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ith Meter® AccuLoad® III 和 
microLoad.net™ 定量装车控制仪

功能强大的解决方案

Smith Meter AccuLoad III 可针对多种应用进行配置。它可以作为单鹤位设

备，也能够在一个防爆 Class I Division I 控制箱中或使用分体结构平台作

为六鹤位设备，整个机架或通道可通过一个 Class I Division II 人机界面盒

和一个最多可控制 18 个装载鹤位的控制柜来控制。

无论是整体（或一体）结构还是分体结构定量装车控制器，均可配置为输

送或接收纯油品，以及通过每个装载鹤位输送顺序调和油品、比例调和油

品或二者的组合。使用顺序调和时，一个装载鹤位最多可顺序调和六种 

油品。

使用比例调和时，每个流量计一种油品，每个装载鹤位最多六个组件，可

同时进行调和。

SMITH MICROLOAD.NET 是控制一种油品、一个流量计、一个鹤位的定量

装车控制器。（上图所示为 Smith Meter 读卡器。）

单鹤位或双鹤位操作

拆分结构设计
最多可操作 18 个鹤位

最多可操作 6 个鹤位

油”。在 AccuLoad III-Q 设备中，最多可将六个

装载鹤位配置为“卸油”，在 AccuLoad III-S 设备

中，最多可配置两个鹤位。在同一设备中，可用装

载鹤位配置卸油鹤位。

输送控制是通过三种数字输入来实现的，分别由停

止、低和高流量开关控制。这三种输入定义了何时

打开阀，何时从低流速提升到高流速，以及何时关

闭阀。

普通操作输入可使用布尔方程来设置，并最终通过

油品线安全流量开关来控制，每种油品一个开关。

监控这些开关的目的是确保当前正在卸载的油品使

用的是正确的油品线。

microLoa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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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注意事项
配方

采用任何方法调和两种或两种以上油品需要一个配方。

配方包括混合物的成分以及每种成分的比例。调整设备

大小时，需要使用成分比例和装载臂流量范围（最小到

最大）来计算每种成分的流量范围。这些计算结果将决

定流量计和阀的尺寸，并查找出任何不正常的流量控制

问题。

油品测量配置文件

每种油品都有其独特的特征集，这些特征会影响测量

结果。因此，配方中的每种成分均需要考虑流量计系

数、API 表、密度等参数，以便提供正确的混合物以及

对成分清单进行维护。

油品流型

任何油品的输送，包括纯油品装载以及任何类型的调

和，均要求每种成分在整个批量输送过程中都能够以受

控模式准确流动。对于比例调和或混合式调和，流型最

为关键。如果泵和流量控制阀大小不正确，将导致运行

不稳定或混合物不合规格。因此，对于所有运行条件，

应进行完整的压力剖面分析，以确保调和的精确性。

油品混合

一般来说，具有类似特征（如密度和粘度）的油品将会

调和得均匀一些。对于那些具有不同特征或者调和时不

能混合到一起或无法保持融合状态的油品，可能需要规

定调和方法或遵从一些其他特殊注意事项。例如，乙醇

可能会在汽油中分层。其他生物燃料可能无法与蒸馏油

较好地混合。

调和类型

顺序

顺序调和定义为通过一个流量计和控制阀一次性装载多种

油品。此方法最常用于能够很好地混合的油品。配方包含

每种成分的比例。选择配方后，AccuLoad 会计算每种成分

的确切用量。然后，按照“小批量”类型以及特定油品测

量值和油品流型输送每种成分。油品按照用户设定的顺序

输送。

 “小批量”和油品顺序由 AccuLoad 通过打开和关闭相应的

油品隔断阀来进行转换。油品隔断阀应通过马达来启动，

快速运转能够最大程度缩短顺序装载时间。每个油品线中

均应安装检查阀，并且检查阀尽可能接近调和连接以防止

回流或污染。

比例调和

比例调和定义为同时向一辆油罐车中装载多种油品。与顺

序调和不同，比例调和对每种油品均设有一个流量计和控

制阀。由于各油品均在相同时间进行调和，因此比顺序调

和要混合得好些。另外，由于在整个批次中所有油品都在

流动，并且混合物在整个批次的任何时候都应是合格的；

因此，如果中止了某一批次，加载的油品应为可输送的油

品。而对于顺序调和，要达到合格状态，则必须完成整个

批次。

AccuLoad 可调节典型比例调和，即所有油品均在各油品

控制阀的下游管道中进行混合。它还可以处理侧流调和，

即在主油品输送流量计的上游用铅锤测量较少的成分。还

有一种选择是混合式调和，即将顺序调和与比例调和相结

合，主要用于将生物柴油按比例调和到现有的 1 号和 2 号

柴油顺序调和器中。在任何比例或混合式调和器中，流量

计和流量控制阀的大小调整至关重要。在比例调和中，必

须小心设计液压装置以确保调和的精确性。再次强调，必

须安装检查阀以防止回流和污染。

FMC Technologies 提供的调和设备包括 Coriolis 仪表、

Smith Meter 容积式流量计、涡轮仪表、控制阀、预设控

制器、过滤器及其他线路附件，尺寸为 1 到 4 英寸。您可

单独购买各个设备，也可购买完整的橇状系统。

乙醇或生物柴油 
卸油

此输送模式允许在不输入预置容量的情况下对油罐车油

罐卸油。使用此功能时需要将装载鹤位类型设定为“卸

灵活性 – 可编程的装载类型

检查阀

添加剂流量计

Genesis 流量计

PRIME 4 流量计

泵

电磁阀

过滤网

210 阀

隔断阀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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