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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您购买我公司的产品。请在安装使用前务必仔
细阅读该说明书。本说明书适用于《流量积算仪检定系统》

我公司保留对说明书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修改的内容
恕不另行通知，最新的资料可以登陆我公司网站进行查阅。
如果您发现说明书中任何的错误或不可理解之处请与我们联
系，同时也欢迎您对我们的产品提出改进建议。对于您提出
的指正和建议我们将不胜感激。

请您在收到本产品后，填写好该说明书最后的用户注册
卡，并将回执寄回本公司注册登记，以便我们在软件升级时
及时通知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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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介

与流量变送器（传感器）配套使用的流量二次仪表（如积算

仪、流量计算机、DCS、PLC、工控计算机等），具有采集一次信

号，完成体积或质量流量、能量的补偿运算，以及显示、累积、

存储、信号输出、通讯等功能。二次仪表流量及物性值计算模型

正确与否直接决定了流量测量的准确性，特别对于计量气体流量

的二次仪表其影响尤为重要。以 JJG1003-2005《流量积算仪》检

定规程为依据，开发能满足各种类型、功能复杂的流量二次仪表

的检定需求，具有自动化功能的、多用途的流量积算仪检定系统，

以提高流量二次仪表检定水平和效率是我国流量计量领域的重

要课题。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博思达新世纪测控技术有限公

司已于 2009 年联合开发了《FIMJ-01 流量积算检定软件》以满

足用户对流量积算仪（含流量计算机、DCS、PLC 数据采集系统

等）型式检定、出厂检定、周期检定以及在线仪表进行现场检定

的需要。目前社会上对流量积算仪纳入强制检定范围的呼声很高，

新修订的 JJG1003-2016《流量积算仪》检定规程，对原规程做了

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为此，在《FIMJ-01流量积算检定软件》

基础上研制了《FIMJ-02 流量积算仪检定系统》，该系统在保持

《FIMJ-01流量积算检定软件》的基本功能和独立操作的特点的

基础上进行了包括介质物性及流量计算等功能的扩展，通过配置

可程控信号源，实现了积算仪检定的自动化，从而为规范、准确、

高效的进行流量积算仪检定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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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范围

流量积算仪检定系统可按照新修订的 JJG1003-2016 规程中的

规定进行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其软件可根据用户的

设置，控制信号源输出流量积算仪需要的标准信号，同时根据输出

的标准信号和用户设置的信号量程、介质类型、流量计类型、节流

件类型等参数依据相关的国家标准计算出流量理论值，用户将被检

二次仪表显示的流量值输入到【流量积算仪检定系统软件-被检流

量积算仪表测试数据】输入界面中，流量积算仪检定系统软件自动

计算每个检定点的误差，并形成检定记录。在此基础上，系统提供

检定记录的存储、查询、打印等多项管理功能。所以本系统是检定、

校验流量积算仪表、流量计算机（DCS、PLC 系统）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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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特点

● 可按照新修订的 JJG1003-2016 规程中的规定进行首次检定、后

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 静态检定：采用定值输入方式对流量积算仪所用流量计算模型

进行检定。

●动态检定：按照 JJG2003-2016 规定的检定步骤控制信号源分步

输出，计算流量标准值，接收被检仪表的显示值，自动形成检

定数据记录。

● 流量计算公式完全符合 JJG1003-2016 附录 A的规定。

● 当一次仪表为“标准节流件”时，其流量计算有《GB/T2624-93

流量测量节流装置 用孔板、喷嘴和文丘里管测量充满圆管的流

体流量》与《GB/T2624-2006.1.2.3.4 用安装在圆形截面管道

中的差压装置测量满管流体流量》标准供选择。

● 当一次仪表为“非标准节流件”、“其它差压仪表”、“脉冲输出

型仪表”、“电流输出型仪表”时，软件经对实流标定数据进行

处理，给出流量理论值。

● 当被测流体为“水”和“蒸汽”时，流体的密度、粘度等物性

值计算符合 IAPWS-IF97 公式（也可选则按 IFC-67 公式计算）。

● 当被测流体为“天然气”，流量计类型选择“角接取压标准孔

板”、“法兰取压标准孔板”或“D和 D/2 标准孔板” 时，流量

计算方式可选择“GB/T21446-2008”、“SY/T6143-1996”、

“SY/T6143-2004”“实流标定”；当流量计算方式选择“GB/T

21446-2008”后，天然气的压缩因子计算有“AGA NX-19”、

“ GB/T17747.2-1999 ” 、 “GB/T17747.3-1999”

“GB/T17747.2-2011”及“GB/T17747.3-2011”等 5个标准可

供选择；当流量计算方式选择 “SY/T6143-2004”后，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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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缩因子计算有“AGA NX-19”、“GB/T17747.2-1999”及

“GB/T17747.3-1999”3 个标准可供选择；当流量计算标准选

择“SY/T6143-1996”后，压缩因子按《AGA NX-19》计算；当

流 量 计 算 标 准 选 择 “ 实 流 标 定 ” 后 ， 压 缩 因 子 按

“GB/T17747.2-2011”计算。

● 当被测流体为“天然气”，流量计类型选择“IAS1932 喷嘴”

时，流量计算方式可选择“GB/T2624-2006”、“GB/T2624-93”、

“实流标定”、“GB/T34166-2017”；当流量计算方式选择

“GB/T2624-93”后，天然气的压缩因子计算有“AGA NX-19”、

“GB/T17747.2-1999”及“GB/T17747.3-1999”等 3个标准可

供选择；当流量计算方式选择“ GB/T34166-2017 ”或

“GB/T2624-2006”后，天然气的压缩因子计算有“AGA NX-19”、

“ GB/T17747.2-1999 ” 、 “GB/T17747.3-1999”

“GB/T17747.2-2011”及“GB/T17747.3-2011”等 5个标准可

供选择；当流量计算标准选择“实流标定”后，压缩因子按

“GB/T17747.2-2011”计算。

● 当被测流体为“天然气”，流量计类型选择“长颈喷嘴”、“具

有粗铸收缩段的经典文丘里管”、“具有机加工收缩段的经典文

丘里管”、“具有焊接铁板收缩的经典文丘里管”或“文丘里喷

嘴”时，流量计算方式可选择“GB/T2624-2006”、“GB/T2624-93”、

“实流标定”；当选择“GB/T2624-93”后，天然气的压缩因子

计 算 有 “ AGA NX-19 ”、“ GB/T17747.2-1999 ” 及

“ GB/T17747.3-1999 ” 等 3 个 标 准 可 供 选 择 ； 当 选 择

“GB/T2624-2006”后，天然气的压缩因子计算有“AGA NX-19”、

“ GB/T17747.2-1999 ” 及 “ GB/T17747.3-1999 ” 、

“GB/T17747.2-2017”及“GB/T17747.3-2017”等 5个标准可

供选择；当流量计算标准选择“实流标定”后，压缩因子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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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7747.2-2011”计算。

● 当被测流体为“天然气”，流量计类型选择“1/4 圆孔板”、“楔

形入口孔板”、“圆缺孔板”、“偏心孔板”、“小口径孔板”、“楔

形孔板”、“V 锥”或“环形孔板”时，流量计算方式仅有“实

流标定”，压缩因子按“GB/T17747.2-2011”计算。

● 当被测流体为“天然气”，流量计类型选择“电流输出型流量

计（涡街、涡轮等）”或“脉冲输出型流量计（涡街、涡轮等）”

时，流量计算方式仅有“实流标定”，天然气的压缩因子计算有

“AGA NX-19”、“GB/T17747.2-1999”及“GB/T17747.3-1999”

3 个标准可供选择。

● 当被测流体为“人工煤气”时，流量计算符合《GB/T18215-2000

城镇人工煤气主管道流量测量 第 1部分：采用标准孔板节流装

置的方法》标准。

● 当流体为“通用气体”（如空气、氮气、氧气、一氧化碳……）

时,按目前最通用也具权威性的理想气体状态方程进行计算并

按 R-K 公式作压缩系数修正。

● 系统界面友好,参数定义明确,量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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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组成

