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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量协会水表工作委员会行业内部标准 

《智能水表型式与功能技术规范》宣贯材料 

一． 背景 

1.标准编写背景 

近年来智能水表产品种类和技术发展非常迅猛，不仅仅是以往单纯的水流量

计量，更多在于智能抄读和双向测控，比如网络阀控水表、预付费远传水表等；

随着国家各种节水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比如最严格水管理和阶梯水价等等，都需

要更多功能和更高计量精度的智能水表产品来支撑；但是国内智能水表相关标准

却远不能满足当前以及未来发展需求，目前只有零星几个标准，比如 CJ/T 224

－2012 电子远传水表、CJ/T 133－2012  《IC卡冷水水表》、GB/T 26795－2011 

《数控定量水表》等标准。上述标准并未覆盖到所有产品，且还未形成体系，目

前国家标准 GB/T 778.1－2007 《封闭满管道中水表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

和热水水表 第 1部分：规范》（ISO 4064－1:2005,IDT）、GB/T 778.3－2007 《封

闭满管道中水表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3部分：试验方法和试

验设备》（ISO 4064－3:2005,IDT）主要面向的依然是传统机械水表，相关智能

水表描述比较简单。在实际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各个厂家生产的同一

功能智能水表产品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规定，在产品的型式与功能上产生较大的

差异，对用户选型使用、行业规范管理带来许多困难和不便。 

我国智能水表及相关领域的产品和技术由于缺乏技术标准体系支撑，标准覆

盖面狭窄，给产品设计、制造、试验、验收、使用、招投标、管理等工作带来诸

多不便和影响；行业内同类产品接口及协议不统一、不兼容，某些新产品、新技

术、新成果无标可依，试验方法与装置不配套，产品型式与功能不规范等现象时

有发生，给水表产业推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换代带来消极影响，其后果是严重

的。 

智能水表的产品技术、管理水平、发展态势等明显滞后于智能电能表产业已

几乎成为事实，与此同时，我国水表产业还面临着与国外智能水表技术差距逐步

拉大的风险，可谓形势紧迫。为此，我国必须尽快建立起自己的智能水表技术标

准体系来指导产业有序发展和技术进步，快速跟上国内外先进智能仪表产业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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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伐。 

综上所述，目前智能水表急需对现有智能水表产品以及今后将普及的智能水

表产品制定相关标准，因此《智能水表型式与功能技术规范》的制定就是为统一

和规范智能水表产品的型式与功能，方便用户对智能水表产品的选购和使用，为

智能水表的产品快速和稳步发展打好基础。 

2.与现有标准关系 

《智能水表型式与功能技术规范》标准依据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结

合当前实际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针对目前国内所有智能水表产品的型式和功能

做出技术划分，对智能水表的型式规范和功能技术进行归纳总结；确定了水表的

型式规范－外观、规格、显示等，以及智能水表应具备的功能－远传功能、预付

费功能、阀控功能、组合功能以及各种辅助功能（如：存储功能、显示功能等）；

分别参考 CJ/T 188 《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Q/GDW 354－2009 《智能电表功能规范》、阀控功能参考 GB/T 26795

－2011《数控定量水表》等标准和规范，关于计量性能、安装、封印、规格、使

用等均参考 GB/T 778－2007《封闭满管道中水表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

水水表》。 

随着智能水表产品的发展，越来越多需要更加友好人机交互等功能，比如本

标准制定过程中新增了传统水表没有的产品功能存储功能要求、显示功能要求、

按键功能要求，以及扩展了智能水表产品的远传阀控功能和预付费远传阀控功

能，丰富了智能水表产品的品类和功能。 

3.标准目前地位 

中国计量协会水表工作委员会的智能水表技术工作组，正在逐步构建智能水

表标准体系，标准体系包括一系列标准，将现有标准进行整合，增添未覆盖到的

标准。建立我国智能水表技术标准体系，对促进和规范我国水表产业现有的以及

拟将发展的产品和技术，推动生产制造企业与相关方的经济技术合作，增强企业

与用户间的沟通以及正确使用水表产品等方面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关系

到我国智能水表产业能否持续技术改进，及时调整产品结构，能否有序快速发展，

在不远将来赶超国外先进水平，而且还关系到国家有关水资源政策以及水表产业

发展规划等要求能否真正得到有效的贯彻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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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技术标准体系通常是由基础标准和主体标准（包含产品标准和产品实现

过程中的标准）两个层次构成的。基础标准为主体标准服务，它是指导主体标准

制定的基础，一般由标准化工作导则、通用技术语言标准、量和单位标准、数值

与数据标准、互换性与精度标准等构成；主体标准是产品实现过程中的标准，是

以产品质量形成过程为顺序的技术标准，通常由产品技术标准、设计技术标准、

设备/设施/装备技术标准、检验/验收/试验方法技术标准、测量/检验/试验设备

技术标准、包装/储运/标志技术标准、安装/交付技术标准、服务技术标准等组

成。 

《智能水表型式与功能技术规范》标准，是智能水表主体技术标准体系中重

要的一个标准，是产品技术标准体系中的主体标准，规定了智能水表产品的型式

与功能技术规范，确定整个智能水表产品的框架，为其他产品技术标准打下坚实

基础，推动智能水表产品的更好更快地发展。 

二． 标准介绍 

1.标准与架构 

《智能水表型式与功能技术规范》标准主要依据 GB/T 778.1－2007《封闭

满管道中水表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1部分：规范》（ISO 4064

－1:2005,IDT）、GB/T 778.3－2007《封闭满管道中水表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

表和热水水表 第 3部分：试验方法和试验设备》（ISO 4064－3:2005,IDT）、CJ/T 

224－2012《电子远传水表》、CJ/T 133－2012《IC 卡冷水水表》、GB/T 26795－

2011《数控定量水表》等标准，并结合智能水表产品的实际使用情况，对智能水

表产品的型式和功能等进行统一和规范。 

本标准在行业内规范和统一智能水表术语、定义、功能种类、环境条件、显

示、安装要求等功能与型式要求，规范智能水表设计与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提

升智能水表管理规范化、标准化水平，引导和规范智能水表健康有序发展。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水表的型式与功能；适用于智能水表的设计、制造、采购

和使用。标准内容架构如下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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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水表型式与

功能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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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规范性引用文

件

术语和定义

材料与结构

规格

安装尺寸

显示

水量计量功能

数据存储功能

安全与加密功

能

显示功能

按键操作

使用环境

外壳防护

电源

封印

远传功能参考文献

预付费功能

远传阀控功能

预付费远传阀

控功能

定量控制功能

报警功能

 

图 1 标准内容架构图 

2.名词术语解释 

《智能水表型式与功能技术规范》标准是智能水表标准体系中的规范性标

准，名词术语参考其他现有标准并根据现有技术发展做了适当的调整和修正，并

对智能水表以及智能水表相关功能（比如预付费功能、远传功能等）进行了明确

定义，将智能水表现有功能以及后续一段时间内可能出现的功能进行统一，其中

对数据交换媒介定义进行了放宽，对以后技术发展预留了更大空间，比如以后手

机的近场支付，而不再是传统的 TM卡、IC 卡、RF 卡等，其中详细术语和定义如

下： 

1）智能水表 Smart Water Meter 

以流量传感与信号处理部件、内置嵌入式微型计算机系统和算法、各类输入

输出接口及（或）电控执行器等为平台，具有或部分具有流量参数检测、数据处

理、数据通信、数据显示或存储、电控阀受控启闭等功能的电子水表或带电子装

置的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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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付费功能 pre-payment function 

