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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 ⒛10年 1月 5日 批准 ,并 自

⒛10年 7月 5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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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起草单位 :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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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式流呈计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靶式流量计 (以 下简称流量计)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 中

检验。

2 引用文献

下列规程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引用而构成本规程的条文。

JJF1001— 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04—⒛04 流量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术语和定义

3.1 测量管 meter tube

经过特殊加工且符合特定技术要求 的一段管段 ,其 中可安装测量流量的元件或

装置。

3.2 靶板 target

安装在测量管内的流量检测元件 ,靶板又简称为靶。

3.3 靶式流量计 target flowmeter

在测量管中安放一靶板 ,通过检测流体通过测量管时对靶板的作用力而确定流体流

量的流量计。

4 概述

4.1 工作原理

在恒定截面直管段中设置一个与流束方向相垂直的靶板 ,流体沿靶板周围通过时 ,

靶板受到推力的作用 ,推力的大小与流体的动能和靶板的面积成正比。在一定的雷诺数

范围内,流过流量计的流量与靶板受到的力成正比。靶板所受的力由力传感器检出。

以圆形靶板为例 ,流量计算的基本公式为

g″ =1.253αγ冱ZL厉⒎
望三 √F                        (1)

gv=g″ /卩 = 1.25⒊〃EZL厉⒎望三Ⅱ√;;                     (2)
式中 :g″——质量流量 ,kg/s;

qˇ——体积流量 ,m3/s;

α——流量系数 (纯数 );

1



JJG461-ˉ 2010

γ——流束 的膨胀系数 (纯数 )。 对不可压缩性流体 γ=1,对 可压缩性流体

γ<1;

D——测量管 内径 ,m;、

'—

—靶径 ,m;

ρ
——流体的密度 ,kg/m3;

F——靶受到的力 ,N。

4.2 结构型式   :
4.2.1 结构

靶式流量计 由测量管 、靶板 、

4.2.2 型式

4.2.2.1 按靶板的安装方

4.2.2.2 流量计的输出

5 计量性能要求

5.1 准确度等级

流量计的准确 相对误 差

表示 。

5.2 引用误差

对于输出为瞬

符合表 1中 最大允

误差也应

还应在引用

误差后标注 FS(满

5.3 流量计误差表示

在一 台流量计 的一

方法 。

5.4 重复性

量计误差表示

流量计的重复性不得超过最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随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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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性能等 。

6.2 铭牌和标识

6.2.1 流量计应有明显的流向标识 。

6.2.2 流量计应有铭牌 。表体或铭牌上应注明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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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制造厂名 ;

b)产 品名称及型号 ;

c)出 厂编号 ;

d)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

e)最大工作压力 ;

D公称直径 ;

g)工作温度范围 ;

h)在工作条件下的最大、最小流

i)准确度等级或引用误

j)防爆等级和防爆合
k)防护等级 (用

D制造年月 ;

以及其他有

6.3 外观

6.3.1 新制 裂纹 、锈蚀 、霉

斑和涂层剥落

6.3.2 流量

6,3.3 接插

现象。

6,3。 4显 示 清晰、端正。

6.3.5流 ,没有使读数

畸变等妨碍

6.4 密封性

流量计 处应无渗漏。

7 计且器具控

计量器具控

7.1 检定条件

7.1.1 流量标准装

7.1.1,1 装置及其配套

7.1。 l。 2 装置流量测量结 不大于被检流量计最大允许误

差绝对值的 1/3。

7.1.2 检定介质

7.1.2.1 检定介质应为洁净的单相液体或气体 ,无可见颗粒、纤维等杂质。

7.1.2.2 检定介质应充满管道 ,其流动应无旋涡。

7.1.2.3 检定用介质应尽可能采用黏度、密度等与实际工作介质相同或相近的流体。

在不具备上述条件时,对用于测量液体的流量计 ,以清洁水为检定介质 ;对用于测量气

体的流量计 ,以空气为检定介质。

3

;不得有虚焊 、

动而松动或脱落 。

装条件下 , 公称压力 5

称装置)的要求

号和标志应

应有 良好 的 i

计,应有良

密封面应平整∴,

的连接部分的焊

牢固可靠 ,

应醒 目、整

标识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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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环境条件

7.1.3.1 环境温度一般为 (5~45)℃ ;相对湿度一般为 35%~95%;大气压力一般为

(86~106) kPa。

7.1.3.2 交流电源电压应为 (220± 22)V,电源频率应为 (50± 2.5)Hz。 也可根据

流量计的要求使用合适的交流或直流电源 (如 24V直流电源 )。

7.1.3.3 检定时 ,外界磁场应小到对流量计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7.1.3.4 检定时 ,机械振动和噪声应小到对流量计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7.1.4 安装条件

7.1。 4.1 流量计应水平安装 ,前后直管段的长度应满足说明书的要求。

7.l。 4.2 安装时应保证流量计测量管线与管道轴线方向一致。

7.1.4.3 流量计和管道连接处应没有渗漏 ,连接处的密封垫不能突人到管道内。

7.2 检定项 目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的项 目列于表 2中 。

表 2 检定项目

7.3 检定方法

7.3.1 随机文件和外观检查

7.3.1.1 检查随机文件 ,结果应符合 6.1的 要求。

7.3.1.2 用 目测的方法检查流量计外观 ,其结果应符合 6.2、 6.3的 要求。

7.3.2 密封性检查

密封性检查应符合 6.4的要求。

7.3.3 运行前检查

7.3.3.1 按流量计说明书中指定的方法检查流量计参数的设置。

7.3.3.2 流量计应在最大流量的 70%~10O%范 围内运行至少 5min,待 流动状态稳

定后 ,开始进行检定。

7.3.3.3 检定点和检定次数

(1)流量计检定点应包括 ‰h、 0.25‰ax、 O。 5gmax、 O。 75‰ ax、 qmax共 5个流量点。

(2)每个流量点的检定次数应不少于 3次。

7.3。 4 检定程序

7.3。 4。 1 把流量调到规定的流量值 ,运行 5min。 同时启动标准器 (或标准器的记录

功能)和被检流量计 (或被检流量计的输出功能 )。

4

检定项 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验

随机文件和外观 + + +

密封性 + +

示值误差 + 十

重复性 + +

注 :“ +” 表示需检项 目,“ —”
表示不需检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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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2 记录标准器和被检流量计的初始示值 ,按装置操作要求运行一段时间后 ,同