（1）计算机——安装运行流量积算仪自动检定软件；

（2）程控多功能信号源——提供检定积算仪所需的各种标准信号；

（3）DC4-20mA/DC1-5V 检测仪——测量积算仪输出的模拟信号；

（4）通讯接口及转换器——用于计算机与程控信号源之间的控制

与通讯之间及计算机与被检表之间的通讯。

（2）
程控多功能

信号源

被检流量

积算仪

（3）
DC 4-20mA与

DC1-5v 检测仪

（4）
通 讯

接 口

及 转

换器

（1）
计 算

机 ( 运
行 流

量 积

算 仪

检 定

系 统

软件)

流量积算仪自动检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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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使用操作

5.1检定准备

检查计算机与程控信号源之间串口线是否通过 1 带

4USB/RS232转换器（型号：USB2.0 TO 4*RS232 Cable）连接完好

（USB端接计算机 USB接口，RS232端接信号源的 RS232控制接

口），程控信号源输入端/输出端与被检流量计算机输入/输出端接线

是否正确。默认：RS232-A控制的信号源输出接被检积算仪的温度

信号输入通道；RS232-B 控制的信号源输出接被检定积算仪的

4-20mA压力信号输入通道；RS232-C控制的信号源输出接被检定

积算仪的流量信号输入通道。

当进行输出电流检定时，还需将被检定积算仪的模拟信号输出

接入 RS232-C控制的信号源的直流 4～20mA测量端。

当进行脉冲输出型流量计的累积流量检定时，还需将 RS232-C
控制的信号源脉冲输出并接到 RS232-C 控制的信号源的脉冲信号

测量端。

5.2开启系统电源

开启信号源与计算机电源。

5.3将加密锁插在计算机的 USB接口上

5.4启动系统

双击桌面上“流量积算仪检定系统”的快捷方式图标： 快

捷方式执行后，显示【开机】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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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界面显示 5秒钟自动进入【系统功能选择】界面，如下图所

示。

5.5 系统功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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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选择】界面，点击检定记录按钮，进入【检定记录

管理】界面，如下图。

在【检定记录管理】界面，直接点击已有的检定记录条目，系

统调出对应的完整检定记录，可供查阅、打印。

在【系统功能选择】界面，点击开始检定按钮，进入【检定系

统-初始化】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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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检定设备管理

可进行检定设备的控制设置与信息管理，单击【检定系统-初
始化】界面左上角设置按钮（见上图箭头所指位置），出现下拉菜

单，有“信号源设置”、“信号输出量程”“检定设备”“信号输出方

式”“被检表通讯设置”“差压变送器工作模式”6个选项（见下图）。

5.6.1控制检定设备的串口设置

单击“信号源设置”项，显示【信号源设置】界面，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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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别选择温度信号、压力信号、流量信号是否“启用”程控

信号源；选择“启用”后，需要选择控制对应信号源的串口号；然

后点击测试按钮，进行计算机与信号源之间的通讯测试，显示“状

态：成功”，则说明计算机与信号源之间通讯正常；如显示“状态：

失败”说明计算机与信号源之间通讯有问题，需进行通讯连接的检

查；最后点击确认按钮，完成控制检定设备的串口设置。

如某一路信号选择“不启用”，则在检定过程中系统将不控制

信号源提供该路信号；如某一路信号选择“启用”，则在检定过程

中系统将通过计算机串口控制信号源，按照规定的信号类型、量程

及时序输出测量检定所需的标准信号。

5.6.2检定设备的信号输出范围

单击“信号输出量程”项，显示【信号输出范围】界面，见下

图（采用默认即可）。

5.6.3检定设备信息管理

单击“检定设备”项，显示【检定设备信息管理】界面，见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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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界面可进行检定设备信息的输入/修改，点击确认按钮保

存输入/修改的检定设备信息。

5.6.4设置信号源的信号输出方式

单击“信号输出方式”项，显示【信号输出方式】设置界面，

见下图红框内。

在该界面可进行检定设备 4～20mA信号输出方式的设置，有

“变送器模式”与“信号源模式”2种方式，通过点击“变送器模

式”与“信号源模式”左侧的单选按钮进行选择，点击确认按钮保

存设置的信号输出方式。检定系统的默认设置为“信号源模式”。

5.6.5被检表通讯设置

单击“被检表通讯设置”项，显示【被检表通讯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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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下图红框内。

在该界面用于与被检表进行通讯的参数设置。单击【流量计型

号】选项框右侧的向下箭头，显示系统支持通讯协议的仪表型号列

表，有“博思达FC2000IAH2”、“博思达FC2000IAD/IAE(G)/IAH1”、
“同欣 FC6000”等 3个选项，可根据需要单击相应选项进行选择；

通过勾选右上角的“启用”单选按钮，设置开启或关闭与被检表之

间的通讯；单击【端口】选择框右侧的向下箭头，显示计算机可使

用的端口，单击相应选项选择通讯端口；在【mdbus设备地址输入

框】中输入被检表的通讯小地址；通过分别点击“波特率”“浮点

数字节序”“长整型字节序”右侧的单选按钮，设置与被检仪表通

讯的波特率、浮点数字节序、长整型字节序。点击确认按钮保存设

置的被检表通讯参数方式。

5.6.6设置差压变送器的工作模式

单击“差压变送器工作模式”项，显示【差压变送器工作模式】

设置界面，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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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界面可进行被流量积算仪检定系统平台差压变送器工作

模式的设置，有“线性”与“开方”2种方式，通过点击“线性”

与“开方”左侧的单选按钮进行选择，点击确认按钮保存设置的信

号输出方式。检定系统的默认设置为“开方”。

5.7检定信息录入

在【检定系统-初始化】界面，点击左上角第一个检定项目按

钮，弹出新建检定任务按钮，见下图。

点击新建检定任务按钮后，进入【检定系统-检定基本信息】

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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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选择检定类型（必选）

在【检定系统—检定基本信息】界面中，单击【检定类型】单

选框右侧的向下箭头，显示检定类型的列表，有“首次检定”、“后

续检定”、“使用中检查”等 3个选项，可根据需要单击相应选项进

行选择。见下图。

5.7.2选择检定项目（可选）

【检定项目】内容因【检定类型】的不同而略有不同，【检定

项目】默认为全选，用户也可根据需要单击各选项左侧的复选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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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选择。见下图。

“外观功能检查”适用于检查记录流量积算仪是否符合

JJG1003-2016中 6.1与 6.2与外观及功能要求相关的规定。

“基本误差-瞬时流量”适用于按照 JJG1003-2016中 7.3.2.1的
规定对流量积算仪进行瞬时流量检定。

“基本误差-瞬时能量/热量”适用于对流量积算仪进行载能工

质的瞬时能量/热量进行检定（暂不支持）。

“基本误差-累积流量”适用于按照 JJG1003-2016中 7.3.2.2的
规定对流量积算仪进行累积准确度的检定。

“基本误差-累积能量 /热量”适用于按照 JJG1003-2016 中

7.3.2.3的规定对计量载能工质的流量积算仪进行累积能量/热量检

定（暂不支持）。

“基本误差-补偿参量”适用于按照 JJG1003-2016中 7.3.2.4的
规定对流量积算仪的流量、补偿压力、补偿温度通道进行准确度的

检定。

“基本误差-电流输出”适用于按照 JJG1003-2016中 7.3.2.5的
规定对流量积算仪的 4～20mA信号输出进行准确度的检定。

“基本误差-定量控制”适用于按照 JJG1003-2016中 7.3.2.6的
规定对具有定量控制功能的流量积算仪进行定量控制检定（暂不支

持）。

“小信号切除”适用于按照 JJG1003-2016中 7.3.3的规定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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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积算仪进行小信号切除功能的检查。

