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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式流，计检定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新制造、使用中和修理后的液体、气体 (包括干饱和蒸气)速度式流量计
(以下简称流量计)的检定。

一 概 述

1 原理

    速度式流量计是以直接测量封闭管道中满管流流动速度为原理的流量计。其所包含流量

计的种类及原理分述如下。

    a.涡轮流量计:利用置于流体中的叶轮感受流体平均速度来测量流体流量的流量计。
与流量成正比的叶轮转速通常由安装在管道外的检出装置检出。涡轮流量计由涡轮流量传感

器和显示仪表组成。

    b涡街流量计:在流体中安放非流线型旋涡发生体，流体在发生体两侧交替地分离释

放出两列规则的交错排列的旋涡涡街，在一定速度范围内旋涡的分离频率正比于流量。此频

率由检测元件检出。涡街流量计由涡街流量传感器和显示仪表组成。

    c.旋进旋涡流量计:进人仪表的流体通过一组固定的螺旋叶片后被强制围绕中心线旋
转，当通过扩大管时旋涡中心沿一锥形螺旋线进动。旋涡中心通过某检出点的频率与流量成

正比。旋进旋涡流量计由旋进旋涡流量传感器和显示仪表组成。
    d电磁流量计:利用导电流体在磁场中流动所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推算并显示流量的流

量计，通常由电磁流量传感器、转换器、显示仪组成。
    e.超声波流量计:利用超声波在流体中的传播特性来测量流量的流量计。目前主要有

两类 :

    1)速度差法— 通过检测并计算超声脉冲在流体流动的顺向和逆向速度的差异来测定
流量;

    2)多普勒法— 利用声学多普勒原理来确定流体中微粒的流动速度进而得到流体流量
的方法。

    f.分流旋翼式流量计:在测量主管道上装有孔板，分流旁路管道上装有喷嘴与叶轮的
一种流量计。其原理是:蒸气分流经喷嘴喷射到叶片上使叶轮旋转，旋转转速和转数指示出

流经流量计的流体的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分流孔板可以更换，用不同孔径的分流孔板可以
调整流量范围。

    g.激光多普勒流量计:根据光的多普勒频移求出流体中粒子的速度，即求出流速。流
量积算系统将测得的点流速按已知的流速分布规律或按速度一面积法求出平均流速，进而计

算流量。

    卜.插人式流量计:由流量测量头测得管道内部特定位置的局部流速。以确定管道流量
的流量计。它包括测量头、插人杆、插人机构、转换器和测量管道。

2流量计适用的工作流体由其使用说明书规定

3 将流量计按检定方法分为A, B两种类型:

    A类:输出频率信号并由试验确定仪表系数的流量计，指涡轮流量计、涡街流量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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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旋涡流量计、带频率输出的电磁流量计、插人式涡轮流量计、插人式涡街流量计、带频率

输出的插人式电磁流量计。

    B类:输出模拟信号或可直接显示瞬时流量的流量计，指电磁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

激光多普勒流量计、分流旋翼式流量计及插人式电磁流量计。
    注:插人式流量计在试验数据充分的前提下，亦可用流速计法进行检定。

                                二 技 术 要 求

4 流量计应附有使用说明书。说明书上应说明技术条件和流量计的材质等。周期检定的流
量计还应有前次的检定证书。

5 标志

5.1单向测量的流量计应在壳体明显部位标有流向标志。
5.2流量计应有铭牌。壳体或铭牌上应注明:制造厂名，产品名称及型号，出厂编号，计
量器具制造许可证标志，公称压力，公称通径或其适用范围，流量或流速范围，准确度等

级，以及其他有关技术指标。

6 流量计各项标记正确，新制造的流量计表面应色泽均匀，涂镀层不得有起皮、剥落等现
象;读数装置上的防护玻璃应有良好的透明度，且没有使读数畸变等妨碍读数的缺陷。

7 带有度盘的流量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7.1 度盘上应标出分度值的单位。
7.2度盘上的字迹清晰、美观，无明显擦伤、划痕、裂纹及其他影响读数和外观的缺陷。
8 带有指针的流量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8.1 指针应顺时针转动，并且转动均匀、平稳，没有明显的跳动现象。

8.2 指示单位最小的指针的指示部分应遮盖最短标度线长度的1/4 --3/40
， 带有数字显示的流量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9.1 显示的数字应醒目、整齐，表示功能的文字符号和标志应清晰端正。
9.2线路的焊接应平整光洁，不得有虚焊、脱焊等现象。