用数据交换媒介（如：接触式 IC 卡、射频卡、手机支付等）和（或）网络

接入技术（如：网络支付），能实现按照预付费金额供给用水量。 

3）远传功能 remote reading function 

能实现水计量数据远距离传输。 

4）定量控制功能 quantitative control function 

按照用水量（或时间等）设定，能实现自动控制阀门动作。 

5）远传阀控功能 remote reading and valve control function 

能同时实现数据远传和远程阀控。 

6）预付费远传阀控功能 pre-payment, remote reading and valve control 

function 

能同时实现预付费和远传阀控。 

7）数据交换媒介 data exchange medium 

用于数据交换，具有电气接口和特定封装形式的介质。 

3.型式规范要点解析 

《智能水表型式与功能技术规范》标准是对智能水表产品的型式与功能技术

进行统一与规范，智能水表也是水表的一种，也符合国家标准 GB/T 778－2007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所以本标准的部分内

容也进行了直接引用；其他相关从相关产品标准进行了提炼和借鉴。 

1）型式规范中的材料与结构、规格、安装尺寸规范要求，分别引用 GB/T 778.1

－2007 中 4.1、5.1 和 6.1 中的要求。 

2）显示规范，在目前主流 1.0 智能水表阶段，还有较多直接采用机械计数

器作为显示装置的产品，仍符合 GB/T 778.1－2007 中 6.6 的要求； 

对于带电子显示装置的智能水表，比如液晶显示、led 显示等，有区别于传

统机械机械计数器的要求，除了应符合一般性的指示要求，比如规范中的显示字

符应不影响读数，方便抄读；还有电子显示所特有的要求，对于显示内容、位数、

单位符号、状态、小数位等规范内容参考 CJ 128-2007《热量表》标准以及 CJ/T 

133－2012《IC 卡冷水水表》；对于规范中提到预付费功能的智能水表还应能够

显示购水金额或水量、剩余金额或剩余水量、水价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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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越来越多的智能水表都具备人际交互，需用户操作的功能增多，因

而本标准对于增加用户操作功能的进行了统一规范，操作方式不限定，但功能和

防水提出要求，必须能够进行菜单显示以及切换，而且满足整个外壳防护要求，

室内安装至少应达到 IP54，室外安装至少应达到 IP67。 

4）智能水表有别于传统机械水表，内部通常都含有处理电路，因而智能水

表对外壳防护要求比以往要高，本标准根据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CJ/T 133-2012《IC 卡冷水水表》、GB/T 26795-2011 《数控定量水表》以及 CJ/T 

128-2007《热量表》等标准，确定室内安装的智能水表防护等级至少应达到 IP54，

而室外安装的智能水表防护等级至少应达到 IP67。 

5）本标准提到的使用环境、电源、封印等规范均参照 GB/T 778.1-2007 相

应条款 5.4、6.7.4、6.4、6.5 等要求。 

4.功能技术规范要点解析 

目前智能水表在逐步从以机械基表 1.0 时代过渡到电子基表 2.0 时代，拓展

的功能也越来越多，对越来越多的智能水表产品，本标准进行相应功能进行统一

规范。 

1）智能水表的最核心功能依然是水量计量功能，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GB/T 778

－2007《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2）智能水表的存储功能，不仅需要存储流量数据，还需要存储相关状态信

息，该功能参考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CJ/T 133-2012《IC 卡冷水

水表》以及 CJ/T 128-2007《热量表》等标准数据存储相关内容； 

当需要加密和解密时，应优先符合 GB/T 15852.1－2008 的规定。 

3）显示功能，是针对带电子显示装置的智能水表，要求能显示各种数值、

字符以及状态信息或符号，为了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特增加背光控制功能，但不

作为强制要求。 

4）远传功能，可采用有线远传、红外远传、无线远传等方式来实现累积流

量、表运行状态等数据远传，可采用 CJ/T 188 标准中规定的接口形式、物理性

能、数据链路、数据标识、数据表达格式等。 

5）预付费功能，该功能规范参考的是 CJ/T 133-2012《IC 卡冷水水表》和

Q/GDW 354-2009《智能电表功能规范》中相应条款。并增加了远程付费功能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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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阶梯水价功能，可根据需求设置至少三档水价，并可通过授权进行更改阶梯

价格。 

6）远传阀控功能，远程阀控功能是根据远程功能和阀控功能进行功能组合，

不但具有水流通断控制功能，即阀门的打开和关闭控制，还具有数据远传功能，

也即实现远程抄读，是智能水表实现双向测控的典型应用。 

7）预付费远传阀控功能，该功能是预付费功能和远传功能的组合，可通过

本地或远程实现预付费，并且通过远传进行数据抄读和阀门控制，是目前主流

1.0 智能水表中两大主流功能的融合，也是满足市场对智能水表双向测控的需

求。 

8）定量控制功能，该功能参考 GB/T 26795-2011 《数控定量水表》标准，

根据用户实际需求实现水流通断控制，方便客户使用。 

9）报警功能，智能水表的典型特征就是具有微处理器，具备对各种状况的

分析和处理，可对各种异常情况进行报警，报警方式多种多样；目前主流报警事

件包括报警事件可包括电池欠压、阀门不到位、强磁干扰等。 

三．小结 

《智能水表型式与功能技术规范》标准制定，是目前国内智能水表发展的新

形势的必然需求，中国计量协会水表工作委员会的智能水表技术工作组，把握当

前智能水表的大潮流，提出该标准制定并实施，不仅规范了智能水表的型式与功

能技术规范，也促进中国智能水表从 1.0 时代向 2.0 时代跨越，为智能水表 2.0

时代到来做好铺垫，为中国水表事业不断更快更好向前发展做贡献。 

 

 

 

                           中国计量协会水表工作委员会行业内部标准 

《智能水表型式与功能技术规范》起草工作组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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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量协会水表工作委员会行业内部标准 

《智能水表型式与功能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1 项目来源 

近年来，智能水表使用量逐年增加，在实际使用中却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各个

厂家生产的同一型号智能水表产品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规定，在产品的型式与功能上产生较

大的差异，对用户选型使用、行业规范管理带来许多困难和不便；因此本标准的制定就是为

统一和规范智能水表产品的型式与功能，方便用户对智能水表产品的选购和使用。 

本标准由水表行业组织起草，主要起草单位为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起草主要是依据

GB/T 778.1－2007 《封闭满管道中水表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1部分：规

范》（ISO 4064－1:2005,IDT）、GB/T 778.3－2007 《封闭满管道中水表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

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3部分：试验方法和试验设备》（ISO 4064－3:2005,IDT）、CJ/T 224

－2012 电子远传水表、CJ/T 133－2012  《IC卡冷水水表》、GB/T 26795－2011 《数控定

量水表》等标准。 

本标准起草单位：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河南省计量测

试技术研究院、宁波市计量测试研究院、宁波东海仪表水道有限公司、重庆智能水表集团有

限公司、深圳华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连云港连利水表有限公司、南京维奇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自来水表业有限公司、杭州水表有限公司、无锡水表有限责任公司、江阴市立信智能设

备公司、佛山市水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水务集团水表计量检定中心、江苏远传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河南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炳华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兴源鼎新科技有

限公司、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陕西西安旌旗电子有限公司、辽宁思凯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沈阳水务集团、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水表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左富强、赵建亮、崔耀华、汤思孟、王欣欣、林志良、李红卫、魏

庆华、周千智、杨世荣、邓传会、姚福江、谢坚良、张庆、苏庆、周志斌、陆宇尘、谈晓彬、

袁金龙、张炳华、李冲、宋财华、胡刚、郑岩、张亚峰、申峰。 

主要工作过程： 

2013.10～11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内部组织人员起草标准草案 

2013.12～

2014.1 
在公司范围内讨论和征求意见，并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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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目的 