5.7.3填写检定仪表基本信息

【检定仪表基本信息】共 16项内容，其中【设计温度】、【设

计压力】、【精度等级】3项必填，其余用户需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填

写。

【设计温度】是指与流量积算仪配套使用的一次表的设计使用

温度，是本系统进行累积流量、输出电流、小信号切除检定时默认

输出信号的对应温度，也是计算“检定记录-流量范围”的补偿温

度。

【设计压力】是指与流量积算仪配套使用的一次表的设计使用

压力，是本系统进行累积流量、输出电流、小信号切除检定时默认

输出信号的对应压力，也是计算“检定记录-流量范围”的补偿压

力。

5.7.4确定检定仪表工作状态（必选）

【检定仪表工作状态】输入区位于【被检定仪表基本信息】下

面。该输入区是被检定的流量积算仪具体工作信息的输入窗口，涉

及到一次流量仪表、流量补偿参量、流量计算方式等内容。您必须

详细准确的了解这些信息，正确输入并保证与被检流量积算仪的设

置相互关联一致，系统才能够正确的对被检定仪表进行检定。所以，

请务必保证这些内容的准确性。下面对该输入区内的有关项目进行

说明。

注意：“被检仪表工作状态”输入区域中需要输入的内容会因“流

量计类型”、“流体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不需要输入的项目会自动

变灰，其它各项内容都必须进行选择和输入。

5.7.4.1选择流量计类型

【流量计类型】需根据流量积算仪实际所配备的一次流量仪表

确定，单击【流量计类型】单选框右侧的向下箭头，显示流量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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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列表，有“节流式流量计”、“其他差压式流量计”、“脉冲输出

型流量计”、“电流输出型流量计”、“插入式流量计”等五个选项，

单击相应选项进行选择。见下图。

A.当【流量计类型】选择“其它差压式流量计”时，在其右侧

出现标定数据按钮，单击此按钮弹出【标定数据】输入界面，如下

图所示。

请按照实际标定的条件，对【标定用流体】、【流量单位】进行

选择；并将标定时所用流体的温度、压力，以及标定试验点流量与

对应差压的数值填入表中。单击确定按钮后，软件将保存这些数据，

并回到上一级画面，单击取消按钮，软件将不保存返回。

B.当被检定流量积算仪所接的流量一次表为脉冲输出（如涡街、

涡轮）时，【流量计类型】选择“脉冲输出型流量计”时，【计算方

式】有 “实流标定”与“k系数”可供选择，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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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计算方式】选择“实流标定”，单击 标定数据 按钮后，

弹出【标定数据】输入界面，如下图红框所示。

请按照实际检定的条件，对【标定用流体】、【流量单位】进行

选择；并将标定时所用流体的温度、压力，以及标定试验点流量与

对应的仪表常数 K 的数值填入表中。单击确定按钮后，软件将保

存这些数据，并回到上一级画面，单击取消按钮，软件将不保存返

回。

当【计算方式】选择“k 系数”后，在计算方式上面的【K 系

数】输入框（如下图所示）中输入 k系数即可。

C.当被检定流量积算仪所接的流量一次表为电流输出（如涡街、

涡轮）时，【流量计类型】选项框选择“电流输出型流量计”时，

在其右侧显示【标定数据】按钮，点击此按钮将弹出标定数据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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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界面，如下图所示。

请按照实际检定的条件，对【标定用流体】、【流量单位】进行

选择；并将标定时所用流体的温度、压力，以及标定试验点流量与

对应的输出电流的数值填入表中。单击确定按钮后，软件将保存这

些数据，并回到上一级画面，单击取消按钮，软件将不保存返回。

D.当被检定流量积算仪所接的流量一次表为插入式流量计时，

【流量计类型】选项框选择“插入式流量计”时，在其右侧出现【测

头】选择框，点击【测头】选择框右侧的向下箭头，将显示测头类

型的选择列表，有“皮托管测头”、“脉冲输出型测头”、“电流输出

型测头”等 3个选项，根据需要单击相应选项即可选择。见下图。

5.7.4.2选择节流件型式

仅当【流量计类型】选择“节流式流量计”，才在其右侧出现【节

流件型式】选择框，点击【节流件型式】选择框右侧的向下箭头，

将显示节流件型式的选择列表，有“角接取压标准孔板”、“法兰取

压标准孔板”、“D和 1/2D取压标准孔板”、“ISA1932喷嘴”、“长

颈喷嘴”、“具有粗铸收缩段的经典文丘里管”、“具有机加工收缩段

的经典文丘里管”、“具有焊接铁板收缩的经典文丘里管”、“文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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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嘴”、“1/4圆孔板”、“楔形入口孔板”、“圆缺孔板”、“偏心孔板”、

“小口径孔板”、“楔形孔板”、“V型锥”、“环形孔板”等 17个选

项，根据需要单击相应选项即可选择。如下图所示。

当【节流件型式】选择“角接取压标准孔板”、“法兰取压标准

孔板”、“D和 1/2D取压标准孔板”中的一个选项后，在其右侧显

示【孔板使用年限】输入框，需将光标移到该输入框中，输入实际

使用年限。

5.7.4.3流体类型选择

流体类型应与被检定的流量积算仪实际测量的流体类型一致。

点击【流体类型】选择框右侧的向下箭头，显示流体类型的列表，

有“单一气体”、“混合气体”、“饱和蒸汽（温度补偿）”、“饱和蒸

汽（压力补偿）”、“过热蒸汽”、“水”、“其它液体”、“人工煤气”、

“天然气”、“其它气体”等 10个选项，根据需要点击相应选项即

可选择。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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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类型】选择不同，【流体物性参数】输入区中的内容会

有不同，下面将具体介绍。

A.当被测流体为单质气体时，【流体类型】选择“单一气体”，则在

其右侧出现【气体类型】选择框，点击其右侧的向下箭头，显示气

体类型的列表，有“空气”、“氮气”、“氧气”、“氦气”、“氢气”、

“氩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硫化氢”、“氨”、“甲烷”、

“乙烷”、“丙烷”、“丁烷”、“乙烯”、“乙炔”、“硫丙烯”、“丁烯”

等 18个选项，根据需要点击相应选项即可选择。如下图示。

【流体类型】为“单一气体”时，【流体物性参数】输入区中的

内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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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当被测流体为混合气体时，【流体类型】选择“混合气体”，

则在其右侧出现【输入组分】按钮，点击该按钮，显示【混合气体

组分】输入界面，有“空气”、“氮气”、“氧气”、“氦气”、“氢气”、

“氩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硫化氢”、“氨”、“甲烷”、

“乙烷”、“丙烷”、“丁烷”、“乙烯”、“乙炔”、“硫丙烯”、“丁烯”

等 18种组分，根据实际情况输入各组分体积比。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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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类型】为“混合气体”时，【流体物性参数】输入区中

的显示内容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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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饱和蒸汽（温度补偿）、饱和蒸汽（压力补偿）、过热蒸汽

当流量积算仪采用温度补偿的方式测量饱和蒸汽时，【流体类型】

选择“饱和蒸汽（温度补偿）”。

当流量积算仪采用压力补偿的方式测量饱和蒸汽时，【流体类型】

选择“饱和蒸汽（压力补偿）”。

当流量积算仪采用温度与压力补偿的方式测量过热蒸汽时，【流体

类型】选择“过热蒸汽”。

【流体类型】为以上 3种蒸汽时，【流体物性参数】输入区中的显

示内容如下图所示。

D．当流量积算仪用来测量水流量时，【流体类型】选择“水”。【流

体类型】为“水”时，【流体物性参数】输入区中的显示内容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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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当流量积算仪用来测量水以外的液体流量时，【流体类型】

选择“其它液体”。【流体类型】为“其它液体”时，【流体物性参

数】输入区中的内容（需手动输入）如下图所示。

F.当被测流体为人工煤气时，【流体类型】选择“人工煤气”，

则在其右侧出现【输入组分】按钮，点击该按钮，显示【人工煤气

组分】界面，有“空气”、“氮气”、“氧气”、“氦气”、“氢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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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二氧化碳”、“硫化氢”、“氨”、“甲烷”、“乙烷”、“丙烷”、

“丁烷”、“乙烯”、“乙炔”、“硫丙烯”、“丁烯”等 17种组分，根

据实际情况输入各组分体积比。如下图所示。

【流体类型】为“人工煤气”时，【流体物性参数】输入区中

的显示内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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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当被测流体为天然气时，【流体类型】选择“天然气”，如未

出现【压缩系数计算标准】选择框，则压缩因子按 GB/T17747-2
计算；如出现【压缩系数计算标准】选择框，有“NX-19”、
“GB/T17747-2”、“GB/T17747-3”等选项，可点击选择其中一个，

