整的数据追踪功能，贸易交接数据与维护数据分离，多

级密码访问和授权设置。

远程访问……仿佛身临现场

虚拟流量计算

塑造未来的流量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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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错误报警

“ ”极其迅速准确地检漏，并确定管路中的泄

漏部位。

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

统计质量平衡（SMB）以及

扩展的实时瞬态建模（E-RTTM）。

对于以下应用，科隆公司的“PipePatrol”是理想的选

择：

液体、气体、液化石油气、混合产品应用；

地下、海底和陆地管线；

批量跟踪和清管器跟踪；

输送管线和成品油管线；

固定的管线和高度动态的管线（临时性），静止的。

大型石油和石化企业已经在全世界范围，成功地将

“PipePatrol”用于气体和液体管线上，并完全满足例如API 

1130和API 115，以及德国的TRFL等标准。

“PipePatrol”满足优良可靠的泄漏探测系统的要求：

探测少量泄漏……非常迅速；

无错误报警！

精确定位泄漏部位。

操作界面友好，易于更新。

不需要维护。

即使在过载状态下，以保持灵敏。

一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可用。

PipePatrol 科隆公司的

“PipePatrol”使

用户迅速可靠地对

以下情况作出反

应：

外部受损；

盗窃；

腐蚀泄漏；

污染；

爆炸；

立法；

安全问题；

环境问题。

液体和气体管线的泄漏检测和定位

为用户多度身定制的程序显示

准确的泄漏部位并按照设定的

数据触发报警。

“PipePatrol”识别出泄漏形式，

可靠地给出真实警报

（无传感器误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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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公司的罐区记录和管理系统是强有力的计量

和监测系统，用于碳氢化合物的灌区和终端。它可以作

为单一储罐解决方案，或者作为一个包括装载和卸载到

油轮和输送管线的综合性多贮罐油库的组成部分。

贮罐详细参数显示屏 贮罐组显示屏 参数设置屏 贮罐状态显示屏

典型的系统包括科隆公司的精密液位计（接触式

或非接触式的），以及各种辅助装置，例如，温度计和

压力计，溢出和空转保护开关，以及通讯装置。

整个系统的核心是科隆公司的SynEnergy架构，提

供全部必需的监测控制和数据采集（SCADA）功能。

在一台或多台工控机上运行软件。直观的人机界面

（HMI）便于操作人员和维修工程师开展工作。

科隆公司的智能罐区现场控制器处理数据，提供

总体积和净体积，密度分布，总质量和净质量等数据，

并按用户的规定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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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区记录和管理系统

监控

温度

压力

液位

罐区管理系统



完整的计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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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游至下游

