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与创新让您在每个 
项目阶段均获得成功  
SonoSelect™ 热量表
顶级超声波热量表，来自全球领先采暖专家

能耗计量 | SonoSelect™ 热量表

sono.danfoss.com

App
可实现功能、读数等
现场校验。



SonoSelect™ 不但具有高级的功能，  
还可以在每个项目阶段创造价值  

– 从产品选择到售后服务。

价值涵盖项目所有阶段

产品选择 计划 安装与调试 运行寿命 售后服务 

SonoSelect™  

使精确能耗计量 
变得简单

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正在兴起的经济体，能量和气候控制都
是其当务之急。在不断变化、波动和不稳定的情况下获得可持续的能耗降低
是一项共同目标。

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在于了解我们使用什么，以及何时使用。Danfoss 正在
通过 SonoSelect™ 为解决全球难题而做出重大贡献。

基于精确的超声波技术，全新的 SonoSelect™ 热量表能够提供高度的精确性
和可靠性，帮助您迎接能源管理挑战。

关键是提供稳定、可靠和一致的能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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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oSelect™ 
超声波热量表

新一代超声波热量表

使用 SonoApp 更加 
简化安装和调试 

持续高性能测量

真正诊断功能： 
无需拆卸即可进行 

热量表校验

业内最佳电池：使用寿命长

可升级通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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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链 SonoDongle：

通往知识的钥匙

SonoDongle 是一个简单的 Bluetooth™ 
连接器，可通过 SonoApp 实现手机和
热量表之间的轻松通信。它通过磁性
连接 SonoSelect™，确保了与热量表之
间安全稳定的连接。

可兼容 Android (OS)，能够自动连接 
SonoApp。

全新运行管理的新途径 

新一代 
超声波热量表

SonoSelect™ 为热计量行业设置了全新的标准。该热量表具有很多创新和独
特功能，安装调试简单，能够提供持续的高性能测量，甚至在严酷的环境温
度条件下也是如此。

SonoSelect 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其所有高级功均可通过创新的智能手机应
用 SonoApp 进行控制。各种复杂功能都可以编程轻松实现，日常调试更能
快速访问，简单执行。这种高水平的使用性减少了错误可能，确保最大程
度缩短了安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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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oApp 
大幅度减少读数、 
配置和调试时间

SonoApp 主要特点 

• 实现配置和重新配置的完全控制

• 所有系统参数的一步式校验

• 可实现简单精确的安装

• 仪表设置更改快速简单

• 可访问数据日志，进行快速精确的诊断

• 快速简单配对，无需纸面工作 

配置中断后可继续设置相关数据，确保高效工作。

SonoApp  
让工作变得简单

SonoSelect™ 代表了新一代的热计量
技术，可适用于所有情景：从系统
实时校验功能，快速位置配对以及
错误处理等。所有功能均通过明晰
直观的菜单屏幕访问。

将高级功能转移到 SonoApp 使得 
SonoSelect™ 热量表使用更为简便，
并且降低了错误设置的风险。同
时，还可以轻松增加新的功能， 
而其他方式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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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节省客户投诉的 
处理成本。

行动指导 

真正的诊断功能

SonoSelect™ 通过 SonoApp 提供了最先进的诊断功能– 目前为止此 
功能仅限于制造工业计量中。 很多系统都声称具有“诊断”- 但实 
际上只是显示一个错误代码。 而 SonoSelect™ 则具有真正的诊断功 
能以及精确的可追溯性，可快速识别错误并进行修正。 如果设备 
需要维修，可通过精确的错误识别，确定根本原因，而不是靠猜 
测和估计。

只需简单一步即可确认安装正确
从 App 运行功能测试，即可确认是否存在报警，确保仪表各值处 
于可接受的限值范围内。

• 消除了潜在错误，节省成本；确保完美安装，即使经验不足的 
安装人员也可以完成

• 错误安装次数及召修次数减少，从而减少了安装成本 

高级诊断功能确保极具成本效率的服务及维护 
从 App 运行的诊断可自动生成有关重要热量表及应用参数的详细信
息： 例如，电池寿命预测、可以进行重新验证而无需更换、电磁兼 
容性、气泡问题。

• 尝试排查故障需要的时间更短，即使对经验不足的安装人员也 
是如此

• 减少不必要更换或不及时更换热量表所产生的成本 

• 减少因客户投拆及客户不满意而产生的费用

热量表所有详细关键参数
助您从容开展工作

信号

应用

电池

硬件

软件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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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率测量：