如下图所示。点击【流体类型】右侧的输入组分按钮后，弹出不同

的【天然气组分】界面随着【压缩系数计算标准】选择的不同而不

同。

G-1当【压缩系数计算标准】选择“NX-19”，点击输入组分按

钮后，弹出有 29种组分的天然气组分输入界面，如下图所示。根

据实际情况输入各组分比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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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当【压缩系数计算标准】“GB/T17747-2”，点击【输入组

分】按钮后，弹出有 21/46种组分的天然气组分输入界面，单击流

体类型列表右侧的上、下箭头可以上下滚动界面，如下图所示。根

据实际情况输入各组分比即可。

G-3当【压缩系数计算标准】“GB/T17747-3”，点击【输入组

分】按钮后，弹出有 4组天然物性值输入的界面，如下图所示。单

击“A组”、“B组”、“C组”、“D组”左侧的单选按钮，选择采用

哪组数据进行压缩因子的计算。



使用操作

30

注：当瞬时流量单位选择 “m3/h，0℃,0.101325MPa”，体积高位

发热量与相对密度的参比条件为 0℃,0.101325MPa；当瞬时流

量单位选择 “kg/h”、“m3/h”、“m3/h，20℃,0.101325MPa”，
体积高位发热量与相对密度的参比条件为 20℃,0.101325MPa。
【流体类型】为“天然气”时，【流体物性参数】输入区中的

显示内容如下图所示。

5.7.4.4选择计算方式

计算方式是指系统计算流量标准值时采用的方法标准。当【流

量计类型】选节流式流量计、脉冲输出型流量计、插入式流量计时，

需对计算方式进行选择，【计算方式】中可选项的内容随【节流件

型式】选项和【流体类型】选项的不同而不同，具体说明如下：

A. 当【流量计类型】为“节流式流量计”

A-1当【节流件型式】为“角接取压标准孔板”、“法兰取

压标准孔板”、“D和 1/2D取压标准孔板”中的一个选项，并

且【流体类型】选择“天然气”时，在【节流件型式】选择框

下面出现【计算方式】选择框，点击其右侧的向下箭头将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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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算 方 式 的 列 表 ， 有 “ 按 SY/T6143-1996 ”、 “ 按

SY/T6143-2004”“实流标定”、“按 GB/T21446-2008”等 4个
选项可供选择，根据需要单击相应选项即可选择。如下图所示。

A-2.当【节流件型式】为“角接取压标准孔板”、“法兰取压标准

孔板”、“D 和 1/2D 取压标准孔板”、“ISA1932 喷嘴”、“长颈喷嘴”、

“具有粗铸收缩段的经典文丘里管”、“具有机加工收缩段的经典文丘

里管”、“具有焊接铁板收缩的经典文丘里管”、“文丘里喷嘴”中的一

个选项，并且【流体类型】选择“单一气体”、“混合气体”、“饱和蒸

汽（温度补偿）”、“饱和蒸汽（压力补偿）”、“过热蒸汽”、“水”、“其

它液体”、“其它气体”时，在【节流件型式】选择框下面出现【计算

方式】选择框，点击其右侧的向下箭头将显示计算方式的列表，有“按

GB/T2624-2006计算”、“按 GB/T2624-93计算”、“实流标定”等 3
个选项可供选择，根据需要单击相应选项即可选择。如下图所示。

当【计算方式】选择“实流标定”后，在其右侧出现标定数据

按钮，点击此按钮将弹出【标定数据输入】界面，如下图所示。



使用操作

32

A-3.当【节流件型式】选择“角接取压标准孔板”、“法兰取压

标准孔板”、“D和 1/2D取压标准孔板”、“ISA1932喷嘴”、“长颈

喷嘴”、“具有粗铸收缩段的经典文丘里管”、“具有机加工收缩段的

经典文丘里管”、“具有焊接铁板收缩的经典文丘里管”、“文丘里喷

嘴”中的一个选项，并且【流体类型】为“人工煤气”时，在【节

流件型式】选择框下面出现【计算方式】选择框，点击其右侧的向

下箭头将显示计算方式的列表，有“按 GB/T2624-2006计算”、“按

GB/T18215-2000计算”、“实流标定”等 3个选项。

B.当被检定流量积算仪所接的流量一次表为脉冲输出（如涡街、

涡轮）时，【流量计类型】选择“脉冲输出型流量计”时，【计算方

式】有 “实流标定”与“k系数”可供选择。

C.当【流量计类型】选项框选择“插入式流量计”

【测头】选项框选择“皮托管测头”、“脉冲输出型测头”或“电

流输出型测头”，在其下面出现【计算方式】选择框，点击其右侧

的向下箭头将显示计算方式的列表，有“实流标定”、“点流速”2

个选项。

若【计算方式】选择“点流速”则在其右侧出现【测头系数】

输入框，在此输入测头系数即可。若【计算方式】选择“实流标定”

则在其右侧出现标定数据按钮，点击此按钮将弹出相应的【标定数

据】输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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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托管测头——标定数据”输入界面

“脉冲输出型测头——标定数据”输入界面

“电流输出型测头——标定数据”输入界面

5.7.4.5管壁等效粗糙度 k值选择

点击【管壁材料】选择框右侧的向下箭头，弹出【管壁材料】

选择下拉框，有 20个选项，可根据实际情况点选相应项。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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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6管道材料与线膨胀系数选择

【管道材料】选项用来选定流量计安装在何种材料的管道上。

点击【管道材料】选择框右侧的向下箭头，弹出【管道材料】下拉

选择框，有 12个选项，提供了 10#钢、15#A3钢、20#钢、45#钢、

1Cr13、2Cr13、Cr17、12Cr1MoV、10CrMo910、1Cr18Ni9Ti、铜、

灰口铸铁等 13种材料供选择，如果是这 13种材料以外的材料，请

选“其它”。如下图所示。

【线胀系数】选项用来选定该种材料管道的线性热膨胀系数，

它是按照流体的工作温度范围来进行选择的（当【管道材料】为“其



使用操作

35

它”时需手动输入）。点击位于【管道材料】输入框右边【线胀系

数】输入框右侧的向下箭头，弹出【线胀系数】下拉选择框，有 7
个选项，可根据实际情况点击选择相应项。如下图所示。

5.7.4.7节流件材料与线膨胀系数选择

【节流件材料】用来选定节流装置中节流件的材料。只有在当

【流量计类型】为“节流式流量计”才需要对该项进行选择。点击

【节流件材料】选择框右侧的向下箭头，弹出【节流件材料】下拉

选择框，有 12个选项提供了 10#钢、15#A3钢、20#钢、45#钢、

1Cr13、2Cr13、Cr17、12Cr1MoV、10CrMo910、1Cr18Ni9Ti、铜、

灰口铸铁等 13种材料供选择，如果是这 13种材料以外的材料，请

选“其它”。如下图所示。

【线胀系数】用来选定该种材料的线性热膨胀系数，它是按照

流体的工作温度范围来进行选择的（当【管道材料】为“其它”时



使用操作

36

需手动输入）。点击位于【节流件材料】选择框右边【线胀系数】

选择框右侧的向下箭头，弹出【线胀系数】下拉选择框，有 7个选

项，可根据实际情况点击选择相应项。如下图所示。

5.7.4.8瞬时流量单位选择

点击【流量单位】选择框右侧的向下箭头，弹出【流量单位】

下拉选择框，具体选项内容随着【流体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可根

据实际情况点击选择相应项。如下图所示。

5.7.4.9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是湿气体进行密度修正所需的参数。当【流体类型】

为“单一气体”、“混合气体”、“人工煤气”、“其他气体”时显示【相

对湿度状态】与【相对湿度】输入框，点击【相对湿度状态】输入

框右侧的向下箭头，弹出【相对湿度状态】下拉选择框，有工况和

已知状态 2个选项，可根据实际情况点击选择相应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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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相对湿度状态】选择已知状态，其右边显示【温度】与【压

力】输入框，先输入已知相对湿度对应的压力与温度，再在【相对

湿度】输入框中输入相对湿度值。如下图所示。

当【相对湿度状态】选择工况状态，直接在【相对湿度】输入

框中输入相对湿度值即可。

5.7.4.10管道内径 D20
管道内径 D20是指一次流量仪表测量管在 20℃条件下内径。

仅当【流量计类型】为“电流输出型流量计”时无效，根据实际情

况直接在【管道内径】输入框中输入。如下图所示。

5.7.4.11节流件开孔径 d20
节流件开孔径 d20是指 20℃条件下节流件的开孔直径。仅当【流

量计类型】为“节流式流量计”时有效，根据实际情况直接在【节

流件内径】输入框中输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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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12当地大气压

