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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位计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液位计的定型鉴定、样机试验、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液位计包括的类型有浮子式、浮球式、浮筒式、压力式、电容式、电导式和反射式

等。用其他原理制造的液位计、物位计也可参照本规程进行检定。

2 弓!用文献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献:

JJF 1001-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15-2002 《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和型式批准通用规范》

JJF 1016-2002 《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

JJG 617-1996 《数字温度指示调节仪检定规程》

JJG 882-1994 《压力变送器检定规程》

GB/T 17626.2-1998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1998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1998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8-1998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11-1999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JB/T 9329-1999 《仪器仪表运输、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

使用本规程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术语和定义

3.1 设定点误差 、et point error

    输出变量按规定的要求输出时，测得的实际液位与液位设定值之差。

3.2 切换值 switching value
    位式控制仪表上行程 (或下行程)中，输出从一种状态变换到另一种状态时所测得

的输入 (液位)值。

3.3 切换差 differential gap

    同一设定点上、下行程切换值之差。

概述

    液位计是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中用以指示和控制液位的仪表。

    液位计按功能可分为基地式 (现场指示)和远传式 (远传显示、控制)两大类。远

传式液位计，通常将现场的液位状况转换成电信号传递到需要监控的场所，或用液位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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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器配以显示仪表达到远传显示的目的;液位的控制通常用位式控制方式来实现。

    液位计通常由传感器、转换器和指示器三部分组成。具有控制作用的液位计，还有

设定机构。

    液位计的工作原理按检测方式不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a)浮力液位测量原理。在液位测量范围内通过检测施加在恒定截面垂直位移元件

上的浮力来测量液位 (如浮筒式、浮球式);

    b)浮子液位测量原理。通过检测浮子的位置来测量液位，浮子的位置可以用机械、

磁性、光学、超声、辐射等方法检测 (如磁翻柱浮球式);

    c)浮标和缆索式液位测量原理。根据浮标的位置直接测量液位，浮标的位置由缆

索和滑轮或齿轮凸轮组以机械的方式传送到指示仪和 (或)变送器 (如浮子式);

    d)压力液位测量原理。通过检测液面上、下两点之间的压力差来测量液体的液位

(如压力式);

    e)超声波、微波液位测量原理。通过检测一束超声声能、微波能发射到液面并反

射回来所需的时间来确定液体的液位 (如反射式);

    f)伽马射线液位测量原理。利用液体处在射线源和检测器之间时吸收伽马射线的

原理测量液体的液位 (如辐射式);

    9)电容液位测量原理。通过检测液体两侧两个电极间的电容来测量液体的液位

(如电容式);

    h)电导液位测量原理。通过检测被液体隔离的两个电极间的电阻来测量导电液体

的液位 (如电导式)。

5 计量性能要求

5.1 示值误差

    液位计示值的最大允许误差有两种表示方式:

    a)示值的最大允许误差为 士〔a % FS十b)

    其中:a可以是0.02, (0.03), 0.05, 0.1, 0.2, 0.5, 1.0, 1.5, 2.0, 2.5;

            FS为液位计的量程，cn:或mm;

          v为数字指示液位计的分辨力，cm或mm。模拟指示液位计rb=0;

    b)示值的最大允许误差为士N

    其中:N为直接用长度单位表示的最大允许误差，cm或mm.

5.2 回差

    液位计的回差应不超过示值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其中，反射式和压力式液位计

的回差应不超过示值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二分之一。

5.3 稳定性

    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连续工作 24 h，示值误差仍符合5.1的要求。

5.4 液位信号输出误差

    具有变送器功能的液位计，输出误差应不超过输出量程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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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可以是0.2, 0.5, 1.0, 1.5, 2.0, 2.50

  设定点误差

具有位式控制的液位计，其设定点误差限为土“''% FS(或士N’)。

其中:a’可以是0.1, 0.2, 0.5, 1.0, 1.5, 2.0, 2.5;