通过制定《智能水表型式与功能技术规范》标准，在行业内规范和统一智能水表术语、

定义、功能种类、环境条件、显示、安装要求等功能与型式要求，规范智能水表设计与生产，

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智能水表管理规范化、标准化水平，引导和规范智能水表健康有序发展。 

3 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不断完善”

的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编写。 

4 编制内容 

本标准依据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结合当前实际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针对目

前国内所有智能水表产品的型式和功能做出技术划分，对智能水表的型式规范和功能技术进

行归纳总结；确定了水表的形式规范－ 外观、规格、显示等，以及智能水表应具备的功能

－远传功能、预付费功能、阀控功能、组合功能以及各种辅助功能（如：存储功能、显示功

能等）；分别参考 CJ/T 188 《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CJ/T 133－2012 《IC 卡

冷水水表》、Q/GDW 354－2009 《智能电表功能规范》、阀控功能参考 GB/T 26795－2011《数

控定量水表》等标准和规范，关于计量性能、安装、封印、规格、使用等均参考 GB/T 778

－2007《封闭满管道中水表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随着智能水表产品的发展，越来越多需要更加友好人机交互等功能，比如本标准制定

过程中新增了传统水表没有的产品功能存储功能要求、显示功能要求、按键功能要求，以及

扩展了智能水表产品的远传阀控功能和预付费远传阀控功能，丰富了智能水表产品的品类和

功能。 

标准起草过程中暂无大的分歧和疑义，通过沟通与讨论，争议也相对减少，部分内容

2014.2～3 成立起草工作组，召开工作组会议，在工作组间征求意见，并讨论标准草案 

2014.4～5 
完成标准草案稿的编制，分发给工作组成员及相关专家，充分征求意见，并修

改标准草案。 

2014.6 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完成编制说明和有关附件 

2014.7～8 
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提交有关技术机构、水司用户、水表网站等广泛

征求意见，形成标准送审稿。 

2014.8～12 标准由水表工作委员会委员函审投票；修改后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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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标准实施后再进行修订，如下： 

1) 阶梯水价定义，当前定义为“根据用水量分段制定的单位水价”，是否合适？ 

2) 对显示和按键功能如何进行规范？比如直读远传水表和实现远传抄表功能的智能

水表，无需显示和按键功能，这种情况如何进行规范？ 

3) 标准是否要对智能水表的外形尺寸进行型式规定？ 

5 编制过程 

1）项目启动：2013年9月23日，受中国计量协会水表工作委员会智能水表技术工作组委

托，根据计划安排及目前智能水表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相关人

员着手编写标准草案； 

2）2013年11月10日，完成标准草案后，在公司内各相关技术负责人小范围内讨论，确

定不增加试验方法和附加功能，讨论确定智能水表规范覆盖范围，修改部分内容； 

3）2013年12月16日，在公司大范围内征求意见，并对征求意见进行汇总，对标准进行

了再次修订；有数项内容暂时未确定：①预付费远传阀控功能是否有必要作为新的一种功能，

还是两种功能的组合；②阶梯水价定义，根据用水量分段制定的单位水价；③标准是否要对

智能水表的外形尺寸进行型式定义未确定； 

4）2014年1月9日，在公司小范围内再次讨论并对标准草案进行逐条推敲和修改； 

5）2014年2月17日，在公司小范围内最后一次讨论，对标准前言和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 

6）2014 年 3 月 14 日，在宁波召开标准起草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就部分功能定义、措

辞、型式规范中的显示要求、功能规范中的远传功能和预付费功能进行重点讨论，并对标准

草案进行逐条讨论和修改,形成标准第一次修改稿；问题焦点集中在部分功能定义和型式规

范是否太多太细，精简去除部分内容，并根据讨论进行意见汇总； 

7）2014年4月15日，标准起草工作组进行两次函审并进行意见汇总和处理，对标准第一

次修改稿进行修改和广泛征求意见,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8）2014年5月16日，标准起草工作组将标准征求意见稿送各大水表公司征求意见，并进

行意见汇总和处理，对标准进行修改和征求意见； 

9）2014年6月20日，标准起草工作组将修改后的标准征求意见稿送水司企业广泛征求意

见，并进行意见汇总和处理，对标准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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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4年7月29日，在起草公司范围进行内部讨论，讨论和处理相关反馈意见，并修

订了标准和编制说明；对标准措词、整体格式等相关内容再进行了细致的斟酌和修改,形成

标准送审稿； 

11）2014年8月28日，根据送审稿函审意见进行标准修订。 

6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建立我国智能水表技术标准体系，对促进和规范我国水表产业现有的以及拟将发展的产

品和技术，推动生产制造企业与相关方的经济技术合作，增强企业与用户间的沟通以及正确

使用水表产品等方面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关系到我国智能水表产业能否持续技术改

进，及时调整产品结构，能否有序快速发展，在不远将来赶超国外先进水平，而且还关系到

国家有关水资源政策以及水表产业发展规划等要求能否真正得到有效的贯彻与实施。 

起草制定的《智能水表型式与功能技术规范》标准，在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的基础上，对智能水表的型式及功能进行统一规范，方便智能水表的产品设计、制造、选型、

采购、试验、验收、使用、招投标、管理等工作；使得行业内同类产品接口及协议统一并兼

容，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有标可依，试验方法与装置配套，推动智能水表产品的更好发

展。 

 

 

 

 

                           中国计量协会水表工作委员会行业内部标准 

《智能水表型式与功能技术规范》起草工作组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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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量协会水表工作委员会行业内部标准 

《有线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施工、验收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1.必要性 

1.1 背景 

中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水资源总量不足确定了我国必走节水的社会发展道

路，用经济杠杆调节用水，用阶梯计价促进节水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随着国家“一

户一表、阶梯计价”政策的深入推广，减少抄表成本、提高抄表数据准确性、实

时分析水量数据和统计输差、降低漏失率、避免抄表扰民等已成为供水企业急待

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供水计量装备行业从供水企业和用户的实际需求出发，推出了自动

远传抄表系统（AMR）。系统从数据采集到收费结算、数据分析、输差统计等，全

部由计算机自动完成，解除了供水管理部门推行“户表工程”的后顾之忧。自动

远传抄表系统的有效运行既依赖于远传水表、数据通信设备和应用软件的技术性

能，也极大地依赖于自动远传抄表系统集成的工程质量。从我国水务计量市场应

用的统计规律来看，影响远传自动抄表系统运行效果的主要因素是自动远传抄表

系统的工程质量。 

1.2 现状 

我国城域化有线自动抄表系统从无到有，由小至大 ，既有发展中的烦恼，

也收获了成功的喜悦。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建筑

形态复杂，加上水务管理的地方法规多样化，必然形成水务计量信息化系统建设

技术标准宽严不一，没有国内统一的工程施工、验收规范也必然的影响到各级水

务运营商的计量信息系统的工作质量和投资效率。 

缺乏工程规范，一哄而起的市场局面，严重的透支了自动远传抄表系统市场。

水务计量装备企业、系统集成商、供水运营商强烈呼吁：远传水表自动抄表抄系

统的工程建设和验收应具有行业技术规范。 

1.3 编制目的 

通过制定《有线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施工、验收规范》标准，在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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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规范和统一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施工、验收的术语、定义、系统结构形