液体和气体计量的交钥匙工程

我们向客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包括咨询和工程设计、文件

和认证、制造和装配、包装和运输、测试和开车调试。

这种全面的能力和先进的技术配合，是确保客户成功的关键。

与我们重复充分沟通所需提供解决方案的各种应用是我们最好

的建议。

液体计量系统



差异就在于技术

气体流量计量系统

科隆公司已有多年供应气体流量计量系统

的历史。

从井口至城市分输站，我们是气体贸易交

接计量的最佳选择。

体验与众不同

我们的工程师掌握了采用从文丘里至超声

波全部各种技术的计量系统的知识和经验。

从而确保我们能够及时并在预算费用之

内，向客户提供满足应用需求的最佳解决方

案。公司内部的工程技术部门处理和执行所有

方面的设计工作，从撬座结构、机械、管路、

电气、仪表、流量计算，直至分析仪和质量测

量设备和模块，完成全部配套工作。

完全可以信赖本公司多年积累的技术和现

场经验。

产品

湿气

天然气

工业用气和废气

计量

输送、分配和厂内流量计量

调压以及流量控制

取样系统

分析和质量测量系统/分析小

屋/分析棚

应用

勘探和生产

海上：平台，浮式储存和卸

载装置（FSO），浮式生产储

油卸油船（FPSO）

陆地：气体处理与加工，管

路和运输，储存，过境，城

市门站和分输站，压力调节

进气和发电



推出新一代产品

科隆公司的ALTOSONIC V12是应用于贸易交接的新一代气体超声波流量计。

科隆公司响应了如今能源价格上涨环境下对提高流量计精度的要求。

ALTOSONIC V12有12个测量通道，其中两个专门用于诊断。一旦投入使用，

流量计持续检测工作状态。位于5个平行水平面上的声道对涡流进行补偿，从而即

使在流态被严重扰动情况下，也能提供可靠的测量结果。

ALTOSONIC V12的诊断功能将可靠地探测到沉积物、污垢或内壁粗糙度的变

化，从而可以按实际需求安排维护工作。

ALTOSONIC V12应对了两项现有超声波流量计不能很好解决的重大挑战：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分析了各种管道工程布局中流态分布带来的影响。实

验结果证明ALTOSONIC V12是第一台经标定和认证，可以最小化安装影响的超声

波流量计，能够满足ISO 17089和AGA9标准，无需采用整流器而实现5倍直径入口

直管的要求。

ALTOSONIC V12采用独特的专用声道监视其自身。经过验证的反射技术使得

流量计不仅能够探测流态分布的变化，而且还能探测到流通截面改变（污垢、污

染物所致）。

如何将高压测试台上理想条件下获得的标定曲线，转移到现实情况中带有汇

气管、过滤器、弯管的测量站?

在长时间运转以后，如何确保计量结果的准确性?

ALTOSONIC V12  的技术突破气体超声波流量计

具有性能监视用的独特垂直诊

断声道的声道布局

新一代产品 - ALTOSONIC V12

27气体流量计量系统



掌握计量的方方面面

液体流量计量系统

科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已有多年供应液体流量计量系统的历

史：从单一仪表直至最新技术的多仪表装置。

我们的业务范围覆盖各个领域，产品均由我们自行研发制造：

满足客户生产工艺的电气、机械设计和概念；

全面的工程技术和项目管理；

完全装配好的液体流量计量撬；

标定装置和基准表；

全冗余的流量计算机和监控系统；

配备取样系统，分析小屋和分析棚的分析系统

我们为陆地和海上的各种应用场合，设计、集成和提供系统解

决方案。



经验荟萃

我们积累了广袤的技术经验，从传统的机械式仪

表，直至成功的现代化技术，例如超声波流量计和质量

流量计。

我们掌握了许多类型的计量方式和产品知识，并

且已经拥有大量的业绩。

为了获取最优的设计和技术，客户可以信赖我们

的专业精神和经验  从产品至工程技术；从客户设备的

制造至寿命期服务。我们在各项指标要求方面帮助客户

作出正确的决定。

我们按照最高的国际标准设计和制造产品及系

统。科隆公司的传统确保了石油和天然气市场所需求的

持之以恒的高质量并与我们的创新解决方案以及在全世

界范围提供支持的能力相辅相成，保证客户在某一天拥

有的性能，将在以后多年使用中持续保持。

原油

冷凝物

成品油

压缩天然气、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

其他碳氢化合物

化工制品

密闭输送

贸易交接

分输

过程计量

海上：

平台，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FPSO）

单浮筒系泊系统（SBM）

陆地：

管线，终端，装卸，石化，炼油厂

标定 / 验证 / 校准

确保长期的满意度

介质

计量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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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标准

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标定设施内部

标定科隆公司的5波束超声波

密闭输送流量计

标定装置和设施

科隆公司自行标定公司的产品。我们还为第三方标定流量计，

为政府机构、标定当局和大型石油公司建造标定设施。

公司所属各工厂生产的每一台流量计出场之前，事先都经过彻

底测试和实流标定。

体积流量计，例如超声波流量计和电磁流量计，其名义口径从

0.25英寸至120英寸（DN3000）均在公司的标定装置上进行标定，这

些装置完全通过了按国际标准的认证，符合可追溯性要求。

专门的测量、测试和材料试验项目，属于我们称之为“经科隆

公司检验”的一部分内容。



世界各地购买并信赖科隆公司

的标定和校准技术

应用于碳氢化合物，气体和水的系统

我们在全球参与开发和提供标定及校准技术。众多国家

的政府和计量机构信赖科隆公司的技术，我们也在坚持不断地

参与制定更高的标准。

液体

气体

油品

石油化工产品

水

现场

移动

在科隆公司的生产工厂

政府机构

重量和测量协会

大型石油公司

承包商和服务公司

各种产品

世界各地

 