      N’为直接用长度单位表示的设定点误差限，cm或mm a

  切换差

具有位式控制的液位计，切换差应不超过设定点误差限绝对值的2倍。

通用技术要求

6.1 外观
    a)液位计正面应标明制造厂名称或商标、产品名称及计量单位符号;液位计铭牌

上应注明型号规格、最大允许误差、测量范围、(额定工作压力)、出厂编号、制造年月

和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及编号，新产品应有型式批准标志和编号。铭牌信息应不易

丢失;

    b)液位计接线端子铭牌上的文字、数字与符号应正确、鲜明、清晰，不应残缺;

    c)用数码指示的液位计，显示的亮度应均匀，不应出现笔划残缺现象。显示的分

辨力应不大于最大允许误差的1/50

6.2 主电源变化影响

    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交流供电在187 V-242 V, 47.5 H:一52.5 Hz变化;直

流供电在额定电压士10%变化。液位计的示值变化应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二分

之一。

6.3 环境温度影响

    不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在环境温度巧℃一35℃，相对湿度45%一75%条件

下，示值误差仍符合5.1的要求。

    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在环境温度 (一25-60)℃变化时，平均每变化10℃液位

的显示值变化应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6.4 共模干扰影响

    具有交流电源供电的液位计，输人端对地绝缘时，在输人端与地之间施加250 V,

50 H:的共模干扰电压 ，液位计的示值变化应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二分之一。

6.5 工频磁场抗扰度性能‘

    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在GB/T17626.8-1998中规定的严酷度等级为5级的环

境下，仍能正常工作、计量性能仍应符合5.1的要求。

6.6 静电放电抗扰度性能‘
    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在GB/T17626.2-1998中规定的严酷度等级为3级的环

境下，允许功能或性能有暂时降低或丧失，但能自行恢复。

6.7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性能‘

    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在GB/T17626.3-1998中规定的严酷度等级为2级的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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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允许功能或性能有暂时降低或丧失，但能自行恢复。

6.8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性能

    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在GB/T17626.4-1998中规定的严酷度等级为3级的环

境下，允许功能或性能有暂时降低或丧失，但能自行恢复。

6.9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抗扰度性能’

    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在GB/T17626.11-1999中规定的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的

J清况下，允许功能或性能有暂时降低或丧失，但能自行恢复。

    注:带、的项目为电磁兼容性方面的要求，制造厂可根据仪表限定的工作环境或用户的要求对

          项 目和严酷等级作适 当调整。

6.10 耐压及密封性

    直接承受介质压力的液位计应进行耐压及密封性试验。额定工作压力小于10 MPa

的液位计，其工作壳体、浮子、浮球应能承受 1.5倍额定工作压力;大于和等于

10 MPa的液位计，其工作壳体、浮子、浮球应能承受1.25倍额定工作压力。均不应出

现泄漏和损坏。

6n 绝缘电阻

    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在环境温度为15 C -35 C，相对湿度为45%-75%的条

件下，液位计的电源、接地端子 (或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低于20 MQ}

6.12 绝缘强度

    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在环境温度为15 C --35 0C，相对湿度为45%-75%的条

件下，液位计的电源、接地端子 (或外壳)之间施加表 1所规定的试验电压，保持

1 min应不出现击穿或飞弧现象

液位计端子公称电压/V 试验 电压/V

0< U < 60 500

60落 U< 130 ’

                        一
                            1 000

一

130 , U<250 1 500

6.13 运输贮存适应性

    液位计应能经受JB/T 9329-1999中高温、低温、湿热、碰撞及跌落的试验，其中

高温55℃，低温一40℃，跌落高度 100 mm-250 mm.

可不进行高温55℃的试验。)试验后，不应有破损现象，

5.1, 5.4, 5.5和6.11的要求。
    4

<经6.3环境温度影响试验的

计量性能和绝缘电阻仍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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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防爆性能

    具有防爆性能的液位计必须符合相应防爆等级的要求。

7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7.1 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

    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应按JJF 1015-2002《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和型式批准通用规

范》和JJF 1016-2002《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要求进行，其试验项目及方

法见附录A。有些液位计依据其制造原理的特殊性还需增加某些性能要求，则可根据相

关标准增加试验项目。

7.2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7.2.1 检定条件

7·2，士.I 检定设备
    检定时所需的标准器及配套设备，视被检液位计的类型可从表2中选择组合成套。

选用的标准器，包括整个检定设备在内的扩展不确定度U95应不超过被检液位计最大允
许误差绝对值的1/4一1/5.