9.3接插件必须牢固可靠，不得因震动而脱落。
10 流量计按规定进行耐压强度试验，应无渗漏和损坏。
11准确度等级

    在规定的流量范围内，流量计的准确度等级、基本误差应符合表1的规定。对 (第3条
规定的)A类流量计，其重复性误差不得超过按准确度等级规定的基本误差限绝对值的1/3;

对B类流量计，其重复性误差不得超过按准确度等级规定的基本误差限绝对值的120

                                                  裹 I

准确度等级

基本误差限 a 0.1-0.1%
0.2 ! 0.5 一 1.0

士0.2% 一 士0.5% 士1.0% 士1.5%

  (2.0)

(士2.0%) 土2.5% 一 14.0%

    注:优先使用不带括号的等级。

                              三 检 定 条 件

12 流量标准装置

12.1流量标准装置 (以下简称装置)及其辅助测量仪表均应有有效的检定合格证书。
12.2 装置的误差应不超过被检流量计基本误差限的1/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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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每次测量时间应不少于装置允许的最短测量时间，且对 戈第3条规定的)A类流量计

应保证一次检定中流量计输出的脉冲数的相对误差绝对值不大于被检流量计重复性的1/30

12.4需要测量流经流量计的流体温度时，应根据流量计本身要求和有关规定确定温度的测
试位置。如无特殊要求装置应在流量计下游侧5倍管道公称通径长度处安装温度计。所用温
度计的测量误差对检定结果造成的影响应小于流量计基本误差的1/50

12.5 需要测量流经流量计的流体压力时，应根据流量计本身要求和有关规定确定压力的测
试位置。如无特殊要求装置应在流量计上游侧LO倍管道公称通径长度处安装压力计 取压
孔轴线应垂直于测量管轴线，其直径取为4 -12mm。取压孔在管道内壁的出口处水平面的

投影应是圆的，其边缘应与测量管道内表面平齐，并尽可能锐利，不能有毛刺。所用压力计

的测量误差对检定结果造成的影响应小于流量计基本误差的1/50

12.6 当检定用液体的蒸气压高于大气压时，装置应是密闭式的。

12.7 用于检定的电器设备应接同一地线。
13 检定用流体

13.1 通用条件

13.1.1检定用流体应充满试验管道，其流动应为单相稳定流，并无旋涡;
13.1.2 检定用流体应是清洁的，无可见颗粒、纤维等物质。
13.2检定用液体

13.2.1检定多普勒式超声波流量计时，检定用流体中气泡含量不多于流体总体积量的
0.1%;检定其他流量计时，检定用液体中不夹杂气体。

13.2.2对检定结果受液体粘度影响的流量计，检定用液体的粘度应与被检流量计工作液体
的粘度相适应，否则检定结果应做粘度修正。

13.2.3 检定用液体在管道系统和流量计内任一点上的压力应高于其饱和蒸气压。对于易气
化的检定用液体，在流量计的下游应有一定的背压。推荐背压为最大流量时流量计压力损失

的2倍与最高检定温度下检定用液体饱和燕气压力的1.25倍之和。
13.3检定用气体
13.3.1  X寸准确度不低于1.5级的流量计，在每个流量点的每一次检定过程中，检定用气体

温度变化应不大于0.51C;对准确度低于1.5级的流量计，在每个流量点的每一次检定过程
中，检定用气体温度变化应不大于2̀C。

13.3.2 检定用流体为饱和蒸气时，装置上应配备供检定监视用的干度计，应使用干度不低
于0.95的饱和蒸气;在不具备干度计的场合，应采用过热度不大于5℃的微过热蒸气。

环境

  大气温度一般应为5一35'C;大气相对湿度一般为 (45一85)%;大气压力一般为86

l4

l4

一106kPao

14.2 电源电压应为190-240V，电源频率应为 (50士2.5) Hz,

14.3 外界磁场应小到对流量计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14.4 机械振动应小到对流量计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四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一)随机文件和外观检查
15 检查随机文件，其结果应符合第4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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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用目测的方法检查流量计外观，其结果应符合第5-9条要求。
    (二)密封性试验