科隆公司参与的EuroLoop碳氢化合物标定设施

世界上最大的碳氢化合物标定设施

为了在校准精度和不确定性测定方面竖立起新的里程

碑，NMI 选择科隆公司作为唯一的合作伙伴，为碳氢化合物设

备提供完整的标定系统。

科隆公司依靠其经过实践考核的标准流量计和密闭输送

技术，从设计和工程运作直至完成，公司提供了配备齐全、即

可使用的交钥匙解决方案。世界上尚无其他设施能够标定口径

达30英寸，粘度范围横跨1厘托至1200厘托，流量高达每小时

10000立方米的流量计。

科隆公司在荷兰的一处设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标定水塔

印度最大的标定设施也为科隆公司所拥有

荷兰南部Dortrecht的设施被复制到位于上海的

科隆公司所属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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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公司与客户紧密联系，开发了用于潮湿气体流动

和重新分配测量的独特系统。除了潮湿气体计量以外，该

系统非常适合于（远程）储存和井口监测应用。业已证实

该系统在变化着的工况下性能非常优异。

科隆公司的湿气流量计设计用于直接从井中测量未经

处理的气体，在海上、陆地，在储存和井管理系统中得以

应用。这种流量计还能用在复杂的多井重新分配应用场合

中的单种蒸汽多相计量。

文丘利流量计直接装在各个井上，既可用于重新分

配，也可用于井管理。与其他数据一起，可以提供整个平

台或设施的完全质量平衡。对各个井的重新分配是简单易

行的，对于操作者具有极大的价值和重要性特别是当不同

的公司 / 操作者参与平台或加工设施时，以及要求进行井

管理和储存管理时。

该系统利用经过验证的且在许多应用场合中采用的技

术。由已知的储存库和井的成分，计算测量点的成分。然

后，将这些计算的特性用于为井或储存库的操作范围，形

成组分和密度表格。高度精确、特快速度的流量计算机或

虚拟流量计算机采用这些内插的表格，计算干燥气体、碳

氢化合物液体和水的组分。

在变化着的处理过程条件下，绝大部分设备和解决方

案并不具备确定干燥气体和潮湿分量的能力（其关系是非

线性的）。另外，采用高灵敏度的设备，例如气相色谱

仪，一般并非首选。采用简单的科隆公司标准文丘利流量

计和所述的系统，已被证明是非常可靠、很少维护要求和

精确的解决方案，与其他技术相比的优异性在于简便。

仪器是如何工作的？

设备在零维护下运行

湿气，分配和储存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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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 tables for the current 
well composition (as determined by 

supervisory computer)

Flash calculation through 
flash tables of (at Venturi 

conditions):
P1, T1 measured 

at venturi flow 
computer

*Gas density
*Liquid density
*Vapour mass fraction 
*Liquid hydrocarbon mass fraction 
*Liquid water mass fraction

Gas density

ISO-5167
Liquid density

DP1 Uncorrected mass 
flow rate

Condensate fraction at 
Venturi conditions

Murdock

Corrected vapour 
mass flow rate

Condensate 
fraction 

at export 
conditions

Flash calculation 
through flash tables 
of (at export 
conditions):
*Liquid hydrocarbon 
  mass fraction
*Liquid water mass 
  fraction

Dry gas mass 
flow rate calculation 

at export 
conditions

Flow computer

Database computer

P2, T2 measured at 
expert flow computer

Uncorrected mass rate/total
Corrected vapour mass flow rate/total 
Dry gas mass flow rate/total

湿气计量系统



质量回报

质量、分析仪和取样系统

适合客户需求的系统

在不准确掌握碳氢化合物的质量和成分情况下，流量测量又有何意义?