表 2

序 号 一 仪器设备 名称 技 术 要 求 用 途

液位计水箱检定装置

液位高H=(0一2 000)mmo M}J

量用钢直尺的最大允许误差应不

超过士0.35 mm

检定示值误差

标 准压 力发生器

钢卷尺及反射平板 0.05(0-10)m-(0-20)mT-IT II}A:1(0.3+长j7rt}1}ti1}i}11$#}3}11}4111J
4 !标准直流电流发生器

(0一30) mA

0.02级，0.05级
检定液位计显示仪表用

直 流电流表
(0一30) mA

0.02级，0.05级
测量液位 计输出信号用

标准 电容器
(0一1 000) pF

0.2级
检定电容式液位计时模拟液位用

绝缘 电阻表 输出电压:直流500 V;10级 检定绝缘 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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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技 术 要 求 用 途

8 耐电压测试仪

输出电压:交流 (0一1500) v

频 率:(45一55)Hz

输出功率:不低于0.25kw

检定绝缘强度

9 耐压力试验装置 压力表:1.5级 耐压及密封性试验用

7.2.1.2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20℃士5℃;

    相对湿度:45%一75%。

7.2.1.3 其他条件

    供电电源: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电压变化不超过额定值的士1%;频率变化不

超过额定值的士1%。

7.2.2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的检定项目见表3。

表 3

检 定 项 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 用中检验

6.1 外 观 + + +

610 耐压及密封性 十

6.11 绝缘电阻 + +

6.12 绝缘强度 + �一 ，关

5.1 示值误差 + + +

5.2 回差 + +

5.3 稳定性 + 一 ， 赞

5.4 液位信号输出误差 + + +

5.5 设定点误差 + + +

5.6 切换差 + +

注:表中“+”表示应检定，“一”表示可不检定，“，”表示修理后或认为必要时应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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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液位计需在现场检定，而现场的环境条件和动力条件不符合上述要求时，则必须经不确定

        度评定来确定。只有在新的条件下，标准器及配套设备的扩展不确定度u95仍不超过被检

        液位计允许误差绝对值的1/4-1/5，方可进行现场检定。

7.2.3 检定方法

7.2.3.1 外观检查

    用目力观测和通电检查，应符合6.1的要求。

7.2.3.2 耐压及密封性检查

    将液位计的承压部分安装在耐压力试验装置上，施加 6.10中规定的压力历时

5 min。观察是否有泄漏和损坏。

7.2.3.3 示值误差的检定

    — 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应通电预热。除非制造厂另有规定，时间预热一般为

15 mina

    — 选择检定点。检定点的选择应按量程基本均布，一般应包括上限、下限在内不

少于5个点。

    — 误差计算过程中数据处理原则。小数点后保留的位数应以舍人误差小于液位计

最大允许误差的1/10-1/20为限 (相当于比最大允许误差多取一位小数);数字指示液

位计的最大允许误差和检定后的误差计算结果，其末位应与液位计的显示末位对齐。判

断仪表是否合格应以舍人以后的数据为准。

    a)用液位计水箱检定装置的检定方法

    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和首次检定及仲裁检定时必须用此方法进行。

    首先，将液位计安装在检定用水箱上 (如图 1所示)。安装时，要求液位计与水平

面垂直，偏差不大于10。选择检定点时，量程大于2 m的液位计，按2 m的量程选择，

团 困       Iffl}Xlicit      7}fiit
              . 犷-----一 t

水箱液位

指示 器

检定用水箱 }

一 一 J

浮浮

筒球

式式

  液

  位

  计

蓄水池

图 1 检定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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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2 m的按实际量程选择。(量程大于2 m的液位计，还需用模拟液位的检定方法进

行全量程的检定。)