• 每 0.5 秒测量一次流量和能耗 
（业内领先） 

• 每 4 秒测量一次温度（业内 
领先） 

• 可以测量生活热水消耗量

全新创新型传感器设计
耐真空功能提高可靠性 

精确度和可靠性

高级 
超声波技术

SonoSelect™ 结合了多年领先的超声波专业技术，可在整个使用寿命
期间提供更高水平的持续精确计量。

流量测量保持极高的稳定，即使流速较低，水质较差也是如此。超
声波技术还能确保较长的使用寿命，持续的可靠性能，只需很少的
维护，甚至不用进行维护。真正的长期双赢。

超声波技术的优势
• 流量范围大（涵盖各种标称流速）
• 对于质量较差的水质也能保证稳定性能（无移动流量部件）
• 低压损 
• 可以检测出非常小的流量
• 持续高精度可确保较长的运行寿命
• 低能耗 - 延长电池寿命
• 维护和持有成本低
• 整个寿命期间可以进行若干次重新校验 

最大程度降低总持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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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选择 

功能强大灵活， 
适合所有应用

SonoSelect™ 真正可兼容任何应用条件。其小巧尺寸使其能够轻松
适合各种安装类型 - 无论管道如何弯曲，均可保证精确度。

为了确保长期可靠性，SonoSelect™ 设计没有移动部件。除此之
外，还有坚固的电缆夹具、创新的传感器设计、整个生产过程所
使用的优质材料，这些都可保证了多年可靠运行。

管道应力耐受

• 高质量黄铜管道

• 设计寿命长

防水防尘

• 橡胶密封的分体外壳

• 防潮

• IP65 等级

不受管道弯曲影响

• 无进出口限制

• 供水管/回水管上均可安装

安装和调试更加简单

kWh m3 h

整体式设计

• 适合各种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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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应用领域

SonoSelect™ 的设计适用于各种 
应用，从私人住宅到商用建筑。

1-2 家庭住宅 多户住宅楼宇 轻型商用建筑

新建筑 新建筑 新建筑

改造 改造 改造

EN1434 
2 级精度，生产控制
精度误差小于允许 
误差值的一半

首次安装调试 

现场安装/校验 
简单方便

SonoSelect™ 的设计让安装人员的工作变得非常简单。从坚固 
外壳和简洁的显示屏，再到 SonoApp 直观智能的各项功能， 
SonoSelect™ 就是为了节省时间、降低产品成本、最大程度减 
少重新安装次数而设计的。

安装亮点

• 配置菜单：安装人员所需一切菜单操作均位于中心位置

• 功能测试：一次点击即可完成校验

• 供水/回水配置：轻松更换热量表安装位置

• 受保护的 PCB：内置i密封盖板防止在打开热量表时不小
心损坏 PCB

• 安装指南触手可得：随时更新待用 
 
可靠的选择 - 产品选择变得更加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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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年 
电池寿命，降低了 
更换成本。

17 年电池寿命保证

SonoSelect™ 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能
效。它的两个电池能够在最高 45 摄
氏度的环境温度下工作 17 年 。

智能预测：SonoSelect™ 可测量电池
环境温度，并自动调整预计的电池
寿命。

轻松更换电池：更换电池相当简
单，无需工具也没有损坏内部 PCB 
主板的风险。这也有助于延长热量
表使用寿命。

灵活高效 - 超长的使用寿命

可靠、长寿命 

高性能 
表现的长寿命

SonoSelect™ 的设计在其整个使用寿命期间均可提供一致性、可信赖数
据。为了确保这一点，从能源效率、电池预测、用户管理，到可升级
能力，均经过了精心设计。

无论您是安装人员、系统管理人员还是建筑业主，SonoSelect™ 均能让
您体验到新一代热计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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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和错误处理

发生未授权访问时，将在热量表显
示屏和管理员页面上触发一个即时
报警。

热量表故障或损坏可快速检测，任
何改表操作尝试均可立即警报 这样
就防止了租户和能源供应商之间的
付款争议，同时确保根据租户实际
使用的能耗进行准确收费。

自动抄表功能

用于计费的数据传输可通过 AMR 
（自动抄表）完成，无需到现场。 
SonoSelect™ 可通过通信模块随时 
进行升级，因此您在采暖系统安 
装前后均可设置热量表，提高了 
灵活性。

未来升级：最大化灵活度和超高的
成本效率，SonoSelect™ 可在安装之
后轻松升级。

先进的研发+专业经验=终生高性能

校验测试人员

安装人员

最终用户

差异化的 
访问控制

多层访问控制使您能够定义用
户及其访问级别。因此不同的
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技术水平执
行不同的任务。

增加和删除用户、定义访问权
限等功能均通过 sono.danfoss.
com 上的管理员页面完成。
 
简单、方便、 完全受控。

设置（修改监控）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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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 SonoSelect™ 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sono.danfoss.com

来自全球可靠伙伴的新一代
热计量

Danfoss 具有数十年的采暖技术经验，和全球最先进的研发设施。对于产品
和工艺的持续优化和改善可保证您在所有项目阶段均可实现双赢。

Danfoss 生产和质量控制标准基于汽车行业使用的 TS16949 标准。Danfoss 具
有全球销售和技术支持网络，在所有主要市场均有举足轻重，可确保较短的
交货期、高效的物流，以及当地的售后服务。

为了迎接热计量和能耗减少方面的新挑战，您完全可以信赖 Danfoss 技术。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