总起效，直接在【当地大气压】输入框中输入。如下图所示。

5.7.4.13温度测量方式选择

温度测量方式是指进行温度补偿时温度信号的类型，仅当【流

体类型】为“饱和蒸汽（压力补偿）”时不起效。点击【温度测量

方式】选择框右侧的向下箭头，弹出【温度测量方式】下拉选择框，

有“温度变送器”、“Pt100”二个选项，可根据实际情况点选相应

项。如下图所示。

5.7.4.14温度变送器量程/温度测量范围

温度变送器量程/温度测量范围决定了补偿温度的测量范围，应与

被检流量积算仪中设置相同。当【温度测量方式】为“温度变送器”

时，直接在【温度变送器量程上限】和【温度变送器量程下限】输

入框中输入温度变送器量程的上下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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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温度测量方式】为“Pt100”时，直接在【温度测量范围

上限】和【温度测量范围下限】输入框中输入温度测量范围的上、

下限。如下图所示。

5.7.4.15压力变送器量程

压力变送器量程决定了补偿压力的测量范围，应与被检流量积算仪

中设置相同。仅当【流体类型】为“饱和蒸汽（温度补偿）”时无

效，直接在【压力变送器量程上限】和【压力变送器量程下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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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框中输入压力变送器量程的上下限。如下图所示。

5.7.4.16差压变送器量程/频率测量范围

差压变送器量程/频率测量决定了流量信号的测量范围，应与

被检流量积算仪中设置相同。当【流量计类型】为“节流式流量计”、

“其它差压式流量计”或“插入式流量计-皮托管”时【差压变送

器量程上、下限】起效。直接在【差压变送器量程上限】和【差压

变送器量程下限】输入框中输入差压变送器量程的上下限。如下图

所示。

当【流量计类型】为“脉冲输出型流量计”时【频率测量上、

下限】起效。直接在【频率测量上限】和【频率测量下限】输入框

中输入频率测量的上、下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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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17流体物性参数

流体物性参数输入区如下图所示，其显示的内容将因【流体类

型】的不同而不同。

本系统中参与流量计算的【流体物性参数】有 2种确定方法，

方式一为“自动计算”，方式二为“直接输入”，默认方式为“自动

计算”（建议用户采用此方式），通过点击位于各流体物性参数输入

框（呈灰色无效）右侧的选择框，使选择框中的√消失，相应流体

物性参数输入框变白（起效），在其中输入数值，系统将按此数值

进行计算。但当【流体类型】为“其他气体”、“其他液体”时，仅

有“直接输入”方式。

检定仪表工作状态区中各项内容输入完后，单击界面底部的开

始检定按钮，系统将进入流量积算仪检定流程。

5.8仪表检定

【检定项目】默认全选（暂不支持“基本误差-瞬时热量/能量”、

“基本误差-累积热量/能量”、“基本误差-定量控制”），用户可根据

需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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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仪表检定—外观及功能检查

在检定基本信息界面中，单击界面底部的开始检定按钮，进入

【仪表检定—外观及功能检查】界面（如在【检定项目】中已选择

“外观及功能检查”）。如下图所示。

在“仪表检定—外观及功能检查”界面中，列出了 JJG1003-2016
对流量积算仪的外观及功能要求，每项要求下面都有符合要求、不

符合要求单选按钮，见上图中红框所标示位置，根据被检定的流量

积算仪实际情况逐项判定是否满足要求。

下一检定项目/生成检定记录按钮，如当前检定项目不是最后

一个检定项目，按钮显示为下一检定项目，点击该按钮，将结束当

前项目的检测，进入下一个检定项目的界面；如当前检定项目为最

后一个，则该按钮变为生成检定记录，点击该按钮，完成检定并依

据检定过程中输入的信息与数据生成检定记录。

点击退出检定按钮，将返回【检定基本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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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仪表检定-基本误差-瞬时流量

在仪表检定—外观及功能检查界面中，单击界面底部的下一检

定项目按钮，进入【仪表检定-基本误差-瞬时流量】界面（如在【检

定项目】中已选择“基本误差-瞬时流量”）。

如在【检定项目】中未选择“外观及功能检查”，在检定基本

信息界面中，单击界面底部的开始检定按钮，直接进行“基本误差

-瞬时流量”检定。检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该界面底部为操作区（如上图所示），第一行由左至右为重置

信号源按钮、“信号源状态”、上一条按钮、下一条按钮、发送信号

按钮、停止信号按钮、计算按钮；第二行由左至右为上一检定项目

按钮、下一检定项目/生成检定记录按钮、退出检定按钮。

A.点击重置信号源按钮，将重置信号源为初始状态（当控制信

号源出现异常时，可点击该按钮，进行信号源重置）。

B.“信号源状态”用于显示信号源当前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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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点击上一条按钮，返回上一个检测点（如开启与被检仪表的

通讯可自动采集被检表的瞬时流量与密度）。

D．点击下一条按钮，转到下一个检测点（如开启与被检仪表

的通讯可自动采集被检表的瞬时流量与密度）。

F．点击发送信号按钮，控制信号源输出检定所需的信号。

G. 点击停止信号按钮，控制信号源停止输出信号。

H. 点击计算按钮，系统将根据各检定点预设的输出信号值依

据相关标准计算密度、瞬时流量标准值，并计算积算仪显示的瞬时

流量值对标准瞬时流量值的相对误差。

I．点击上一检定项目按钮，将重新返回前一个检定项目界面，

可重新进行检测。

J．下一检定项目/生成检定记录按钮，如当前检定项目不是最

后一个检定项目，按钮显示为下一检定项目，点击该按钮，将结束

当前项目的检测，进入下一个检定项目的界面；如当前检定项目为

最后一个，则该按钮变为生成检定记录，点击该按钮，完成检定并

依据检定过程中输入的信息与数据生成检定记录。

K．点击退出检定按钮，将返回【检定基本信息】界面。

在未开启与被检表通讯的情况下，需要人工输入积算仪显示值，

其中瞬时流量显示值必须输入，密度可选。

5.8.3仪表检定-基本误差-累积流量

如本检定项目是所选的第一个检定项目时，在检定基本信息界

面中，单击界面右下方的开始检定按钮，直接进行“基本误差-累

积流量”检定（如在【检定项目】中已选择“基本误差-累积流量”）。

如本检定项目不是所选的第一个检定项目时，在上一个项目的

检定界面中，单击右下方的下一检定项目按钮，进入【仪表检定-

基本误差-累积流量】界面（如在【检定项目】中已选择“基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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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累积流量”）。检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该界面底部为操作区（如上图所示），第一行由左至右为重置

信号源按钮、“信号源状态”、上一条按钮、下一条按钮、发送信号

按钮、停止信号按钮、计算按钮；第二行由左至右为上一检定项目

按钮、退出检定/完成检定按钮、退出检定按钮。

A.点击重置信号源按钮，将重置信号源为初始状态（当控制信

号源出现异常时，可点击该按钮，进行信号源重置）。

B.“信号源状态”用于显示信号源当前的工作状态。

C．点击发送信号按钮，控制信号源输出检定所需的信号（如

开启与被检仪表的通讯可自动采集被检表的累积流量填入“积算仪

累积流量显示值-初始值”）。

D.点击停止信号按钮，控制信号源停止输出信号并可根据计算

机的时钟自动计算累积时间填入“累积时间”（如开启与被检仪表

的通讯可自动采集被检表的累积流量填入“积算仪累积流量显示值

-终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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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点击计算按钮，系统将根据检定点预设的输出信号值，依