    然后，调整零点。在检定用水箱水位处于零位时，按说明书的要求调整液位计的零

位，或调整液位计的某特定点使其与水箱的液位保持一致。

    检定时，通常用对准被检看标准方法:调节检定用水箱的水位，从零位开始逐渐升

高水位到液位计指示的各检定点，直至上限;然后，逐渐降低水位到液位计指示的各检

定点，直至下限。期间，分别读取上下行程中各检定点水箱的水位示值。(磁翻转液位

计对准被检的判据是使检定点处翻转球的红白界线居中)。

    对于数字指示的液位计，示值误差的检定可以用对准标准看被检的方法:调节检定

用水箱的水位，从零位开始逐渐将水箱的水位升高到各检定点的高度，直至上限;然

后，逐渐降低水箱的水位到各检定点的高度，直至下限。期间，分别读取上下行程中各

检定点液位计的示值。

    一般只进行上述一个循环的检定。如果对一检定结果产生疑义或在仲裁检定时，至少

进行三个循环的测量。取整个测量过程中示值误差最大值作为该液位计的示值误差。

    各检定点的示值误差按公式 (1),   (2)计算:

(1)

(2)

山 =Hd一H� I

42二H,,一Hw2

式中:41,  /12— 分别为液位计上、下行程的示值误差，cm或mm;

    H,,i, H,2 — 分别为液位计上、下行程示值对应的水箱实际水位值，cm或mm;

          Hd— 液位计示值，cm或mm.

    液位计的数学模型中如与介质的密度有关，则被测介质不为水的液位计用上述水箱

检定时必须对测量结果进行修正，或在检定前的准备工作中加以调整。

    浮筒式液位计定型鉴定时，还必须进行改变密度 (比重)后的示值误差检定。

    如:磁翻柱 (球)浮球式液位计，经修正后的示值误差按公式 (3)计算:

:一H。一H_、he}，一p )l (3)

式中:p-, P— 分别为水箱中水的密度和液位计标注的介质密度;
        H,,— 水箱的实际水位值;

        he— 液位计浮子的底部到藕合磁坏处的等效高度。

    b)用模拟液位的检定方法

    — 浮子式及浮球式液位计:可以用手动的办法移动浮子 (浮球)，用钢卷尺测量

浮子 (浮球)的位移量作为实际液位，同时记录液位计的示值进行检定。

    — 压力式液位计:因压力式液位计的数学模型为:H一△h Ipg。在介质密度p和

重力加速度9确定的情况下，液位的高度与同一深度的压差△P成正比。因此，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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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压力发生器产生的压力模拟实际液位，同时记录液位计的示值进行检定;如果液位

变送器和液位显示仪表可独立的，也可单独检定:变送器部分可以参照JJG 882-1994

进行，显示仪表部分可以参照JJG 617-1996进行。

    — 反射式液位计:将液位计的传感器对准垂直放置的反射平板。距离大于量程的

某点作为零点，逐渐靠近和离开以模拟液位的升高和降低进行检定。

    — 电容式液位计:可以用标准电容器模拟实际液位，同时记录液位计的示值进行

检定;如果变送器和液位显示仪表可独立的，也可单独检定:液位变送器部分可以参照

JJG 882-1994进行，显示仪表部分可以参照JJG 617-1996进行。

7.2.3.4 回差的检定
    回差的检定与示值误差的检定同时进行。回差按式 (4)计算，结果应符合5.2的

要求。

                        AH={H,，一Hw2{ (4)

式中:Hwl, Hw2— 分别为上、下行程同一液位示值时的实际水位 (多次测量则取

                    AH的最大值)，cm或mm a

7.2.3.5 稳定性检定
    液位计连续工作24 h后，按7.2.3.3的方法进行示值误差的检定。

7.2.3.6 液位信号输出误差的检定
    可与示值误差的检定同时进行。在读取水箱水位高度 H,v和H,2的同时，读取变送

器输出的电流值 I:和12;并按公式 (5)计算输出误差，结果应符合5.4的要求。

fir,=I,( I,IT}l·HI,

(Im( H,�·Hw2

+10

(5)

。:=72- +1,

式中:Arl'  Arz— 分别为液位计上·下行程的输出误差，mA ;
        11,几— 分别为液位计上、下行程的输出电流值，mA;

          Im 液位计的变送输出量程，通常有10和16两种，mA ;

          H.- 液位计的量程 (即FS), cm或mm;