17 新制造的流量计必须进行密封性试验。试验方法为:将流量计通人1.5倍公称压力的液

压，切断压力源后历时5min,若压力示值不下降，同时其外壳及密封面处无渗漏和破裂等
现象，则为合格。
    C_劲计量性能检定

18 检定前，要根据情况确定计量性能的检定方法。
18.1 对所有流量计均需按第19--25, 28一30条进行检定

18.2 对 (第3条规定的)A类流量计，还应按第27, 31条进行检定

19 按附录1所述要求将流量计安装在装置上。
20 流量计应在其流量上限值70%一100%范围内，至少运行5min后方可进行正式示值检
定。

21 检定点

21.1对准确度不高于2.0级的流量计，检定点应包括流量计最小流量，二n和最大流量9}Nx
在内的至少3个检定点，且均匀分布。
21.2 对准确度等级高于2.0级的流量计，检定点的选取方法如下:
21.2.1 对 (第3条规定的)A类流量计，检定点应包括 qm;�, 0.07，二，0.15q_,

0.25q_ 0.4q_, 0.7q二和q_;当后6个检定点流量小于qm.时，此检定点可不计。

21.2.2 对 (第3条规定的)B类流量计，检定点应包括q二和q、在内的至少5个检定
点，且均匀分布。

22 检定次数

22.1每个检定点至少检定3次。

22.1 对0.1，0.2级流量计，每个检定点至少检定6次
22.3 对 (第3条规定的)A类流量计，当一次检定中流量计脉冲计数的相对误差绝对值大
于被检流量计重复性的1/5时，此检定点至少检定6次。

23 检定过程中每调一个流量点，应待压力、温度、流量稳定后方可进行检定。
24 在每个检定点的每次检定过程中，检定流量与第21条规定的该检定点流量相比，其偏
离应不超过士5960

2 在每次检定中，除读取并记录流量计显示仪表的示值、标准器的示值和检定时间外，还
应根据需要，测量并记录流体温度、表压力、大气压力等。

26 在流体的种类和状态对流量计示值有显著影响的情况下，检定用流体的种类和状态应与
流量计示值所规定的条件相一致，当不一致时，应对示值进行修正。
流量计的仪表系数

  工作用流体为液体时，按式 (1)计算每个检定点每次检定的系数c

{1+/3[(c5)。一ti, ]! L1一!C[(PS>。一Pi, I I

27

27

式中:Ki,— 第i检定点第7次检定的系数，(耐)’或L-i;
    N。— 第i检定点第J次检定时流量计显示仪表侧得的脉冲数;
    讥— 第I检定点第，次检定时测得的标准器处流体实际体积，m“或I;
      Q— 检定用液体在检定条件下的体膨胀系数;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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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tij— 分别为第:检定点第，次检定时标准器处和流量计处的流体温度，℃;
        K— 检定用液体在检定条件下的压缩系数，P‘’;

(P,)i,,巧— 分别为第i检定点第j次检定时标准器处和流量计处的流体表压力，Pa。对
            于开放式标准器，P,=O;
              ‘=1，2，⋯，m，m为检定点数，n, -> 3;

              少二1，2，⋯，。，、为检定次效，二)3

    注:当标准器与被捡流量计间温度、压力的差异所引起的单位流体体积的变化量小于流量计准确度的

        1/10时，计算流量计的仪表系数时可不做温度、压力的修正，此时上式变为

      N.
K，二屯产

        汽夕

27.2 工作用流体为气体时按式 (2)计算每个检定点每次检定的系数。

Ki,=丛.(P.十P)(273.15十(t,))( Z,)，
叽 (P·斗(户·)。)(273.15千t� ) Zi,

(2)

式中:P.-~一检定时的大气压力，

几，( Z,)i,— 分别为第i检定点第，次检定时气体流量计处和标准器处的气体压缩系数;
    其他同上。

27.3 按式 (3)计算每个检定点的平均仪表系数。

                                      K 二

式中:K— 每个检定点的平均仪表系数，
27.4 按式 (4)计算流量计的仪表系数K

Y, Kii (3)
下1

)一1或L

1
一"
(rn

    K )_。+ (K;)-;,
八 = 一

                      乙
(4)

式中:K- 流量计的仪表系数，(时犷1或L一‘;

  (K)二— 各检定点的系数K，中最大值，(m3犷’或L-1;

  (K)二— 各检定点的系数K、中最小值，(澎犷’或L-lo
28 流量计的相对示值误差

28.1对B类流量计，当流量计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用引用误差时，按式 ((5)计算流量计的
相对示值误差。

E、一鱼卫4=)' x、。、{ (5)

式中:E a, 流量计的引用误差;

    q~— 流量计最大流量，尸/h或L/s;

      qt— 第i检定点的流量计示值，按式 (6)计算;