时停止标准器 (或标准器的记录功能)和被检流量计 (或被检流量计的输出功能 )。

7.3,4.3 记录标准器和被检流量计的最终示值。

7.3.4.4 分别计算流量计和标准器记录的累积流量值或瞬时流量值。

7.4 计算方法

7.4.1 相对示值误差

(D流量计单次检定的相对示值误差

E刂 =2气
琵f谔∶

L× 100% 或  E-=皆 ×100%     (3)

式中:EJ——第 j检定点第 J次检定时 ,被检流量计的相对示值误差 ,%;

Q″
——第 氵检定点第

'次
检定时 ,流量计显示的累积流量值 ,m3;

(Qs)矽 ——第 j检定点第 J次检定时,标准器换算到流量计处状态的累积流量值 ,耐 ;

‰
——第 j检定点第J次检定时 ,流量计显示的瞬时流量值 ,可为一次检定过程

中多次读取的瞬时流量值的平均 ,m3/h;
(gs)矽 ——

第 j检定点第 丿次检定时 ,标准器换算到流量计处状态的瞬时流量值 ,

m3/h。

当标准器显示为累积流量时 :

(gs)⒋ =(Qs)J× 36OO          (续 )

式中 :彦
—— 检̄定时间 ,s。

对于液体流量计 ,按下式计算 :

(Qs)-=(ys)⒋ [1— “矽s一 鲡)]· [1+钅(ps一 夕m)]      (5)
式中 :(Vs)矽 ——第 j检定点第丿次检定时 ,标准器测得的液体实际体积 ,m3;

卩
——检定用液体在检定状态下的体膨胀系数 ,℃

丬
;

汐s,弘——第 j检定点第丿次检定时,标准器和流量计处的液体温度 ,℃ ;

钅——检定用液体在检定状态下的压缩系数 ,Pa1;
ps,夕 m——第 j检定点第丿次检定时,标准器和流量计处的液体压力 ,Pa。

使用质量法装置检定时 ,需测出液体的密度 ρ,同 时考虑到密度为 lOa的 空气浮力

影响,按公式 (6)把电子秤显示质量 M刂 换算到实际体积 (Vs)矽
:

(Vs)″ = MJ                 (6)
卩l^弘

对于气体流量计 ,按式 (7)计算 (Qs)氵
:

(Qs)″ =σ s)氵
贽

·
弁

·
哿        (7)

式中:Ts,Tm——第 j检定点第 J次检定时,标准器和流量计处的气体热力学温度 ,K;

`,‰
——第 j检定点第丿次检定时,标准器和流量计处的气体压缩因子 ;

夕s,夕m——第 j检定点第

'次
检定时 ,标准器和流量计处的气体绝对压力 ,Pa。

’卜
l
卜

I
I
Ⅰ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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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量计各检定流量点的相对示值误差

Ei=÷
客

E刂                     (:)

式中 :EJ——流量计第 j检定点的相对示值误差 ,%;

彳——第 j检定点检定次数 ;

E犭 ——流量计第 j检定点第 J次检定时的相对示值误差。

(3)流量计的相对示值误差

E=± |E. Mx                (9)
式中 :|E扌 |mx——各检定点相对示值误差中的最大绝对值。

7.4.2 引用误差

(1)流量计各流量点单次检定的引用误差

(Ef)扌 =g犭
一 (gs)J×

100%              (10)

式中 :(Ef)-——第 犭检定点第 J次检定时 ,被检流量计的引用误差 ,%;

gmax——被检流量计的最大流量。

(2)流量计各检定流量点的引用误差

(Ef)氵 =旁
Ξ

(Ef)I,                   (11)
Z

式中:(Ef)j——第 犭检定点被检流量计的引用误差 ,%。

(3)流量计的引用误差

Ef=± |(Ef)川 max               (12)
式中: (Ef)川 max——各检定点引用误差中的最大绝对值。
7.4.3 流量计的重复性              ′

当每个流量点重复检定 饣次时,该流量点的重复性 :

(Er)j = [宀
客  (E矽

ˉ̈ED2]7× 1009巧                (13)

式中 :(Er)￡ ——第 j检定点的重复性。

当使用引用误差时 ,流量计的重复性按下式计算 :

σ亠={宀客m矽 ~⑴亡亻   ⒁
流量计的重复性 :

Er=E(Er).]max               (15)
7.5 检定结果处理

经检定合格的流量计发给检定证书。经检定不合格的流量计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 ,

并注明不合格项 目。检定证书及检定结果通知书的内容要求见附录 A。

7.6 检定周期

流量计的检定周期为 1年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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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A.1 检定证书 (内页)格式

一、检定结果

流量范围 :

相对示值误差或引用误差 :

重复性 :

二、检定条件

介质种类 :

介质温度 :

介质压力 :

三、下次送检时请带此证书或证书复印件。

A.2 检定结果通知书 (内页)格式

一、检定结果

流量范围 :

相对示值误差或引用误差 :

重复性 :

二、检定条件

介质种类 :

介质温度 :

介质压力 :

不合格项 :

检定证书及检定结果通知书 (内 页)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