            I0— 液位计的变送输出起始值，mA o

7.2.3.7 设定点误差的检定

    设定点可调的液位计，检定应在液位计量程 10%, 50%, 90%附近的设定点上进

行。

    调节检定用水箱的水位，从零位开始逐渐升高水位，在接近设定点水位时应减缓速

率，直到液位计的输出状态改变时，读取水箱的水位H.,,i U 切换值);然后缓慢降低

水箱的水位，当输出状态再次改变时，读取水箱的水位 月、:(下切换值)。一般只进行
卜3一个循环的检宁。如果对检宁结果产牛疑义或在仲裁检定时，至少进行三个循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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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取整个测量过程中误差最大的作为该液位计的设定点误差。

    多位控制作用的液位计，应对每位的设定点按上述二位控制作用的检定方法分别进

行检定。

    位式控制作报警作用的液位计，上限报警点只要测得上切换值，下限报警点只要测

得下切换值。并不进行切换差的检定。

    设定点误差按公式 (6)计算，结果应符合5.5的要求。

                      。w二[(H_1+H-2) /2]一H,p                       (6)

式中:} sw— 位式控制的设定点误差，cm或mm;

H,,, , H.,w2— 分别为上下行程输出状态改变时读得的水箱水位值 (或三个循环的平均

              值)，cm或mm;

      Hsv— 设定点液位值，cm或mm.
    注:2 m以上设定点误差的检定与示值误差检定一样可以用模拟方法进行。

7.2.3.8 切换差的检定
    切换差的检定与设定点误差检定同时进行。并按公式 (7)计算切换差，结果应符

合5.6的要求。

                          4 sa=一H.,wi一H.,w2一 (7)

7.2.3.9 绝缘电阻的检定

    断开电源，将各电路本身端钮短路。用绝缘电阻表测量电源端子与接地端子 (外

壳)之间的绝缘电阻。测量时，应稳定5s后读数。

7.2.3.10 绝缘强度的检定

    断开电源，将各电路本身端钮短路。在耐电压试验仪上测量电源端子与接地端子

(外壳)之间的绝缘强度。测量时，试验电压应从零开始增加，在 (5一10) s内平滑均

匀地升至试验电压规定值 (误差不大于10%)，保持 1 min后，平滑地降低电压至零，

切断试验电源。

    注:仪表在试验时，可使用具有报警电流设定的耐电压试验仪。设定值一般为10 mA。使用该

        仪器时，以是否报警作为判断绝缘强度合格与否的依据。

7.3 检定结果的处理

    按本规程要求检定合格的液位计，出具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液位计，出具检定

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

7.4 检定周期

    液位计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1年。也可根据使用环境条件、频繁程度和重要性来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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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项目及试验方法

A1 试验条件

Al. l 试验设备
    选用的标准器，包括整个试验设备的扩展不确定度U95应不超过被试仪表允许误差

绝对值的1/4一1/50

Al. 2 试验的环境条件和动力条件
Al.2.1 示值误差、设定点误差和稳定性的试验条件

    温 度:(20士5)̀C;

    相对湿度:45%一75%;

    电 源:(220士2.2) V, (50士0.5) Hz,

Al. 2.2 与影响量有关的试验条件

    温 度:(15一35) ̀C;

    相对湿度:镇850%;

    电 源:(187一242) V, (5012.5) Hzo

A1.3 准备工作
    试验前，将液位计按规定安装在带水箱的检定装置上。必要时，通电预热，按说明

书要求进行检定前的调整。

A2 外观检查

目力观察和通电检查。

耐压及密封性检查

    按本规程7.2.3.2的方法进行。

A4 与计量性能有关的试验

    与计量性能有关的试验项目包括示值误差、回差、液位输出误差、设定点误差和切

换差，其试验方法按本规程7.2.3.3, 7.2.3.4, 7.2.3.6一7.2.3.8的方法进行。在整

个测量范围上，做三次循环测量。

A5 稳定性试验

    按本规程7.2.3.5的方法进行。

A6 主电源变化影响试验

    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输人30% FS和90% FS附近的液位信号，交流供电的仪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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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下列5组供电情况下测量:O 220 V, 50 Hz,② 187 V, 47.5 Hz,③ 242 V,