式及现场查勘、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安装、工程项目验收等作业要求，提升远

传水表及抄表系统安装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 

1.4 编制原则 

本规范制定遵循的原则是：以目前行业内工程施工要求为基础，加以规范统

一充分考虑其必要性和可执行性，结合我国国情，以促进水务计量管理走信息化

发展道路。 

本规范结构按 GB/T 1.1 ---2009 编写。 

1.5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水资源的匮乏是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世界性问题。面对我国水资源总量严

重不足的现状，依据科学发展观，国家确立了创建节水社会的基本战略目标，国

家先后出台了《关于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通知》为核心的一

系列节约用水的宏观调控政策。国家强制要求城镇供水实施一户一表改造工程，

加快落实以‘阶梯水价’为核心的节约用水宏观调控政策。为使户表工程顺利实

施，必须采用新的计量技术，将普通计量水表改造为信息化计量水表，走城域化、

网络化自动抄表（AMR）的发展道路。 

我国城镇供水计量自动抄表（AMR）应用规模较大，但尚处于幼稚阶段，虽

然行业主管部门牵头也制定了一些法规和相关标准，但总的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

应用缺乏系统性，自动抄表（AMR）系统中的各种终端产品和传输设备的系统集

成没有标准化体系支撑，系统集成商缺乏统一的工程管理规范，水务运营商也没

有规范的工程验收平台，这极大地阻碍了（AMR）技术在我国供水计量中的推广

应用，延缓了户表工程的实施。为此，编制《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施工、

验收技术规范》是非常必要的，对促进我国城镇供水计量信息化的发展，实现创

建节水社会的基本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2.编制内容 

本规范结合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应当前实际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对远传

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施工、验收规范进行了统一规定。主要对查勘、安装和验

收做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安装又分为水表安装、集中器采集器安装及系统调试。

水表安装主要参考 GB/T778.2-2007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饮用冷水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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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热水水表 第 2 部分：安装要求。集中器、采集器安装、综合布线及系统调试

主要参考 CJ/T188-2004 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JG/T162-2009 住宅

远传抄表系统 数据专线传输。本标准的编制虽参考了有关国家和行业标准，但

对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集成的工程施工和验收针对性更强，要求更详细，也更

具现场作业的指导性。 

2.1 范围、规范性引用及系统架构 

2.1.1 范围 

本工程规范规定了城镇供水管网区域内有线远传水表自动集抄系统工程施

工、验收要求，适用于居民小区或区域有线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 

初稿题头没有‘有线’限定词，有不少参编单位提出有线与无线自动抄表在

系统集成、工程验收两个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建议规范涉及的远传水表自动集抄

系统限定为有线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编制组采纳其意见。 

2.1.2 规范性引用 

本规范引用了行业比较熟悉的4个标准性文件： 

GB/T 778.2-2007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第2

部分：安装要求 

CJ/T 188-2004 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JG/T 162-2009 住宅远传抄表系统  数据专线传输 

但实际上本规范还涉及其他行业相近工程实践的相关标准，由于分布较广，

也符合工程常理和习惯，故采用直接列用，以便提高规范执行效率。 

2.1.3 系统架构 

本规范采用以下技术架构： 

 

 

 

 

 

 
远传水表 远传水表 

主站 采集器和/或集中器 

上行信道 有线下行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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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有线’主要指表具的上行信道，数据通信设备（集中器、采集器、

中继器）的上、下行信道是有线还是无线根据需要选择。 

2.2 查勘 

查勘工作的严谨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直接关系到工程的造价、现场作业展开，

对最终工程质量、和售后服务便捷性有较大影响，本规程规定下属查勘工作的作

业条款。 

2.2.1 水表需求数量、型号统计（小区户数）； 

2.2.2 水表配件需求数量、型号统计； 

2.2.3 小区/区域水表安装方式以及小区安装性质查勘（已确定表间布线）； 

2.1.4 小区/区域消防表需求数量、型号统计（安装标准为 8楼以上加设消防表

具）； 

2.1.5 小区/区域布线路由查勘（包括弱电桥架以及电缆地沟的路由情况）； 

2.1.6 小区/区域 GSM 信号或 CDMA 信号查勘（信号强度三格或以上，以确定集中

器位置）； 

2.1.7 小区/区域楼栋信息查勘（了解小区楼栋分布情况，以确定网络拓扑架构。

是旧城改造查勘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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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小区/区域单元信息查勘（了解小区单元分布情况）； 

 

 

 

 

 

 

 

 

 

2.1.9 小区/区域楼层电源分布信息查勘（以便设备箱用电接入）； 

2.1.10 确定新建小区的整体验收具体日期、交房日期（以便制定工程进度计划）； 

2.1.11 了解目前小区/区域施工详细情况和进度； 

2.1.12 获得小区/区域平面图以及弱电路由图等相应设计文件（电子档案）。 

3.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安装 

3.1 远传水表安装位置 

符合GB/T 778.2-2007第6.1条。 

3.1.1远传水表主要附件的安装（见下图） 

 

 

 

 

 

 

           

 

3.1.2表箱和分水管安装 

3.1.2.1 表间错层非对称水平安装方式（多户型）；底层离地 20 厘米，层与层的

距离 22厘米，层数可到 6层，（见下图） 

  

15mm

带锁

表前球阀

户管

水平安装

表接头

水表 表后球阀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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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户外集中错层对称水平安装方式；底层离地 30 厘米，层与层的距离 22

厘米，层数可到 6层。下层表连接顶楼，上表连接底楼，以此类推。有条件的地

gong ’

zhi ’

ling 方

可 加 装

柜 式 表

箱，（见

下图） 

 

 

 

 

 

 

 

 

 

 

 

 

 

图 11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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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安装环境 

a) 气候环境符合 CJ/T 224-2012 中的相关条款。 

b) 电磁环境符合 CJ/T 224-2012 中的相关条款。 

C)  远传水表的安装符合 GB/T 778.2-2007-6.2 中的相关条款。 

1.1 3.2 自动抄表系统布线、设备安装要求 

3.2.1 自动抄表系统布线要求 

3.2.1．1到 3.2.1.5 管线路检查、管线路由提出五个方面共计 26子项要求条，

以保证工程实现的质量的规范性、方便性、可靠性和售后服务可执行性。 

3.2.2 线束规范 

RS-485 接线 

（RVVP4×0.5）按下述颜色接线： 

 电源线正极 —— 红色；  电源线负极 —— 黑色； 

 RS485-A 信号线 —— 黄色；  RS485-B 信号线 —— 蓝色。 

M-BUS 接线 

RVVP2×0.75（无极性要求）。 

1.2 3.2.3 采集器、集中器安装 

安装环境 

采集器、集中器安装于室内. 