据相关标准计算累积流量标准值，根据输入的积算仪累积流量的初

始值与终止值，计算积算仪累积的流量值及其对累积流量标准值的

相对误差。

F．点击上一检定项目按钮，将重新返回前一个检定项目界面

（如有），可重新进行检测。

G．下一检定项目/生成检定记录按钮，如当前检定项目不是最

后一个检定项目，按钮显示为下一检定项目，点击该按钮，将结束

当前项目的检测，进入下一个检定项目的界面；如当前检定项目为

最后一个，则该按钮变为生成检定记录，点击该按钮，完成检定并

依据检定过程中输入的信息与数据生成检定记录。

H．点击的退出检定按钮，将返回【检定基本信息】界面。

在未开启与被检表通讯的情况下，需要人工输入积算仪显示值

（累积流量初始值与终止值）、累积时间。

5.8.4仪表检定-基本误差-补偿参量

如本检定项目是所选的第一个检定项目时，在检定基本信息界

面中，单击界面右下方的开始检定按钮，直接进行“基本误差-补

偿参量”检定（如在【检定项目】中已选择“基本误差-补偿参量”）。

如本检定项目不是所选的第一个检定项目时，在上一个项目的

检定界面中，单击右下方的下一检定项目按钮，进入【仪表检定-

基本误差-补偿参量】界面（如在【检定项目】中已选择“基本误

差-补偿参量”）。检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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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界面底部为操作区（如上图所示），第一行由左至右为重置

信号源按钮、“信号源状态”、上一条按钮、下一条按钮、发送信号

按钮、停止信号按钮、计算按钮；第二行由左至右为上一检定项目

按钮、下一检定项目/生成检定记录按钮、退出检定按钮。

A.点击重置信号源按钮，将重置信号源为初始状态（当控制信

号源出现异常时，可点击该按钮，进行信号源重置）。

B.“信号源状态”用于显示信号源当前的工作状态。

C.单击上一条按钮，返回上一个检测点（如开启与被检仪表的

通讯可自动采集被检表的温度、压力、及差压值填入“积算仪显示

值-温度”“积算仪显示值-压力”“积算仪显示值-差压”）。

D．单击下一条按钮，转到下一个检测点（如开启与被检仪表

的通讯可自动采集被检表的温度、压力、及差压值填入“积算仪显

示值-温度”“积算仪显示值-压力”“积算仪显示值-差压”）。

F．点击发送信号按钮，控制信号源输出检定所需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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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点击停止信号按钮，控制信号源停止输出信号。

H. 点击计算按钮，系统将根据各检定点预设的输出信号值及

量程计算补偿参量的标准值，计算积算仪显示的补偿参量值对标准

值的误差。

I．点击上一检定项目按钮，将重新返回前一个检定项目界面

（如有），可重新进行检测。

J．下一检定项目/生成检定记录按钮，如当前检定项目不是最

后一个检定项目，按钮显示为下一检定项目，点击该按钮，将结束

当前项目的检测，进入下一个检定项目的界面；如当前检定项目为

最后一个，则该按钮变为生成检定记录，点击该按钮，完成检定并

依据检定过程中给出中输入的信息与数据生成检定记录。

K．点击的退出检定按钮，将返回【检定基本信息】界面。

在未开启与被检表通讯的情况下，需要人工输入积算仪显示值

（温度、压力、差压）。

5.8.5仪表检定-基本误差-输出电流

如本检定项目是所选的第一个检定项目时，在检定基本信息界

面中，单击界面右下方的开始检定按钮，直接进行“基本误差-输

出电流”检定（如在【检定项目】中已选择“基本误差-输出电流”）。

如本检定项目不是所选的第一个检定项目时，在上一个项目的

检定界面中，单击右下方的下一检定项目按钮，进入【仪表检定-

基本误差-输出电流】界面（如在【检定项目】中已选择“基本误

差-输出电流”）。检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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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算仪输出量程上限】输入框必须输入。该输入值为被检流

量积算仪中设置的输出 20mA 电流所对应的流量值（一般为“瞬时

流量量程值”），单位同【检定基本信息界面-被检表工作状态-流量

单位】，系统默认值为“200”。
【积算仪输出量程下限】输入框必须输入。该输入值为被检流

量积算仪中设置的输出 4mA电流所对应的流量值，单位同【检定

基本信息界面-被检表工作状态-流量单位】，系统默认值为“0”。
应确保【积算仪输出量程上限】和【积算仪输出量程下限】输

入框中的输入值与被检流量积算仪中相应设置项的值一致。

该界面底部为操作区（如上图所示），第一行由左至右为重置

信号源按钮、“信号源状态”、上一条按钮、下一条按钮、发送信号

按钮、停止信号按钮、计算按钮；第二行由左至右为上一检定项目

按钮、下一检定项目/生成检定记录按钮、退出检定按钮。

A.点击重置信号源按钮，将重置信号源为初始状态（当控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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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源出现异常时，可点击该按钮，进行信号源重置）。

B.“信号源状态”用于显示信号源当前的工作状态。

C.单击上一条按钮，返回上一个检测点（如开启与被检仪表的

通讯可自动采集被检表的瞬时流量与输出电流测量值分别填入“积

算仪显示值-瞬时流量” “积算仪显示值-输出电流”）。

D．单击下一条按钮，转到下一个检测点（如开启与被检仪表

的通讯可自动采集被检表的瞬时流量与输出电流测量值分别填入

“积算仪显示值-瞬时流量” “积算仪显示值-输出电流”）。

F．点击发送信号按钮，控制信号源输出检定所需的信号。

G.点击停止信号按钮，控制信号源停止输出信号。

H. 点击计算按钮，系统将根据各检定点预设的输出信号值依

据相关标准计算瞬时流量标准值，依据设置的“积算仪输出量程上、

下限”（应与被检定积算仪中设置的“输出量程上、下限”相一致）

与瞬时流量标准值计算输出电流标准值，并计算积算仪实际输出电

流值对标准电流值的引入误差。

I．点击上一检定项目按钮，将重新返回前一个检定项目界面

（如有），可重新进行检测。

J．点击下一检定项目/生成检定记录按钮，如当前检定项目不

是最后一个检定项目，将结束当前项目的检测，进入下一个检定项

目的界面；如当前检定项目为最后一个，则该按钮变为生成检定记

录，点击该按钮，完成检定并依据检定过程中给出中输入的信息与

数据生成检定记录。

K．点击的退出检定按钮，将返回【检定基本信息】界面。

在未开启与被检表通讯的情况下，需要人工输入积算仪显示值，

其中输出电流必须输入，瞬时流量显示值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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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仪表检定-小信号切除

如本检定项目是所选的第一个检定项目时，在检定基本信息界

面中，单击界面右下方的开始检定按钮，直接进行“小信号切除”

检定（如在【检定项目】中已选择“小信号切除”）。

如本检定项目不是所选的第一个检定项目时，在上一个项目的

检定界面中，单击右下方的下一检定项目按钮，进入【仪表检定-

小信号切除】界面（如在【检定项目】中已选择“小信号切除”）。

检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该界面底部为操作区（如上图所示），第一行由左至右为重置

信号源按钮、“信号源状态”、上一条按钮、下一条按钮、发送信号

按钮、停止信号按钮、计算按钮；第二行由左至右为上一检定项目

按钮、下一检定项目/完成检定按钮、退出检定按钮。

A.点击重置信号源按钮，将重置信号源为初始状态（当控制信

号源出现异常时，可点击该按钮，进行信号源重置）。

B.“信号源状态”用于显示信号源当前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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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点击上一条按钮，返回上一个检测点，并采集信号源输出的

标准流量信号值。当在 1位置时，将采集的标准流量信号值减去步

进的增量作为“切除点流量信号值”，根据切除点流量信号值与补

偿温度压力计算切除点对应的理论流量值后，分别将“切除点对应

的理论流量值”与“切除点流量信号值”填入“积算仪实际信号切

除值-切除瞬时流量”“积算仪实际信号切除值-切除点”；当在 2位

置时，将采集的标准流量信号值作为“切除点流量信号值”，根据

切除点流量信号值与补偿温度压力计算切除点对应的理论流量值

后，分别将“切除点对应的理论流量值”与“切除点流量信号值”

填入“积算仪实际信号切除值-切除瞬时流量”“积算仪实际信号切

除值-切除点”。

D．点击下一条按钮，转到下一个检测点，并采集信号源输出

的标准流量信号值。当在 1位置时，将采集的标准流量信号值减去

步进的增量作为“切除点流量信号值”，根据切除点流量信号值与

补偿温度压力计算切除点对应的理论流量值后，分别将“切除点对

应的理论流量值”与“切除点流量信号值”填入“积算仪实际信号

切除值-切除瞬时流量”“积算仪实际信号切除值-切除点”；当在 2

位置时，将采集的标准流量信号值作为“切除点流量信号值”，根据

切除点流量信号值与补偿温度压力计算切除点对应的理论流量值

后，分别将“切除点对应的理论流量值”与“切除点流量信号值”