    (4s)— 第i检定点装置测得的流经流量计的实际流量，按式 (7)计算;
    脚标max表示检定点按括号内算式计算的最大值，以下同。

“*一_1n客4i,
式中:4r,— 第i检定点第i次检定时流量计示值。

            后的值，m3 /h或L /so

                                    (6)

该示值在第26条所述条件下应是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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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n \ (4,)� (7)

式中:(4,)t,— 第i检定点第J次检定时装置测得的流经流量计的实际流量，砰/h或L/s,
28.2对B类流量计，当流量计使用说明书中未加规定时，按式 ((8)或式 ((9)计算流量
计的相对示值误差。

E,一4̀华,)I x 100% (8)

式中:

式中 :

E,— 流量计的相对示值误差。

Q— 在检定时间内第
      计算 ;

E,一1Q,- (Q,)(Q,),一1_
;检定点流量计测得的平均累积流量，m3或L，按式

旧 )— 在检定时间内第i检定点装置测得的流经流量计的实际平均累积流量，
          I，按式 (11)计算

  (9)

(10)

mzm-或

Q一今:} Qi,
        It厂1

式中:

式中:

28.3

Qn— 第2检定点第i次检定时在检定时间内流量计测得的累积流量。
      条所述条件下应是修正后的值，时 或Lo

        (10)

该值在第26

(Q,);;— 第i检定点第J
          流量，m3或Lo

( Q,，一_1n客(Q,)� (‘，)
次检定时在检定时间内装置测得的流经流量计的实际累积

对A类流量计按式 (9)计算流量计的相对示值误差。此时式 (9)变为

:卜一K;-K一x 100%
      一 八o   I~

(12)

式中:EL— 称为流量计的线性度，其含义与E，相同。
28.3.1 对新制造和修理后的流量计，K。为本次检定按式 (4)计算的流量计系数K。在
此条件下，式 (12)变为式 (13):

F.,=
(K)、、一(K)。.。
下二 丁 弋--------气 -:丁-r--- x

l入i )- + lK )二
100% (13)

28.3.2 对周期检定的流量计，K。应取上次检定证书中给出的流量计系数;在不涉及计量

争议情况下，如示值检定结果不合格，K。也可按式 (4)计算。
29 流量计的基本误差

29.1按式 (14)计算流量计的基本误差。
                            S=1 (E母十E2),a                               (14)

式中:S— 流量计的基本误差;

    玖— 装置的误差、若不超出被检流量计基本误差限的1/3，可忽略不计;

      E- 流量计的相对示值误差，为E,，E、或El.
29.2   8的计算结果应符合第11条的要求。
30流量计的重复性



按式 (is)计算每个检定点的重复性。

        (E力、一劣).尸 二夕(K
          、一r‘’          K; L(。一1)月、’‘”

( E,)— 第i检定点的重复性;

  K�— 对 (第3条规定的)B类流量计，
  K— 对 (第3条规定的)B类流量计，

                                                          4ii
                                          K =于

                                                    kq,)h

K;)Z{ x 100% (15)

式 中 :

K。按式(16)或式 (17)计算;
K按式 ((3)计算。

(16)

      Q
、。二 台 目

      l锐,1]
(17)

    注:根据式 (15)所确定的重复性值是为了便于同类仪表性能比较，不作为统计学上的有效度量

30.2 按式 (18)确定流量计的重复性

                                E,=((E))。 (18)

式中:E,— 流量计的重复性。

30.3   E,的计算结果应符合第11条要求
31 (第3条规定的)A类流量计的二次仪表可与流量计配套检定，也可单独进行检定。单
独检定时使用频率发生器或其他频率发生装置产生标准脉冲信号，并将此信号输人二次仪表
中，在累积计数达9000时，二次仪表所计脉冲数的误差在士1脉冲以内则判为合格，否则

判为不合格。

                            五 检定结果处理和检定周期

32 经检定合格的流量计发给检定证书，检定证书背面格式见附录2。经检定不合格的流量
计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检定结果通知书内应注明不合格的项目。

33 准确度为0.1，0.2, 0.5级的流量计，其检定周期为1年。对准确度低于0.5级的流量
计按其工作原理确定检定周期:分流旋翼式流量计为1年;涡轮流量计、涡街流量计、旋进

旋涡流量计、电磁流量计为2年;超声波流量计、激光多普勒流量计为3年;插人式流量计
按照与其测量头工作原理相同的流量计的检定周期执行。

      附 录 1

流且计的安装要求

1 流量计上下游侧的直管段

1.1按流量计使用说明书的要求确定流量计上、下游侧的直管段长度。

t.2 流量计上、下游侧的直管段，其内径与流量计的公称通径DN之差，一般应不超过D�
的3346，并不超过士5rnmo

1.3 对准确度不低于0.5级的流量计，流量计上游l ODN长度内和下游2D,长度内的直管
段内壁应清洁，无明显凹痕、积垢和起皮等现象。
2 当上游直管段长度不够时，可以安装整流器