工作环境温度：－10～40℃ 

工作环境相对湿度：≤75%。 

电磁环境满足 JG/162-2009 中相关条款。 

若自动抄表系统涉及公网信道，应确认信 

道的有效性，以保证数据传输的定。 

安装位置 

采集器、集中器采用壁挂或嵌入箱体安装， 

采用膨胀螺栓固定于墙壁。下端面距地面 

高度 1.3～1.5m 为宜。 

采集器、集中器线路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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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毕后，再次对连接采集器、集中器的线路进行通断测试，确定所有线

路畅通后方可依照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接线顺序接入。 金属箱体必须接地。 

1.3 3.4 电源要求 

3.4.1 外接 AC 工作电源 

3.4.2AC 电源规格 

电源频率：（50 ±2.5）Hz  

电源电压：AC 单相（220±22）V  

3.4.3AC 电源线敷设 

应外加塑料或金属套管保护。采用金属管时，应有良好安全接地，接地电阻

＜4Ω。 

3.4.4 集中器工作电源线规格 

线材品质：耐压：500V；绝缘电阻 ＞ 5MΩ；  耐温：70℃，阻燃。 

安装处拥有永久性电源，如安装时尚未接通永久性电源，可协调借用临时

电源，待永久性电源开通后立即连接。 

强烈建议系统用电装表计量。 

3.5 系统调试 

系统调试分为登记注册和通讯调试两部分。 

3.5.1 登记注册 

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安装完毕后，进行相应的登记设置（包括片区设置、

小区设置、楼栋设置、数据集中器设置、数据采集器设置、水表设置、水表编号

注册等等），登记的信息必须正确有效。 

3.5.2 通讯调试   

 完成所需的登记设置后，在主站进行调试工作。在执行调试工作时，必须

有现场人员协助。调试完成后，即可在主站对表具实时抄读。必须完成小区所有

水表的抄读，并确认无误。调试完成后，进行 1周以上的系统试运行。 

3.5.3 验收记录（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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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验收记录 

项目名称 ×××市×××区××××××小区 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 

工程地址 ×××区×××路×××号 

项目性质 新装/旧城改造 

水表安装 ×××市××××××××公司 

系统安装 ×××市××××××××公司 

联 系 人 ××× 联系电话  

开工日期 ××××-××-×× 竣工日期 ××××-××-×× 

验收项目 验收依据（标准） 验收结果 

  

水

表 

安装 

水表安装位置 符合本规范 6.1 合格［］不合格［］ 

附件、表箱及分水管   符合本规范 6.1.1 合格［］不合格［］ 

系统

布线 

布线质量 
符合本规范 6.2.1、7.4.1、

7.4.2 
合格［］不合格［］ 

线路通讯 符合本规范 7.5 合格［］不合格［］ 

系统

设备 

采集器 
符合本规范规范 6.3、7.4.3 

合格［］不合格［］ 

集中器 合格［］不合格［］ 

系统

性能 

远传水表自动 

抄表系统功能 
符合 CJ/T188-2004 相关规定 合格［］不合格［］ 

一次抄读成功率 99% 合格［］不合格［］ 

系统抄读正确率 99% 合格［］不合格［］ 

资料 完整性 符合本规范 7.4 合格［］不合格［］ 

验收意见：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验收单位                               ××(签名) 

水表安装 ×××（签名） 系统安装 

验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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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编制过程 

2013 年 9 月 23 日 中国水表工作委员会智能水表工作组下达标规范编写任

务。 

2013年 10月在中国水表工作委员智能水表工作组的组织安排下以重庆智能

水表公司牵头成立规范编制工作组，规范编写组织工作由智能水表工作组承担。 

2013 年 10 月在编制组内部讨论确定了标准范围和要求。参会人员有：行业

专家、用户代表、软件开发、数据中心建设管理、工程监理、售后服务、技术综

合管理等相关专业人员。 

2014 年元月完成标准草案稿编写，主要执笔人员有：魏庆华、朱先禄、杨

雪梅、龚小燕、王欣欣。 

2014年 2月在行业内部及水司客户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并进行草案稿修订。

征求意见范围为参与讨论确定规范主要内容的行业参编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及重

庆市自来水公司、中法水务、重庆二次供水公司等数十家供水公司。 

2014 年 3 月至 7 月在行业协会内征求意见并进行征求意见稿修订。累计 3

次在行业协会各企业征求意见。 

2014 年 7 月 28 日完成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写编制说明，整理相关附件。 

2014 年 10 月至 12 月 形成规范征求意见稿，并交有关科研、检测机构、用

户等广泛征求意见。 

5.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水资源的匮乏是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世界性问题。面对我国水资源总量严

重不足的现状，依据科学发展观，国家确立了创建节水社会的基本战略目标，先

后出台了《关于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通知》为核心的一系列

节约用水的宏观调控政策。国家强制要求城镇供水实施一户一表改造工程，加快

落实以‘阶梯水价’为核心的节约用水宏观调控政策。为使户表工程顺利实施必

须采用新的计量技术，将普通计量水表改造为信息化计量水表，走城域化、网络

化自动抄表（AMR）的发展道路。 

我国城镇供水计量自动抄表（AMR）技术和应用规模尚处于幼稚阶段，虽然

行业主管部门牵头也制定了一些法规和相关标准，但总的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应

用缺乏系统性，自动抄表（AMR）系统中的各种终端产品和传输设备的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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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标准化体系支撑，系统集成商缺乏统一的工程管理规范，水务运营商也没有

规范的工程验收平台，这极大地阻碍了（AMR）技术在我国供水计量中的推广应

用，延缓了户表工程的实施。为此，编制《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施工、验

收技术规范》是非常必要的，对促进我国城镇供水计量信息化的发展，实现创建

节水社会的基本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6.标准属性 

6.1 采用标准 

国内、国际及国外先进标准无同类标准。本标准参考引用了 GB/T778.2-2007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2部分：安装要求（等

同采用 ISO4064—2：2005）、CJ/T188-2004 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

JG/T162-2009 住宅远传抄表系统 数据专线传输等标准中的相关条款。 

6.2 标准的协调性 

本规范属技术标准类，为安装交付标准。本规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则、规

章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没有冲突。 

6.3 标准性质 

本规范为行业内部推荐性标准。 

本规范的建设是水务计量装备企业、系统集成商和水务运营商的重要课题，

由水计量装备行业协会牵头，依据JG/T 162-2009《住宅远传抄表系统》、CJ/T 

188-2004《 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

表》等标准，充分结合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施工、验收的管理需求和应用

经验编制而成，以便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集成和工程验收有统一的技术规范。 

 

 

 

                 中国计量协会水表工作委员会行业内部标准 

          《有线远传水表自动抄表系统工程施工、验收技术规范》起草工作组 

      重庆智能水表有限责任公司 

      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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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 

《水表产品型号编制方法》（报批稿）宣贯材料 

一．标准起草的背景情况及意义 

1.新产品发展很快（特别是智能水表），原上位标准满足不了使用要求； 

2.生产企业产品型号众多，不统一（PPT 中举例）；不易管理，容易混淆，

不利于产品管理、用户选用、生产制造、型式评价重复等； 

3.规范产品生产制造，规范用户采购与使用、规范产品型式评价、规范法制

计量管理等。 

二．编制内容介绍 

本标准规定了水表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产品型号的编制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封闭满管道中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的型号编制。 

本标准是在 JB/T 9236—2014《工业自动化仪表产品型号编制原则》基础上，

根据水表产品的原理、结构及功能等特征进行分类并编制的。 

1.JB/T 9236-2014 标准相关内容介绍 

JB/T 9236-2014 《工业自动化仪表产品型号编制原则》中第 2 章第 2.1 条

中规定：型号表示产品的主要特征，作为产品名称的简化代号，供生产、订货、

分配和施工等用。型号并不能完全表达产品的全部细节。但是，相同型号的产品

一般是可以互换的。 

第 2章第 2.2 条中规定：产品型号的组成一般如图 1所示。 

 

图 1 JB/T 9236-2014 标准中关于水表产品型号的组成 

第一节用大写汉语拼音字母表示，第二节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节与节之间用

短横线“-”隔开。各节的位数根据需要确定，一般不超过四位。 

第一节第一位表示该产品所属的大类，工业自动化仪表各大类的名称及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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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汉语拼音字母代号见表 1。第一节第二位表示该产品所属的小类。以后的各位