具有代表性的取样保证了理想的分析

我们专门为计量系统制造的取样、分析和质量测量系统，充分考虑了环境

和气候条件。本公司供应的各种分析仪机柜都装在隔舱和遮雨棚里，分析仪壳

体采用玻璃钢制造，用混凝土或钢板增强。

所有的分析仪小屋都完全预装了管路、取样管、电子装置、配电线路、取

样系统和分析仪。它们完全符合现场的危险区域分类标准，可以作为独立装置

提供，具有冗余的采暖通风与空调设施，以及供流量计量和确认系统用的干燥

部位。

除了流量、压力和温度，还需要进行其他测量项目，例如，粘度、含水

量、成分、露点和含硫量，以便确定销售中碳氢化合物的质量和准确价值。

本公司按客户特定的计量应用需求，设计和制造取样、分析仪和质量测量

系统。

从取样探头和确定正确的取样点，至取样状态、提取样品和保存样品 本公

司保证进行获取具有代表性的样品。

该代表性样品在分析仪包内进行处理。分析仪和质量测量系统配全了各种

测试仪器，包括气相色谱仪、露点分析仪、BSW分析仪、密度分析仪，完整配

置了经认证的标定设备和气体。



装载 / 卸载：
从单一流量计至完整的装载操作系统

供油轮、驳船、铁路槽车、公路槽车使用的装载和卸载系统；

仪表，装载臂，接地系统，流量控制，圆筒，集装箱，船舱灌注，……

用于非常迅速和安全操作的高度自动化规程；

技术性装载、定量和商业过程的管理；

技术性装载和定量过程的协调与控制；

组织定单处理，包括文件工作（装载文件等）；

获批准过程的密闭输送；

即便对于航海特别区域和极端工作条件也适合的解决方案。



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FPSO）和转驳船

移动生产装置，例如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FPSO），

已成为日益普遍的海上应用项目。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

（FPSO）最常用于小型油田和深海油田。

东南亚（例如新加坡和韩国）已经成为制造新的浮式

生产储油卸油船（FPSO）和改建油轮的中心。东南亚也是

移动海上生产装置高度集中的地区之一，许多这种装置将在

不久投入运行。

有限的空间和重量，是最终用户设定的对于海上应用

流量计量系统的重要限制条件，特别是对于移动的海上生产

装置。

由于到海上位置进行维护修理的可达性有限，对流量

计量系统的质量制定了高的标准。为了节省空间，最终用户

宁可在海上不安装机械式的校准装置。另外，流量计或校准

装置不应阻挡管线。

按照传播时间原理工作的超声波流量计，具有坚固的

结构，易于安装，无需过滤器，测量结果与产品特性无关，

由于其内部没有运动构件，仅要求最低限度的维护。

所以，超声波流量计日益广泛地用于浮式生产储油卸

油船（FPSO）和海上场合，不足为奇。这些应用场合很广

泛，从贸易交接至分配计量，生产计量，出口计量、分离器

以后的原油和海水计量、井水灌注、卸载和驳船油轮装载等

等。

35装 /卸载/FPSOs载





 我们的服务不会在交付以后嘎然而止。科隆石油与天然气公司

的测试、安装、调试和服务（TICS），将支持客户通过开车运行。

在所安装设备系统的整个寿命期间，客户可以直接获得我们

80多年在测量工程方面积累的专门技术。

我们在现场的工程师和专家，不仅将照料客户的设备，还将在

研讨会上以通俗易懂、针对当前实际的方式，向客户传授他们的知

识。

前端工程和设计研究；

可行性研究；

现场调研；

安装；

调试；

启用；

首次和定期验证；

服务等级协议（SLA）；

定期视察；

远程支持；

培训。

送抵客户家门口的支持

测试，安装，调试 和服务

（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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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经验与专长