填入“积算仪实际信号切除值-切除瞬时流量”“积算仪实际信号切

除值-切除点”。

F．点击发送信号+/发送信号-按钮，控制信号源输出检定所需

的信号（对于模拟信号，第一次点击输出“设定切除值+/-0.01mA”

的信号，从第二次起，每点击一次在前一次信号的基础上+/-0.01mA；

对于脉冲信号，第一次点击输出 “设定切除频率+/-0.1Hz”的信

号，从第二次起，每点击一次在前一次信号的基础上+/-0.1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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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点击停止信号按钮，控制信号源停止输出信号。

H．点击上一检定项目按钮，将重新返回前一个检定项目界面

（如有），可重新进行检测。

J．点击生成检定计录按钮，完成检定并依据检定过程中给出

中输入的信息与数据生成检定记录。

K．点击的退出检定按钮，将返回【检定基本信息】界面。

需要人工输入“设定流量信号切除值”、“积算仪实际切除值-

瞬时流量”、“积算仪实际切除值-切除点”，其中“设定流量信号

切除值”与“积算仪实际切除值-切除点”必须输入，“积算仪实际

切除值-瞬时流量”可选。

5.9检定记录的处理

当最后一个检定项目完成后，点击界面右下方的生成检定计录按钮，

进入【检定记录生成】界面，如下图所示。

A．查看首页按钮，点击后显示第一页检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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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查看前一页按钮，点击后显示上一页检定记录。

C．查看后一页按钮，点击后显示下一页检定记录。

D．查看末页按钮，点击后显示最后一页检定记录。

E．打印按钮，点击后打印检定记录

F. 保存按钮，点击后显示可供选择的检定记录保存类型的列

表（如下图所示），有“Excel”、“PDF”、“Word”三个选

项。点击某一选项，检定记录将以选定的类型，按照用户

指定目录路径保存检定记录。

G．上一检定项目按钮，点击后返回前一个检定项目界面，可

重新进行检测。

H.保存检定记录按钮，点击后检定记录保存到系统的数据库

中。

I.退出检定 按钮，点击后返回【检定基本信息】界面。

5.10退出检定系统

在【检定基本信息】界面点击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返回【系

统功能选择】界面；在【系统功能选择】界面点击右上角的关闭按

钮 ，退出检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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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使用举例

6.1检定标准孔板用流量积算仪

下面举例介绍，对一台用于标准孔板测量蒸汽，带温度、

压力补偿的流量积算仪进行瞬时流量检定的操作方法。

已知条件：

角接取压标准孔板（使用 2年），管道内径：80mm，开孔径：

40mm
管道材质：20#钢，孔板材质：1Cr18Ni9Ti，设计温度：300℃，

设计压力（表压）：1MPa，差压量程：40KPa，压力量程：1MPa，
温度量程：0~300℃，温度测量方式为“温度变送器”。

操作方法

1.将 RS232-A 控制的信号源输出接被检积算仪的温度信号输入

通道；RS232-B控制的信号源输出接被检定积算仪的 4-20mA压

力信号输入通道；RS232-C控制的信号源输出接被检定积算仪的

差压信号输入通道。

2.将信号源与信号源上电。

3.将加密锁插在计算机的 USB 接口上后，启动流量积算仪检定

系统，进入基本信息界面。

4.在【检定项目】中选择“基本误差-瞬时流量”，在【检定仪表

基本信息】输入区中输入相关内容，如下图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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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被检仪表工作状态”输入区中输入以下内容。

6. 单击【开始检定】按钮，进入瞬时流量检定界面，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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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点击发送信号按钮，将蓝色指示条所在位置检定点预设的

温度、压力、差压信号值输入被检流量积算仪，将被检流量积算

仪显示的瞬时流量值输入蓝色指示条所在行的【积算仪显示-流
量 qi】输入框。

B.点击停止信号按钮，将信号源归零。

C.点击上一条、下一条按钮，移动蓝色指示条。

D.点击计算按钮，系统将根据各检定点预设的输出信号值依

据相关标准计算密度、瞬时流量标准值，并计算积算仪显示的瞬

时流量值对标准瞬时流量值的相对误差。

E.点击生成检定计录按钮，完成检定并依据检定过程中给出

中输入的信息、数据生成检定记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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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检定涡街流量计用流量积算仪

下面举例介绍，对一台用于涡街流量计测量氮气，带温度、

压力补偿的流量积算仪进行瞬时流量检定的操作方法。

已知条件：

DN100mm口径涡街流量计测量氮气流量，管道材质：20#钢，

设计温度：300℃，设计压力（表压）：1MPa，压力变送器量

程：0.6MPa，温度变送器量程：0~50℃，流量计量单位：Nm^3/h
（0℃，1标准大气压），温度测量方式为“温度变送器”。

操作方法

1.将 RS232-A 控制的信号源输出接被检积算仪的温度信号输入

通道；RS232-B控制的信号源输出接被检定积算仪的 4-20mA压

力信号输入通道；RS232-C控制的信号源输出接被检定积算仪的

脉冲信号输入通道。

2.将信号源与信号源上电。

3. 将加密锁插在计算机的 USB接口上后，启动流量积算仪检定

系统，进入【检定基本信息】界面。

4.在【检定项目】中选择“基本误差-瞬时流量”，在【检定仪表

基本信息】输入区中输入相关内容，如下图的示例。

5.在“被检仪表工作状态”输入区中输入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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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流量计类型】选择框右侧的标定数据的按钮，软件将

弹出标定数据表格，如下图：

标定数据的确定有两个办法，其一最好是根据实际标定的一

次仪表的数据，其二，若无标定数据可自己设计标定数据。我们

按照附录 2 B中提供的数据设置自己设计的标定数据，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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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单击【开始检定】按钮，进入瞬时流量检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A.点击发送信号按钮，将蓝色指示条所在位置检定点预设的

温度、压力、差压信号值输入被检流量积算仪，将被检流量积算

仪显示的瞬时流量值输入蓝色指示条所在行的【积算仪显示-流
量 qi】输入框。

B.点击停止信号按钮，将信号源归零。

C.点击上一条或下一条按钮，移动蓝色指示条。

D.点击计算按钮，系统将根据各检定点预设的输出信号值依

据相关标准计算密度、瞬时流量标准值，并计算积算仪显示的瞬

时流量值对标准瞬时流量值的相对误差。

E.点击生成检定计录按钮，完成检定并依据检定过程中给出

中输入的信息、数据生成检定记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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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计算方式选实流标定时的标定数据参考表

标定数据的确定有两个办法，其一最好是根据实际标定的一

次仪表的数据，其二，若无标定数据可自己设计标定数据。以下

就是我们为您提供的自己设计的标定数据，您在使用软件时可以

按照这些数据进行设置。

A、 节流式流量计和其它差压式流量计

(管径 DN100，开孔径 52mm)
仪表类型 角接取压标准孔板 标定用流体 水

流体温度℃ 20 压力（绝）MPa 0.5 流量
单位

工况体积流量
m³/h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ΔP（Pa） 40000 25000 16000 8000 1000 0 0 0 0

流量 43.01 34.03 24.24 19.29 6.87 0 0 0 0

(管径 DN100，开孔径 50mm)
仪表类型 角接取压标准孔板 标定用流体 空气

流体温度℃ 25 压力（绝）MPa 0.2 流量
单位

m³/h (20℃，
0.101325MPa)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ΔP（Pa） 16000 12000 8000 2500 1000 0 0 0 0

流量 977 851 700.1 395.4 251.2 0 0 0 0

注意：

⑴ 检查、判断积算仪表是否具有修正功能

⑵ 上述数据是在节流件、管径、开孔径确定条件下得到，其实，

上述数据是可以任意设定的，只要被校积算仪与校验仪设置

一致即可，之所以给出上述数据是因为它比较符合实际，雷

诺数在 20000~250000之间，正是流出系数变化最大的范围，

而且校验时当流体、温度、压力变化时，用节流装置软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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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输出数据是否正确。