则根据产品不同情况表示该产品的原理、功能、用途等。产品型号第一节的大写

汉语拼音字母代号及意义见表 1。 

表 1 JB/T 9236-2014 标准中关于水表产品型号的第一节代号及其意义 

代号 名称 
LXS□ 多流束旋翼式水表 
LXD□ 单流束旋翼式水表 
LXL□ 水平螺翼式水表 
LXR□ 垂直螺翼式水表 
LXF□ 复式水表 
LXH□ 旋转活塞式水表 
LXZ□ 章动圆盘式水表 
LXJ□ 射流水表 
LXC□ 超声水表 
LXE□ 电磁水表 
LXW□ 涡街水表 

G 干式水表 

第二位各位根据产品不同情况，系列产品可以分别代表产品的结构特征、规

格、材料、……等。非系列产品则可以是产品序号，均由产品型号管理单位根据

产品具体情况规定所用的代号机器表示的意义。 

第 2章第 2.5 条中规定：型号中未能表达的订货所需的其他细节，可用订货

须知加以说明；也可在产品型号后用符号补充说明，补充说明符号与型号之间必

须用“/”隔开，补充说明内容及符号自定。 

2.《水表产品型号编制方法》（报批稿）内容介绍 

《水表产品型号编制方法》（报批稿）在引用 JB/T 9236—2014《工业自动

化仪表产品型号编制原则》中对水表产品型号第一节代号规定的基础上，根据水

表产品的原理、结构及功能等特征进行分类并编制的。 

第 4章第 4.1 条组成中规定水表产品的型号如图 2所示。 

第 1节最多由 5位组成，每位用一个大写汉语拼音字母或英文字母表示。其

中前 2位按照 JB/T 9236 的规定确定为“LX”，其含义为“流量仪表中的水表”。 

第 2节为用若干位阿拉伯数字表示的公称通径。第 2节增添辅助位，用于区

别冷、热水表。 

第 4章第 4.2 条代号及其含义组成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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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表产品的型号组成 

表 2 水表产品型号代号及其含义组成 

第 1、2位 第 3位 第 4位 第 5位 

LX 水表  S  多流束旋翼式水表 

 D  单流束旋翼式水表 

 L  水平螺翼式水表 

 R  垂直螺翼式水表 

 F  复式水表 

 H  旋转活塞式水表 

 Z  章动圆盘式水表 

J  射流水表 

 C  超声水表 

 E  电磁水表 

 W  涡街水表 

※湿式（指机械水表） 

 G 干式（指机械水表） 

X 机械水表电子显示
★
 

K 预付费功能 

Y  远传功能 

D  定量控制功能 

F  预付费远传功能 

注 1：※表示代号省略；
★
表示仅用电子显示器，无机械计数器。 

注 2：第 1 节中的第 4 位、第 5 位可以允许不标注或仅标注其中的一位。如有省略位，后一位可以

移至前一位。 

第 1节第 3位表示水表的测量原理和主要结构特征；第 4位表示水表的局部

结构特征；第 5位表示附加使用功能。 

第 2 节辅助位用来表示测量冷、热水的水表，热水水表用“R”表示，冷水

水表不加标注。 

表 2中第 1节第 4位中“X 机械水表电子显示”、第 5位的“K 预付费功能”、

“Y 远传功能”、“D 定量控制功能”、“F 预付费远传功能”是在 JB/T 9236—2014

《工业自动化仪表产品型号编制原则》中对水表产品型号第一节代号规定的基础

上，根据水表产品的原理、结构及功能等特征新增的内容。 

3.补充说明 

《水表产品型号编制方法》（报批稿）第 4章第 4.4 条补充说明中规定： 

引进产品经有关部门确认国产化后，其型号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而国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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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允许暂沿用原型号。 

型号中未能表达的订货所需的其他细节，可用订货代号进行补充说明。订货

代号又由制造企业以企业标准的形式予以规定，并告知用户。 

可在水表产品型号中增加第 3节进行补充说明，采用结构特征或功能的汉语

拼音第一个字母进行表示。第 2节与第 3节之间用短横线“－”隔开，在不引起

歧义的情况下可缺省，比如： 

1）机械水表——增加第 3节来表示其详细结构特征，比如：立式水表（L）、

液封水表（F）、灌溉水表（G）等。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DN15 多流速旋翼式干式立式冷水水表         LXSG-15L 

DN15 多流速旋翼式液封冷水水表             LXS-15F 

DN15 多流速旋翼式液封立式冷水水表         LXS-15LF 

DN100 灌溉水表                            LXLG-100G 

2）带电子装置水表——增加第 3 节来表示其详细附加功能，比如：无线远

传[短距无线(W1)、远程无线(W2)]、有线远传[RS485(R)、M-Bus(B)]、传感方式

[无源直读式(Z)、脉冲式-有磁脉冲(M1)、脉冲式-无磁脉冲(M2)]、卡式[IC 卡

(IC)、TM 卡(TM)、RF 卡(RF)]等。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DN20 多流束旋翼式干式无线冷水水表                LXSGY-20W 

DN20 多流束旋翼式干式无线热水水表                LXSGY-20R-W 

DN20 多流束旋翼式干式短距无线冷水水表            LXSGY-20W1 

DN20 多流束旋翼式干式远程无线冷水水表            LXSGY-20W2 

DN20 多流束旋翼式干式直读式短距无线冷水水表      LXSGY-20W1Z 

DN20 多流束旋翼式干式脉冲式短距无线冷水水表      LXSGY-20W1M 

DN20 多流束旋翼式干式有磁脉冲式短距无线冷水水表  LXSGY-20W1M1 

DN20 多流束旋翼湿式直读式远传冷水水表（M-Bus）   LXSY-20ZB 

DN15 多流束旋翼干式脉冲式远传冷水水表（R485）    LXSGY-15MR 

DN20 IC 卡多流束旋翼湿式预付费冷水水表           LXSK-20IC 

DN20 TM 卡多流束旋翼湿式预付费冷水水表           LXSK-20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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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20 射频卡多流束旋翼湿式预付费冷水水表          LXSK-20-RF 

DN20 多流束旋翼干式远传阀控冷水水表               LXSGY-20K 

DN20 多流束旋翼干式脉冲式远传阀控冷水水表         LXSGY-20MK 

DN20 多流束旋翼干式远传阀控无线冷水水表           LXSGY-20KW 

3）电子水表——增加第 3节来表示其详细附加功能，比如：无线远传[短距

无线（W1）、远程无线（W2）]、有线远传[RS485（R）、M-Bus（B）]、卡式[IC

卡（IC）、TM 卡（TM）、RF 卡（RF）]等。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DN80 超声无线远传冷水水表                       LXCY-80W 

DN20 电磁有线远传冷水水表(M-Bus)                LXEY-20B 

DN20 射流有线远传热水水表(RS485)                LXJY-20R-R 

DN20 电磁有线远传阀控冷水水表(M-Bus)            LXEY-20KB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 

 《水表产品型号编制方法》起草工作组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0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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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 

《水表产品型号编制方法》（报批稿）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

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厅科〔2012〕182 号文下达的 2012 年第三

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

一分技术委员会（SAC/TC124/SC1）组织制订，计划编号：2012-2017T-JB。 

本标准起草单位：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

重庆市智能水表有限责任公司、无锡水表有限责任公司、苏州自来水表业有限

公司、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宁波市计量测试研究

院、江西三川水表股份公司、连云港连利水表有限公司、深圳市华旭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京兆水表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埃美柯水表有限公

司、河南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旌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思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水表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姚灵、李明华、张云、魏庆华、张庆、严斌、赵建亮、