3 一般流量计的安装

3.1 流量计的安装方式可分为水平和垂直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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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装时应使流量计标志的流向与流体流动方向一致。
3.3 流量计的中心线偏离水平线或铅垂线的角度不应大于300

3.4 流量计与其试验管段的连接部位应没有泄漏;连接处的密封垫不得突人流体内。

3.5 对安装有特殊要求的流量计，如插人式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激光流量计，应严格

按照其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

    附 录 2

检定证书背面格式

(一)检定结果

1 对由检定确定流量系数的流量计按如下格式:

流量范围= m3小
仪表系数K= (耐)一’或L’

线性度二 %

重复性= %

2 对第 l条未包含的流量计按如下格式:

流量范围= 砰/h

流量计的相对示值误差(或引用误差)二 %
重复性= %

(二)检定条件
检定用流体:

检定用流体温度: ℃

检定用流体表压力: Pa

检定用流体运动粘度:.z /s(仅用于检定用流体为液体时，流体为常温常压的水时此条
                      可略 去)

Pa

℃

检定时大气压力
检定时环境温度

安装方式:(仅用于超声波流量计)

            附 录 3

常用标准器流体体积值计算公式

计算检定时测得的标准器处液体值。
  标准体积管法

            V。一V[1+静,] [1+R, (t,-20)1                    (1)
式中:Vii— 第i检定点第7次检定时标准器处的流体实际体积，m3(或L，以下同);

      V,— 第i检定点第I次检定时标准器读出体积，澎;

      D— 标准体积管的内径，mm;
P— 标准体积管的壁厚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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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标准体积管材料的弹性模量，Pa;

  Ps— 第i检定点第，次检定时标准器处的流体表压力，Pa;

  as一一标准器的体膨胀系数，℃一’;

  t,— 第i检定点第J次检定时标准器处的流体温度，℃;

  i=1，2，⋯，。.、为检定点数，m)3;

  ，二1, 2.⋯，n,  n为检定次数，二)30
标准容积法 (开放式)

                    V;l=V,仁1+i3, ( t一20)马
标准秤法 (开放式)

(2)

(3) 
 
C丛
户

 
 
V

式中:城— 第i检定点第J次检定时标准秤指示的流体质量，kg;
      P— 第i检定点第i次检定时测得的标准器处流体密度，kg/m3 ;
      C一 浮力修正系数。

Cf=
P (Pb一p,)
P. (P一Pa) (4)

式中:Pa— 空气的密度，掩/m3;

      P一 第i检定点第，次检定时使用的祛码密度，kg /,113 o
    如果检定时没有用珐码，则

cf=一-1
      P 一Pa

(5)

1.4 标准流量计法

                                沁二V,- C
式中:C— 第i检定点第J次检定时标准流量计的修正系数。

            使用要求确定。

2 计算检定时测得的标准器处气体的实际值。
2.1 钟罩法

                                    砚“VS

2.2  pVTt法

                          (G)

该修正系数按标准流量计的

(7)

                        M;;=

式中:TF, TF, TN— 进气前、

      Ps, PF, PN— 进气前、

      ZE，ZF，ZN— 进气前、

VsTNZNPN
    PN

)Pi
L I FZF

~奥
TFZF

(8)

进气后及标准状态下标准容器内的流体温度;K;

进气后及标准状态下标准容器内的绝对压力，Pa;

进气后及标准状态下标准容器内的气体压缩系数。

      V;;二M;;p

2.3 音速喷嘴法

晋d',.二了RT

(9)

(10)

式中:4.n— 音速喷嘴处的瞬时质量流量，橄/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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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音速喷嘴喉部直径，m;

      。，— 实际气体一维等嫡流的临界流函数;

        c- 喷嘴的流出系数;

      p— 喷嘴人口处气体绝对滞止压力，Pa;

      R— 通用气体常数，J-kmol-K一’;
      T— 喷嘴人口处气体绝对滞止温度，Ko

                                    v。=q,.召

式中:t— 检定时间，:。

3 检定时测得的标准器处流体的瞬时体积流量

                                  q,i = V,, /t
式中:qtr— 第i检定点第7次检定时标准器处的实际体积流量，耐存

(Il)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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