⑶ 校验时，温度、压力、差压可任选，但必须保证积算仪与校

验仪界面上一致，最好雷诺数在标定数据雷诺数范围内。

⑷ 非标准节流件也可按上述数据设置

⑸ 其它差压式流量计也可按上述数据设置

B、脉冲输出型仪表

管径 DN=100mm，水标定

仪表类型 脉冲输出型仪表 标定用流体 水

流体温度℃ 20 压力（绝）MPa 0.5 流量
单位

工况体积流量
m³/h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流量 43.01 34.03 24.24 19.29 6.87 0 0 0 0
仪表
常数

1185 1188 1190 1195 1205 0 0 0 0

管径 DN=100mm，空气标定

仪表类型 脉冲输出型仪表 标定用流体 空气

流体温度℃ 20 压力（绝）MPa 0.2 流量
单位

工况体积流量 m³
/h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流量 1130 848 565 282 113 0 0 0 0
仪表
常数

1185 1188 1190 1195 1205 0 0 0 0

注意：

1、只要涡街（或涡轮）进行了标定，积算仪又有补偿措施，可

放宽对涡街（或涡轮）线性度的要求，只要重现性好，可提高涡

街（或涡轮）的计量准确度。

2、大部分积算仪表无仪表 i常数补偿，只有固定仪表常数设置，

把上述数据修改为仪表常数为常数（根据不同口径，取常用仪表

常数值），而流量在该管径的流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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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本软件使用的主要符号及单位说明

参数名称 单位 单位符号

质量流量 公斤/小时 kg/h

工况体积流量 立方米/小时 m3/h

标况体积流量（0℃） 立方米/小时 m3/h(0℃，0.101325MPa)

标况体积流量（20℃） 立方米/小时 m3/h(20℃，0.101325MPa)

结算体积流量（XX℃） 立方米/小时 m3/h(xx℃,0.101325MPa)

压力 兆帕 MPa

差压 帕斯卡 Pa

温度 摄氏度 ℃

管道內径 毫米 mm

流体密度 公斤/立方米 kg/m3

流体粘度 毫帕.秒 mPa.s

体积发热量 兆焦/立方米 MJ/m3

质量发热量 兆焦/公斤 MJ/kg

焓值 兆焦/公斤 MJ/kg

能量流量 兆焦/小时 MJ/h

线胀系数 ×10-6mm/mm℃

绝对粗糙度 毫米 mm

相对湿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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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本软件适用范围

节流件型式 管道内径 D mm 直径比β 雷诺数 ReD

角接取压孔板

50≤D≤1000

d≥12.5
0.1≤β≤0.75

0.1≤β≤0.5

ReD≥4000

β>0.5

ReD≥16000β2

D和 D/2 取压孔板

法兰取压孔板

0.1≤β≤0.5

ReD≥4000

β>0.5

ReD≥170β2D

ISA1932喷嘴 50≤D≤500 0.3≤β≤0.8

0.3≤β<0.44

7×104≤ReD≤107

0.44≤β≤0.8

2×104≤ReD≤107

长径喷嘴 50≤D≤630 0.2≤β≤0.8 104≤ReD≤107

文丘里喷嘴
65≤D≤500

d≥50
0.316≤β≤0.775 1.5×105≤ReD≤2×106

粗铸收缩段经典文丘

里管
100≤D≤800 0.3≤β≤0.75 2×105≤ReD≤2×106

机械加工收缩段经典

文丘里
D≥50 0.4≤β≤0.75 2×105≤ReD≤1×106

粗焊铁板收缩段经典

文丘里
200≤D≤1200 0.4≤β≤0.7 2×105≤ReD≤2×106

1/4 圆孔板
25≤D≤500

d≥15
0.245≤β≤0.6 250<ReD≤105β

偏心孔板
100≤D≤1000

d≥50
0.46≤β≤0.84

2×105β 2≤ReD≤106

β

圆缺孔板 150≤D≤350 0.35≤β≤0.75 104≤ReD≤106

小口径孔板 25≤D≤50 0.23≤β≤0.7

0.23≤β≤0.5

ReD≥40000β2

0.5≤β≤0.7

ReD≥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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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有关湿度的说明

1、湿度的概念：

湿度是度量气体中所含水蒸汽多少的一个物理量，湿度有绝

对湿度与相对湿度之分，绝对湿度是指在标准状态下每米³干气

体中所水蒸汽的质量（kg），而现在广范应用的是相对湿度，在

一定温度下，气体所含水蒸汽的量有一个最大值，超过这最大值，

超出的部分就凝结成水。这最大值通常用最大可能蒸汽压力

maxsP 或最大可能蒸汽密度 maxs 表示，而实际气体中水蒸汽压力

或密度 ssP , 则用相对湿度 （％）表示，我门把含有水蒸气的

气体称为湿气体。

 /
maxmax


s

s

s

s

P
P






2、湿度的换算

气体中所含水蒸汽压力 sP 或水蒸汽密度 s ，当气体温度、

压力变化时，其相对湿度是变化的，其换算公式如下

max221

max112
1

max221

max112
12

s

s

s

s

PTP
PTP

TP
TP





 

当换算结果湿度大于 100％，取 100％，多余部分形成液体，

由疏水器排出管外。

3、最大可能蒸汽压力 maxsP 或最大可能蒸汽密度 maxs 的确定

当工作压力 P 大于或等于最大可能蒸汽压力 maxsP 时，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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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蒸汽压力就是工作温度下饱和水蒸汽的压力，最大可能蒸汽

密度 maxs 就是工作温度下饱和水蒸汽的密度。

当工作压力 P 小于最大可能蒸汽压力 maxsP 时，最大可能蒸

汽压力 maxsP 就是工作压力，最大可能蒸汽密度 maxs 就是工作压

力及工作温度下过热水蒸汽的密度。

因而，在工作温度低于 100℃，而工作压力（绝）在 1个大

气压以上时，其最大可能蒸汽压力 maxsP 就是工作温度下饱和水

蒸汽的压力，最大可能蒸汽密度 maxs 是工作温度下饱和水蒸汽

的密度。通常煤气管道中都是这种情况。

4、湿气体中流量计算

4.1密度计算：在用差压式流量计计量流量时，必须知道湿气体

的密度，其计算式为

max1111 sg  

式中： 1 ：湿气体工况密度

g1 ：湿气体中干气体部份工况密度

max11 s ：湿气体中水蒸气工况密度

4.2湿气体中干部份流量计算

在煤气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工艺的需要，使煤气中含有一些

水蒸气，在 GB/T18215-2000《城镇人工煤气主管道流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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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给出了计算湿气体中干部份流量的公式

11

max111
1 101325.0 Z

Z
T
TPPqq nns

vvn




式中；角标“1”表工参数

角标“n”表标况参数

1vq ：工况湿气体流量

vnq ：标况湿气体中干部分流量

5、如何使用检定软件中有关湿度的内容

5.1界面输入的物性值（  ,,,, 11200 ）均为干气体参数

5.2输出流量均为湿气体中干部分流量

5.3“相对湿度状态”设置有两种选择：”工况”及”已知状态”。当选”
已知状态”时，还要输入湿度测量处的温度、压力，此种情况用

于在同一管道中湿度测量点与流量测量点相距较远，或中间安装

有其它阻流件，温度、压力变化的场合，软件自动将其转换为流

量测量点处工况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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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注册卡
流量积算仪检定系统软件

产品序号____________ 出厂日期____________
● 请在购买后认真填写回执并按以下地址寄回本公司做为
注册用户，即可以享受如下服务。
1.售后技术支持与服务

2.优选得到新产品信息

3.进行版本升级

单位：北京博思达新世纪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软件售服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龙翔路 30号 801室
邮编：100191电话：(010)82026770
传真：(010)82026775
开户行：光大银行花园路支行

账号：083510120100304015164



注册回执

产品名称：流量积算仪检定系统软件

产品序号：____________________生产日期：_______________

购买日期：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购 买 地 点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户档案：

单 位 名 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 位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 编

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 _________ 所 属 部 门 _____________ 职 称

_____________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博思达新世纪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龙翔路 30号 邮编：100191

电话：(010)82026340 82026341 传真：(010)82026341-604

网址：www.polestar.com.cn Email:sales@polestar.com.cn

http://www.polestar.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