向客户传授科隆公司的知识和专长

培训

安装

调试

服务

我们提供非现场、现场和在公司内部的全面培训，内容包括操作使用

的所有方面，从预防性维护至故障排除，从操作至标定和确认。另外，我

们还可以给予液体和气体计量、岸上贮罐管理和检漏系统的基础培训。

除了员工培训以外，我们还可以在安装之前、安装期间和安装以后到

现场向他们提供实际帮助，确保零故障和按时执行客户的项目。

科隆石油与天然气公司提供的所有的系统和产品，在出场之前的公司

内部和工厂的验收试验中，均经预运转。一旦运抵现场，公司将派出有国

际经验的工程师团队，以尽可能短暂的时间推移，帮助起竖和运行客户的

新系统。

在新系统安装与试车期间陪伴客户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后，通过客户可

以按需求裁减的、灵活的服务等级协议（SLA），向客户提供最高等级的支

持。



可以在需要进行设备改造、升级和克服瓶颈问题时呼唤科隆公司。无论是

要求单台流量计、一台仪表的运转、一个分析仪系统、流量计算，还是计量监

控系统：

科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将满足客户的需求。

我们施行简单的到高度复杂的升级项目。我们能够为客户更新技术，改进

客户的运作。多年以来，公司的业务已覆盖了硬件和软件的方方面面，例如：

引入碳氢化合物资源管理，

用 SynEnergy 集成现有的系统；

用最先进的超声波流量计更新现有的贸易交接计量系统；

冗余的监控系统；

冗余的流量计算机；

替换所有的冗余变送器；

具有供热通风与空调房屋的计量；

取样调节系统；

气相色谱仪；

相对密度分析仪器；

烃露点和水露点分析仪器；

全自动确认系统。

 系统维护和升级

39测试/安装/调试和服务



从井口，经过管线，

至油轮并进入终端和炼油

厂，石油和天然气产品的

流动需要精确可靠地计

量。

公司的力量迅猛壮大，如今已拥有一支专门从

事石油和天然气业务的工程师团队，是业界最强大

的队伍之一。

科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荷兰、英国、马来西

亚、美国、巴西、哥伦比亚、中东，拥有制造工

厂。座落在荷兰布莱达市的总部，通过分布于全世

界60多个国家的下属办事处和科隆集团，为世界石油

工业服务。

科隆母公司在世界各国拥有42个下属分支机构

和代理处。我们利用该网络，为客户提供高水平的

服务。

科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世界上流量测量技术

领域最富有知识的各方面支持下，提供第一手专业

知识。

这就是科隆石油和天然气的世界。

科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业务范畴始于石油、天然气

和液化气用的贸易交接流量计，并扩展到贮罐管理、装载

和卸载以及检漏和定位系统。

科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是科隆集团的一部分。科隆石

油和天然气公司总部位于荷兰南部的布莱达市，紧邻欧洲

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中心。

科隆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概貌

系统

      贸易交接级流量计

      液体流量计量系统

      气体流量计量系统

      湿气计量系统

      标定装置和基准仪表

      流量计算机，监控软件和分析仪管理

      标定系统

      贮罐库存记录和管理系统

      分析小屋

      装载和卸载系统

      检漏和定位系统

      改造和升级

      测试，安装，试车，服务

      培训

产品

      

      贸易交接用液体超声波流量计

      贸易交接用质量流量计

      湿气计量用文丘利管

      球形体积管检测探头

      流量计算机

      监控系统

      仪表有效性软件包

      电磁流量计

      液位测量仪表

      转子流量计

      温度测量仪表

      压力测量仪表

      分析仪

      涡街流量计

      流量控制器

贸易交接用气体超声波流量计

www.krohnechina.com

沈 阳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 262 号甲

             新基火炬大厦 1712 室

邮编：110013

电话：024 - 22791860    22791861

传真：024 - 22791865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28 号

             时代广场中座 1008

邮编：510620

电话：020 - 38910581

传真：020 - 38820233

广 州

武 汉

地址：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 568 号

            新世界国贸大厦 I 座  3005 室

邮编：430022

电话：027 - 86863224

传真：027 - 86324583

北 京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通东大街

             6 号方恒国际 B 座 702 室

邮编：100102

电话：010 - 84785665

传真：010 - 84785859

科隆测量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 396 号

           （浦原科技园）1 号楼 9 F

邮编：200233

电话：021-64705656

传真：021-64516408

上 海 总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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