黄朝晖、汤思孟、宋财华、王润中、周千智、尹彬、虞建国、费战波、胡刚、郑

岩、陆聪文 

标准编制过程：  

2013 年 7月组成标准起草工作组。 

2013 年 7 月 17 -19 日，起草工作组在宁波远洲大酒店召开会议，议订标准

制订的原则和标准框架，讨论标准草案。 

2013 年 8 月，完成标准草案稿的编制。分发给工作组成员及各位专家，充

分征求意见，并修改标准草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13 年 12 月，完成标准送审稿的编制。分发给工作组成员及各位专家，充

分征求意见，并修改，形成标准报批稿。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规定了水表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产品型号的编制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封闭满管道中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的型号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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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在JB/T 9236—201×《工业自动化仪表产品型号编制原则》基础上，

根据水表产品的原理、结构及功能等特征进行分类并编制的。 

2.1  组成 

水表产品型号由2节组成，各节之间用一根短横线隔开。前2节是不可缺少的，

第3节视水表制造企业需要而定。第3节内容不构成产品型号的组成部分。 

第1节最多由5位组成，每位用一个大写汉语拼音字母或英文字母表示。其中

前2位按照JB/T 9236的规定确定为“LX”，其含义为“流量仪表中的水表”。 

第2节为用若干位阿拉伯数字表示的公称通径。第2节增添辅助位，用于区别

冷、热水表。 

2.2  代号及其含义 

第1节第3位表示水表的测量原理和主要结构特征；第4位表示水表的局部结

构特征；第5位表示附加使用功能。 

第2节辅助位用来表示测量冷、热水的水表，热水表用“R”表示，冷水表不

加标注。根据水表产品结构及功能等实际情况，第1节中的第4位、第5位可以允

许不标注或仅标注其中的一位及两位。 

2.3  补充说明 

    型号中未能表达的订货所需的其他细节，可用订货代号进行补充说明。订货

代号由制造企业以企业标准的形式予以规定，并告知用户。 

3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不涉及试验或验证。 

4 知识产权说明（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应

提供全部专利所有权人的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5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的制订将规范水表产品命名和型号，对推进水表行业有序的发展产生

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全国水表产品监督和行业管理；有利于生产企业自身管理；

有利于用户选型。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

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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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本标准不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本标准无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本标准不涉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7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则、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

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专业领域中共有现行国家标准  项；行业标准  项。 

本标准属于“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标准体系中“流量仪表”小类，“翼轮

流量计”系列（见附图）。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则、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没有冲突。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是在水表行业内部标准的基础上进行编制的，因此本标准在讨论中无

重大分歧意见，只是增加了标准部分术语和定义，去掉了“水流量传感器”等细

小内容。  

9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

期） 

01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 

01

温
度
仪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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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量
仪
表

 

03
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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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4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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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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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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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录
仪

表
 

08

显
示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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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执
行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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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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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系
统

 

11

工
业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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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统

 

12

工
业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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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机
及
系

13

安
全
仪
表
系
统

 

14
在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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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装

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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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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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及
系
统

 

16

其
他
仪
器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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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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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工
业
应
用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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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标准发布后 6个月实施。 

11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  

   《水表产品型号编制方法》起草工作组 

     201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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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是在JB/T 9236—201X《工业自动化仪表产品型号编制原则》基础上，根据水表产品的原理、

结构及功能等特征进行分类并编制的。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4）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重庆市智能水表有限责任公司、无锡水表有限责任公司、苏州自来水表业有

限公司、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宁波市计量测试研究院、江西三川水表股份

公司、连云港连利水表有限公司、深圳市华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京兆水表有限责任

公司、宁波埃美柯水表有限公司、河南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旌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思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水表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姚灵、李明华、张云、魏庆华、张庆、严斌、赵建亮、黄朝晖、汤思孟、宋财

华、王润中、周千智、尹彬、虞建国、费战波、胡刚、郑岩、陆聪文。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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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表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表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产品型号的编制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封闭满管道中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的型号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78.1—2007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１部分：规范 
JB/T 9236  工业自动化仪表 产品型号编制原则 
JJG 162—2009  冷水水表 

3 术语和定义 

GB/T 778.1—2007和JJG 162—200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单流束旋翼式水表  single-jet rotor water meter 

单股流束冲击在转子边缘的某一处的旋翼式水表。 

3.2  

多流束旋翼式水表  multiple-jet rotor water meter 

多股流束同时冲击在转子边缘的某几处的旋翼式水表。 

3.3  

水平螺翼式水表  level turbine water meter (woltmann meter) 

螺旋翼片围绕流动轴线旋转的速度式水表。 

3.4  

垂直螺翼式水表  vertical turbine water meter 

螺旋翼片围绕垂直于流动轴线旋转的速度式水表。 

3.5  

旋转活塞式水表  rotary piston water meter 

由被逐次充满和排放水的已知容积的容室和凭借流动驱动的旋转活塞机构组成的容积式水表。 

3.6  

章动圆盘式水表  nutation disc water meter 

由被逐次充满和排放水的已知容积的容室和凭借流动驱动的章动圆盘机构组成的容积式水表。 

3.7  

射流水表  fluidic water meter 

利用射流附壁效应和流体反馈控制技术使管道内水流体在振荡腔内产生稳定振荡并推算出用水

量的速度式水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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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水表  ultrasonic water meter 

利用超声波在水流体中的传播时间差推算出管道内流量并积算用水量的速度式水表。 
3.9  

电磁水表  electromagnetic water meter  

    利用水流体在磁场中流动所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推算出管道内用水量的速度式水表。 

3.10  

涡街水表  vortex-shedding water meter 

利用卡门涡街原理，通过测量旋涡分离频率推算出管道内用水量的速度式水表。    
3.11  

干式水表  dry register water meter 

计数器与流量传感器相隔离，并且不浸入水中的水表。通常，传感机构的运动利用磁力作用传

递给机械计数器。 

3.12  

湿式水表  wet register water meter 

计数器浸入水中的水表。传感机构的运动直接传递给机械计数器。 

注：为了避免管道水质对计数器读数的影响，将计数字轮或者整个计数器密封在特殊配制的液体中，又称液封

水表。  
3.13  

预付费功能  pre-payment function  

采用IC卡数据交换和（或）网络接入技术，具有按照付费金额供给用水量的功能。 
3.14  

远传功能 remote-reading function 

具有水计量数据处理及远距离传输的功能。 

3.15  

定量控制功能 quantitative control function 

按照用水量（或时间）设定，具有自动控制阀门动作的功能。 

3.16  

预付费远传功能 pre-payment and remote-reading function 

同时具有预付费和数据远传的功能。 

3.17  

热水水表 hot water meter 

指最高允许工作温度大于30℃的各类水表。 

4 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4.1 组成 

水表产品的型号如下组成（见图1）。 
型号由2节组成，各节之间用一根短横线隔开。 
第1节最多由5位组成，每位用一个大写汉语拼音字母或英文字母表示。其中前2位按照JB/T 9236

的规定确定为“LX”，其含义为“流量仪表中的水表”。 
第2节为用若干位阿拉伯数字表示的公称通径。第2节增添辅助位，用于区别冷、热水表。 
注1：水表制造企业可根据需要增加第3节内容。第3节内容不构成产品型号的组成部分。 

注2：本标准对第3节编制方法不作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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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代号及其含义 

第1节的代号及其含义组成见表1。 
第2节第3位表示水表的测量原理和主要结构特征；第4位表示水表的局部结构特征；第5位表示

附加使用功能。 
    第2节辅助位用来表示测量冷、热水的水表，热水水表用“R”表示，冷水水表不加标注。 

 

图1 水表产品型号组成 

 

