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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丰博智能水联网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隶属于河

南丰博企业集团，位于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产业集聚区计量

硅谷产业园，注册资金5000万元。致力于为客户全方位提供

超声波水表及智慧水务系统，是一家集研发、生产、营销、

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丰博集团旗下其他核心子公司还

包括：河南丰博自动化有限公司、河南舍曼实业有限公司 、

卫辉市丰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主营业务涉及动态计量

产品、计量产业链、动态计量实验基地等。

20多年来丰博集团始终秉承“以用户为中心，以创造价

值为本，始终坚持快乐拼搏”的企业理念，致力于打造国内

一流的企业，成为中国计量行业的引领者。

公司简介



秉承精准创造价值的理念，致力水行业实现精准计量，

打造水表智能终端物联网，帮用户构建智慧水务系统。

公司宗旨



成为技术领先的

智能水表行业引领者

目标愿景



河南丰博自动化有限公司创建

卫辉市丰博新材料有限公司创建

河南舍曼实业有限公司创建 河南丰博智能水联网有限公司创建

1997 2006 2014 2020

丰博集团发展历程



毕业于济南大学87级自动化专业，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

师，河南省优秀科技型企业家。

1991年，到河南建筑材料设计院工作

1997年，创立河南丰博自动化有限公司

2006年，创立丰博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8年，筹建计量·硅谷计量产业园

2020年，创立河南丰博智能水联网有限公司

2011年，获得河南省优秀科技型企业家荣誉称号

2012年，获得河南省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荣誉称号

2018年，被聘任为中国衡器协会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

董事长杨德柱——初心不改： 精准创造价值



董事长杨德柱——初心不改：精准创造价值



叶声华院士——首席学术顾问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专家

 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教授、博导，测试计量技

术及仪器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2003年当选为中国

工程院院士。是我

公司技术创新专家

委员会主任。



校企合作——中国计量大学

与中国计量大学共建

国家大学科技园河南（原阳）分园



校企合作——中国计量大学

与中国计量大学创建“奖

助学金”董事长杨德柱先

生被聘为《学生职业规划

与就业创业导师》。



校企合作——济南大学

与济南大学，在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开展

“自动化+”创新人才培养，共建济南大学本科实

践教学基地、毕业生就业实习基地，设立“丰博计

量精英”、“丰博计量超越”奖助学金等多方面展

开合作。



河南丰博研发团队曾被认定为

“河南省创新型科技团队”

（豫科人组【2012】3号）。

研发团队



河南丰博研发团队曾被认定为

“河南省创新型科技团队”

（豫科人组【2012】3号）。

公司荣誉



河南丰博研发团队曾被认定为

“河南省创新型科技团队”

（豫科人组【2012】3号）。

公司荣誉



公司荣誉

河南丰博智能水联网有限公司获得了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备案登
记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公司资质

河南丰博智能水联网有限公司在智能化可通
讯超声波水表的设计、生产和服务，已建立
并且实施了一个完整的环境管理体系。并通
过了ISO 14001 : 2015



公司资质

河南丰博智能水联网有限公司在智能化可通
讯超声波水表的设计、生产和服务，已建立
并且实施了一个完整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并通过了ISO 45001 : 2018



河南丰博研发团队曾被认定为

“河南省创新型科技团队”

（豫科人组【2012】3号）。

公司资质



河南丰博研发团队曾被认定为

“河南省创新型科技团队”

（豫科人组【2012】3号）。

公司资质



河南丰博研发团队曾被认定为

“河南省创新型科技团队”

