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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MDEL 密度计介绍 

1、 本仪器为核辐射工业在线密度（浓度）检测仪表。仪表通过测量γ射线

束穿透物质后的吸收量来计算物质密度。 

2、 密度计由放射源室、探测器、主机构成。主机集成电路采用表面封装工

艺、液晶显示屏幕，大大提高了电路抗干扰能力，提供 4~20mA；具有

对射线衰减自动补偿的功能。 

3、 管夹式安装，无须改、动管道，安装简便、快捷（见例图）可广泛应用

于选矿、冶金、化工、食品等领域。 

4、 自动测定并数字显示被测流体的密度或浓度（重量百分含量）。 

5、 测量精度：0.002 克/厘米
3
。 

6、 密度测量范围：0.5～8 克/厘米
3
。 

7、 可测管道尺寸：φ50～φ750 毫米。 

二、 密度计安装 

1、 安装点的选择：避开管道的弯头，推荐安装在物料流向朝上的垂直管道

上(上游和下游 5 倍管径长度以上)。水平管道安装需要保证物料满管，无

气泡，且需注意管道底部是否有物料沉积。同时在密度计安装点附近管

道上安装采样管和采样阀。安装点和铠装电缆的走线需远离变频器及其

走线。 

2、 安装顺序：管夹→探测器→放射源室→主机安装架→主机。 

3、 管夹的安装：如图(一)、(二)所示，用四根长螺杆将管夹固定在管道上，

调整紧固螺丝以确保管夹的两个安装面平行。 

4、 探测器安装：如图(一)、(二)所示，用四颗螺丝固定在管夹上，无安装方

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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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放射源室安装：如图(一)、(二)所示，吊耳朝上，同样用四颗螺丝固定在

另一面管夹上，安装完毕后将放射源室手柄开到全开位置。 

6、 主机安装架的安装: 安装架墙挂，离地 1.2 米左右，用四颗膨胀螺丝固定。 

7、 主机安装：主机安装在干燥环境，且与探测器距离在 3~15m 以内。卸下

主机背面六颗固定螺丝后，对准主机安装架上相应的固定孔，插入，拧

上固定螺丝即可。 

 
密度计安装示意图(一) 

 
密度计安装示意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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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密度计操作 

1、 操作面板说明 

 

 

显示屏：显示信号大小、密度大小、浓度大小以及可修改的工程参数。 

设定键：按设定键进入参数设置菜单，按更改键选择参数级别，再按设定

键进入。 

移位键：进入参数菜单后，当需要修改参数数值的某一位时，按此键在各

位间切换。 

更改键：用移位键选择后，按更改键更改此位的数字。更改后按设定键确

认，同时仪表进入下一个参数的修改状态。 

退出键：在参数修改状态下，按此键可退出参数修改状态。 

2、 参数说明 

一级参数设置（密码 1***）  

AM/KM-725 主机面板

显示屏 

设定键 

移位键 更改键

退出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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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调整范围 出厂值 备注 单位 

校正液体密度 1~4 1 取样化验 克/厘米 3 

校正液体计数率 0~65535 1000 
来自传感器的脉冲数量，

调试时记录 个/秒 

二级参数设置（密码 2***） 

参数名称 调整范围 出厂值 备注 单位 

悬浮固体密度 1~4 1．4 干固物密度 克/厘米 3

吸收系数 0~99 1   

传输液体密度 0~4 1 传送液体密度，一般为水 克/厘米 3

密度输出下限 0~4 1 4mA 电流对应密度 克/厘米 3

密度输出上限 0~4 2 20mA 电流对应密度 克/厘米 3

浓度输出下限 0~100 0 4mA 电流对应浓度 % 

浓度输出上限 0~100 100 20mA 电流对应浓度 % 

选择电流输出 密度、浓度电流 密度电流 4~20mA 输出电流信号  

HART 4-20  4-20mA 带 HART 协议 mA 

校验方式 无、奇、 
偶校验 无   

设备号 00~90 00   

恢复设置 NO YES NO   

三级参数（输出设置）（密码 3***） 

参数名称 调整范围 出厂值 备注 单位 

新校准密码     

输入零点校准 mA 3~5 4 调整输出电 
流零点信号大小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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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量程校准 mA 19~21 20 调整输出电 
流满量程信号大小 mA 

4mA 输出校准 mA 3~5 4 调整 4mA 输出 
电流信号 mA 

20mA 输出校准 mA 19~21 20 调整 20mA 输出 
电流信号 mA 

电流输出测试 mA 4~20 12 可用万用表测试对应输

出电流大小 mA 

保存设置 NO YES NO   

四、 密度计快速标定步骤 

     密度计首次（新安装）标定只需要标定一级参数中的【校正液体密度】、

【校正液体计数率】，二级参数中的【吸收系数】三个参数，其他参数保持出

厂值不用修改 

     密度计修正（日常维护）标定只需要标定一级参数中的【校正液体密度】、

【校正液体计数率】两个参数，其他参数保持出厂值不用修改，标定步骤同上。 

标定前注意事项： 

标定前确定放射源打到全开位置，管道内矿浆满管流动，且密度保持稳定。 

标定步骤 

第 1 步：查看计数率 

第 2 步：确定【校正液体计数率】 

管道内矿流稳定的情况下，连续记录 4 个计数率取平均值作为参数【校正

液体计数率】。 

第 3 步：确定【校正液体密度】   

在进行第 2 步的同时取样，化验管道内的矿浆的密度，（工厂内第 2，3

步标定时，可能需要 2 人用步话机或电话等通讯工具保持同步联系，告知对方

开始取样或开始记录计数率）将化验值作为【校正液体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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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将【吸收系数】 值修改为经验值 0.0725×管道内径（mm）。 

以下步骤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第 5 步：设置【密度输出下限】 

在密度计不配接其他显示表或 PLC 等控制设备时，根据工艺设定密度量

程下限，出厂值为 1.0，可不用设定。在配接其他仪表时，密度计与连接仪表

的量程要一致。 

第 6 步：设置【密度输出上限】 

在密度计不配接其他显示表或 PLC 等控制设备时，根据工艺设定密度量

程上限，出厂值为 2.0，可不用设定。在配接其他仪表时，密度计与连接仪表

的量程要一致。 

至此，完成仪表标定。 

（备注：若操作不慎，仪表参数改乱，在按住 ESC 键不放的情况下，重新给

仪表送电，可把仪表所有参数恢复到出厂设置。） 

五、 密度计输出电流校正 

密度计可输出 4~20mA 电流，与显示仪表或上位机连接异地显示密度，

具体调整可参考参数设置中的三级参数设置说明。 

六、 接线图 

 

4~20mA
信号输出

 Op+ Op-

 
220v 电源

地线 零线 火线

接线端子 

密度计主机电流信号输出、供电电源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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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选型表 

规格型号 名    称 

AM/KM-725/00 信号处理机 

AM/KM-725/01 主机板 

AM/KM-725/02 液晶显示板 

AM/KM-725/03 前置板 

AM/KM-725/04 前置放大器 

AM/KM-725/05 探测器 

AM/KM-725/06 闪烁探测器 

AM/KM-725/07 铠装电缆 

AM/KM-725/09 放射源Φ300 以下 

AM/KM-725/10 放射源Φ400 以下 

 放射源管夹紧固件 

  

AM/KM-725/40 密度计整机一套 

注：射源大小选型请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