47.5 Hz, . 187 V, 52.5 Hz,⑤ 242 V, 52.5 Hz。分别比较①组供电与其他各组供电

时示值的变化。直流供电的仪表在上、下限和额定电压供电情况下测量，比较偏离额定

电压后示值的变化。

A7 环境温度影响试验

    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电器部分试验应在温度试验箱中进行。试验的温度顺序如

下:

    20, 40, 60, 20，一20, 20℃。

    每一温度的允差为士2 ̀G。在每一温度上应保持足够的时间 (不少于2 h)。分别输

人30% FS和90% FS附近的液位信号，记录液位计的示值。并计算两相邻温度间温度

每变化10℃示值的变化量。

A8 共模干扰影响试验

    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在不加共模干扰电压的情况下，电器部分分别输人 30

FS和90 % FS附近的流量信号，记录仪表的流量示值。然后在仪表的每个输人端与地

之间依次施加与供电电源频率相同、有效值为250 V的正弦交流干扰信号，并改变干扰

信号的相位 (00-3600)，记录示值的变化。

A9 工频磁场抗扰度性能试验各

    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输人信号使液位指示在量程的90%附近处，然后按严酷

度等级为5级 (磁场强度为 100 A/m)的要求进行试验。

A10 静电放电抗扰度性能试验’

    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输入信号使液位指示在量程的90%附近处，然后按严酷

度等级为3级 (接触放电电压4 kV)的要求进行试验。

All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性能试验‘

    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输人信号使液位指示在量程的90%附近处，然后按严酷

度等级为2级 (频率80 MHz-1 GHz，电场强度3 V/m)的要求进行试验。

A12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性能试验‘

    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输人信号使液位指示在量程的90%附近处，然后按严酷

度等级为3级 (试验电压2 kV)的要求进行试验。

A13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抗扰度性能试验‘

具有电源供电的液位计，输入信号使液位指示在量程的90%附近处，然后按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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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降 (电压幅度下降60 ，持续500 ms，恢复10s以上)和短时中断 (电压幅度下降

100 ，持续 200 ms，恢复10s以上)的要求进行试验。

A14 绝缘电阻试验

按本规程 7.2.3.9的方法进行。

A巧 绝缘强度试验

按本规程7.2.3.10的方法进行。

A16 运输贮存适应性试验

按JB/T9329-1999的要求进行试验。试验后，按本规程 7.2.3.3, 7.2.3.4及

7.2.3.9的方法进行示值误差、回差和绝缘电阻的试验。

A17 防爆性能试验

应由国家指定的防爆检验机构按相应的国家标准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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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液位计检定记录格式

1.示值及回差检定记录

送检单位:

准确度等级:

额定工作压力:

标准器名称及编号:①

                    ②

水箱水温: ℃

型号:

制造厂:

测量范围:

出厂编号:

液位计工作介质 :

              No.

室温:

No.

  ℃ 相对湿度

液位计示值

/cm,  mm

实际液位值

/cm, mm

  回差

/cm, mm

示值误差

/cm, mm

上行 / / /

/

下行

七行

下行

上行

下行 一!
上行

下行
f

上行

{
下行

上行
/

下行 / / /

示值允许误差

回差允许误差

耐压及密封性
    14

实际最大误差

实际最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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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定点误差和切换差检定记录

液位计设定值

  /cm，mm

实际液位值

/Cm，mnl

切换差

/cm，mm

设定点误差

/cnl，mm

上切换 �一

下切换

上切换       一
下切换

上切换

下 切换

设定点允许误差

切换差允许误差

3.液位信号输出误差检定记录

实际最大误差

实际最大误差

实 际液位值

/cm，mnl

理论输 出值

  /m“ 一
一
一 /m“

输 出误差

  /n1A

上行
            一

        /

l

/ /

下行

上 行

下行

上 行

下行

上行

下 行

上行

下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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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位信号输出允许误差 实际最大误差

绝缘电阻 绝缘强度

结论

检定员 复核员 检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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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型号规格

    测量范围:

    介质密度:

检定环境

    温 度:

    相对湿度:

检定地点

检定结果

检 定 项 目 允 许 误 差

    结 论

(或实际最大误差)

示值误差

回差

液位信号输出误差

设定点误差

切换差

稳定性

外观

耐压及密封性

绝缘 电阻

绝缘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