（豫科人组【2012】3号）。

公司资质



技术优势
Te c h n i c a l a d v a n t a g e s



超声波技术

超声波测流原理：利用超声

波换能器产生超声波并使其

在流体中传播。当超声波在

流体中传播时产生“时间

差”，该时间差与水的流速

成正比，超声波计量就是利

用这一原理。

超声波计量优势：具备无机

械运动部件、压力损失小、

始动流量低、误差特性曲线

可修正等计量特征，实现水

表宽量程、高精度计量，同

时可降低输供水能耗。



技术优势

第一批获得1级表资质

1级表



技术优势

准确度等级 1级

流量
低区 高区

Q1≤Q≤Q2 Q2≤Q≤Q4

工作温度/℃ 0.1≤Tw≤50 0.1≤Tw≤30 30≤Tw≤50

最大允许误差 ±3% ±1% ±2%

准确度等级 2级

流量
低区 高区

Q1≤Q≤Q2 Q2≤Q≤Q4

工作温度/℃ 0.1≤Tw≤50 0.1≤Tw≤30 30≤Tw≤50

最大允许误差 ±5% ±2% ±3%

1级水表最大允许误差

2级水表最大允许误差



独特的流量算法设计：针对国内超声波水表计量

技术良莠不齐、计量误差大、准确度低等问题，

丰博公司研发团队对流量特性曲线做了长期深入

研究、取得行业内先进处理算法，确保了超声波

水表产品超低始动流量（Q0)、超宽量程

（Q3/Q1)和优于1级的计量准确度。

技术优势

优异的小流量性能
有效减少滴漏损失



滴水计量视频演示

技术优势



技术优势

R800 量程比最大可做到R800



技术优势——NB-IoT技术

窄带物联网技术

20dB（7倍覆盖） 12年电池寿命 1终端芯片 5万终端数/小区

广/深覆盖
Super Coverage

低功耗
Low Power

低成本
Low Coat

海量连接
Massive Connections



技术优势——安全新材料材质

增强型工程塑料

适应各种水质，酸、碱耐受性能强；食品级卫生安全标准，有效

避免铅中毒的风险；管段、壳体一体化设计，整个产品生命周期

内始终确保清洁、安全以及精准计量要求，达到欧美塑壳水表材

料同等标准。

典型特性包括：

 水解稳定性

 尺寸稳定性

 高温下的低蠕变性能

 室外耐候性（良好的性能稳定型）

 符合饮用水规范



其他技术特点

zz
10

阀门通过1万
次开闭测试

支持远程控阀

任意角度安装 符合国内外
饮用水标准

可反向计量

IP68防护等级整 表 使 用 寿
命12年以上

智能报警

低直管段要求：
户用水表U0、D0，大
口径水表U3、D0

防破坏



产品介绍
P r o d u c t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准确度：1级

量 程 比：默认400，250、500、800可定制

组网方式：NB-IoT

最大压力损失：0.040MPa

压力等级：MAP16

温度等级 ：T50

防护等级 ：IP68 

管段材质 ：安全新材料（食品级）

技术参数

FB-SWMP型小口径超声水表



*表格中以量程比400:1为例

产品规格

公称口径 常用流量 分界流量 最小流量 管段长度 接口螺纹 接管螺纹

DN(mm) Q₃(m³/h) Q₂(m³/h) Q₁(m³/h) (mm)

DN15 15 2.5 0.010 0.006 110 G¾B R½

DN20 20 4.0 0.016 0.010 130 G1B R¾

DN25 25 6.3 0.025 0.015 160 G1¼B R1

型号



准确度：1级

量 程 比：默认400，160、250可定制

组网方式：NB-IoT

最大压力损失：0.040MPa

压力等级：MAP16

温度等级 ：T50

防护等级 ：IP68 

管段材质 ：铜

FB-SWM型小口径超声水表

技术参数



*表格中以量程比400为例

产品规格

公称口径 常用流量 分界流量 最小流量
表体

长度

接管

长度

螺纹

长度

螺纹

规格

mm mm

DN15 15 2.5 0.010 0.006 10 G¾B 43 15 R½ 165

DN20 20 4 0.016 0.010 12 G1B 50 16 R¾ 195

DN25 25 6.3 0.025 0.015 12 G1¼B 58 18 R1 225

DN32 32 10 0.040 0.025 13 G1½B 58 20 R1¼ 180

DN40 40 16 0.064 0.040 13 G2B 59 22 R1½ 200

mm

型号

流量传感器接口尺寸 流量传感器接管尺寸

DN(mm) Q₃(m³/h) Q₂(m³/h) Q₁(m³/h)
螺纹长度

（mm）
螺纹规格



准确度：1级

量 程 比：默认160，250、 400可定制

组网方式：NB-IoT

最大压力损失：0.040MPa

压力等级：MAP16

温度等级 ：T50

防护等级 ：IP68 

管段材质 ：铜

FB-SVWM型阀控超声水表

技术参数



*表格中以量程比160为例

产品规格

公称口径 常用流量 分界流量 最小流量
表体

长度

接管

长度

螺纹

长度

螺纹

规格

mm mm

DN15 15 2.5 0.025 0.016 10 G¾B 43 15 R½ 165

DN20 20 4 0.040 0.025 12 G1B 50 16 R¾ 195

DN25 25 6.3 0.063 0.040 12 G1¼B 58 18 R1 225

mm

型号

流量传感器接口尺寸 流量传感器接管尺寸

DN(mm) Q₃(m³/h) Q₂(m³/h) Q₁(m³/h)
螺纹长度

（mm）
螺纹规格



准确度：1级

量 程 比：默认250，160、 400可定制

组网方式：NB-IoT

最大压力损失：0.040MPa

压力等级：MAP16

温度等级 ：T50

防护等级 ：IP68 

管段材质 ：铸铁/不锈钢

FB-SWM型大口径超声水表

技术参数



*表格中以量程比250:1

产品规格

公称口径常用流量 分界流量 最小流量 法兰外径 表体长度 连接螺栓

DN（mm） Q₃(m³/h) Q₂(m³/h) Q₁(m³/h) （mm） （mm）

DN50 50 25 0.16 0.1 165 200 4*M16

DN65 65 40 0.25 0.16 185 200 4*M16

DN80 80 63 0.4 0.25 200 225 8*M16

DN100 100 100 0.64 0.4 220 250 8*M16

DN125 125 160 1.0 0.64 250 250 8*M16

DN150 150 250 1.6 1.0 280 300 8*M20

DN200 200 400 2.5 1.6 335 345 12*M20

DN250 250 630 4.0 2.5 405 445 12*M24

DN300 300 1000 6.4 4.0 460 500 12*M24

型号



品质保证
Performance guarantee



校准标定

检测流程

针对产品的多项指标进行检测，

合格产品进行整体包装，不合

格产品进行二次人工检测。

被检产品

合格

不合格

成品包装

二次人工检测



放入-40℃低温箱 进行老化测试 测试温度为：-39.99℃

老化试验中每隔2小时抄表

环境测试

产品特点

温度适应性强，-40℃下水

表仍能正常工作，返回正常

抄表数据



工作周期1S 展开后波形图

产品特点：

多种模式保证极低的功耗，保证了能

够长时间稳定的工作

工作模式

功耗测试

功耗测试

在回路中串接采样电阻，

通过示波器观察水表工作

时的电压波形，来评估整

表的功耗水平



智能生产
Inte l l i ge nt p roduct ion



精益生产系统

生产工艺介绍

该产品组装测试完全实现自动

化，打造智能工厂。对于合格

产品进行包装，对于不合格产

品进行人工二次检测

机械手上料

合格

自动化组装 组装完成

测试校准

产品零部件

成品包装

二次人工检测

不合格



立体仓库系统

原料入库

合格

零部件及成品信息录入 堆垛机入库

测试校准

采购零部件

成品自动包装

自动化产线

原料出库

AGV送料

组装完成成品发货



THANKS
FOR WATCHING

我们愿与社会各界朋友精诚合作，共 同 构 建 智

慧水务！诚挚欢迎大家前来参观考察、洽谈合作！

河南丰博智能水联网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