表1 第 1 节代号及其含义 

第 1、2 位 第 3 位 第 4 位        第 5 位 

 LX 水表   S  多流束旋翼式水表 

  D  单流束旋翼式水表  

  L  水平螺翼式水表  

  R  垂直螺翼式水表  

  F  复式水表  

  H  旋转活塞式水表 

  Z  章动圆盘式水表 

J  射流水表 

  C  超声水表 

  E  电磁水表 

  W  涡街水表 

  ※湿式（指机械水表） 

  G 干式（指机械水表） 

X 机械水表电子显示
★ 

 K  预付费功能 

 Y  远传功能 

 D  定量控制功能 

 F  预付费远传功能 

  注 1：※表示代号省略；
★
表示仅用电子显示器，无机械计数器。 

  注 2：第 1 节中的第 4 位、第 5 位可以允许不标注或仅标注其中的一位。如有省略位，后一位可以移至前一位。 

4.3 示例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DN15 多流束旋翼湿式冷水水表          LXS－15 

       DN20 单流束旋翼湿式冷水水表       LXD－20 

       DN25 多流束旋翼干式冷水水表          LXSG－25 

       DN15 单流束旋翼干式冷水水表       LXDG－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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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20 旋转活塞式冷水水表        LXH－20 

       DN25 多流束旋翼干式热水水表          LXSG－25R 

       DN20 多流束旋翼干式预付费冷水水表        LXSGK－20 

       DN150 垂直螺翼式冷水水表        LXR－150 

       DN100 水平螺翼式冷水水表        LXL－100 

       DN100 水平螺翼干式热水水表       LXLG－100R 

       DN15 多流束旋翼湿式远传冷水水表         LXSY－15 

       DN25 多流束旋翼干式远传冷水水表         LXSGY－25 

       DN50 水平螺翼干式远传冷水水表       LXLGY－50 

       DN32 射流远传热水水表        LXJY－32R 

       DN20 超声冷水水表         LXC－20 

       DN100 水平螺翼式电子显示远传冷水水表     LXLXY-100 

       DN15 多流束旋翼干式预付费远传冷水水表       LXSGF－15  

       DN15 多流束旋翼式电子显示远传冷水水表       LXSXY－15 

4.4 补充说明 

引进产品经有关部门确认国产化后，其型号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而国产化前允许暂沿用原型

号。 

型号中未能表达的订货所需的其他细节，可用订货代号进行补充说明。订货代号由制造企业以

企业标准的形式予以规定，并告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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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 

《射流水流量传感器》（报批稿）宣贯材料 

一．标准起草的背景情况介绍 

射流水流量传感器是一种基于射流流量传感技术的新型传感器，射流流量传感技术

是伴随射流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颖流量传感技术。该技术的特点是：1）利用流

体的附壁效应，使流体自身产生振荡，并利用其振荡频率与流速呈一定的函数关系这一

特性来实现流量测量。不但在微小流量检测中具有明显优势，而且测量范围宽、超量程

能力强；2）由于输出信号是与流体流速成正比的射流振荡频率量，因此流量信号获取

方便、检测灵敏度高；3）应用新颖电磁检测原理的射流流量传感器，可以消除被测液

体中空气、气泡和泥沙对测量结果的影响；4）传感器内无运动部件，结构牢固，不受

振动和撞击影响，便于集成化制造。 

射流水流量传感器其内部不含机械传动部件，不存在零部件磨损的问题，又对测量

的介质不敏感，计量精度高，使用寿命长，是一款性能优越的流体计量产品。以射流流

量传感技术为基础的射流水流量传感器，作为一种具有新型的传感技术的传感器，越来

越多地应用于冷热水表、流量计、流量变送器、热量表等仪器仪表当中。但缺乏对于评

判传感器优劣的依据，这就是这个标准出台的最根本的原因。 

二．射流水流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介绍 

1.传感器结构 

射流流量传感器通常由射流腔和振荡信号检测两部分组成。射流腔的作用是将被测

流体引入腔体，并使其产生稳定而持续的双稳态振荡；信号检测部分的作用是将与被测

流体流速成正比的振荡信号通过一定的传感原理及相应的敏感元件将其检出，供后续信

号处理电路使用，最终求得被测管道中流体的流速、流量以及累积流量等参数。 

射流腔的结构形式有多种，其中有代表性的结构见图 1。这类结构射流腔的主要特

点是在小流量测量条件下（即雷诺数较小的情况下）能很好地起振并持续振荡，因此具

有小的始动流量值，特别适合于在流量测量范围要求较宽的电子水表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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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射流计量腔结构示意图 

2.射流振荡原理 

1）附壁效应 

    当流体（水流或气流）有离开本来的流动方向，改为随著凸出的物体流动倾向的时

候，流体与它流过的物体表面之间存在面摩擦，这时流体的流速会减慢。只要物体表面

的曲率不是太大，依据流体力学中的伯努利原理，流速的减缓会导致流体被吸附在物体

表面上流动。见图 2。 

 

图 2  附壁效应 

2）射流振荡 

当流体由射流喷嘴射入，形成一条射流时，由于附壁效应，流束可随机依附两渐扩

侧壁中的任意一测。不管流束依附哪一侧，都将有一股流体流入该侧的反馈通道，再从

控制喷口返回并作用到主流，从而使主流偏向另一侧壁。在另一侧壁将产生同样的反馈

作用，又使主流回到原来的侧壁。由此随着流体的流动，产生持续的流体来回振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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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就叫做射流振荡。 

3）电磁感应 

    当水流通过射流喷嘴射入射流腔体后，由于传感器内部存在恒定的磁场，水流在附

壁效应与射流振荡的作用下，水流垂直于磁场方向来回摆动，产生感应电动势。由于我

们根据振荡频率与流速呈一定的函数关系这一特性来实现流量测量，因此将电极取得电

磁感应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的变化频率，作为水流量的输出信号源。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介绍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不断

完善”的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编写。 

2.主要内容介绍 

1）范围 

由于目前的技术水平与试验手段的有限，对于射流流量传感器这个标准来说，目前

涉及到的计量介质为水，暂不涉及到油和气等其他介质，因此本标准适用于以射流振荡

原理的射流冷热水表、射流流量计、射流流量变送器等水流量检测仪表中的传感器。为

了明确此射流传感器主要是对水介质进行测量，本标准的名称定为“射流水流量传感

器”。 

由于在 DN40 以上的传感器其射流振荡腔的结构形式会发生变化，也更为复杂，就

目前的技术条件暂没有涉及到对 DN40 以上的传感器的研发，待日后技术成熟，可对此

标准进行扩展。 

2）术语和定义 

A.“射流水流量传感器”是第一次以标准的形式出现，因此需要对射流水流量传感

器、以及对传感器的组成部分（射流振荡腔、振荡信号检测部件、传感信号预处理部件）

进行定义； 

B.“仪表系数”是表征传感器特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计算传感器重复性的关键

参数。因此需要对仪表系数进行定义； 

C.“重复性”是本标准中的关键技术指标，因此需要加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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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对在其他标准中所涉及到的术语和定义在此标准中不加累述。 

3）产品分类 

    本标准所涉及到的产品分类主要以传感器的连接方式、检测原理和使用环境为主要

分类依据。 

4）要求 

    标准规范性技术要素中关于“要求”的要素，本标准分二章进行表述：第 5 章 基

本参数和第 6章 技术要求。 

A.由于传感器主要用于水流量检测领域，因此传感器的公称通径及尺寸、以及连接

方式和压力损失均可参照 GB/T 778.1—2007 中的相关要求； 

B.输出信号为脉冲信号，为了便于统一规范，对脉冲电压进行规定，小于等于 0.2V

为低电平，大于等于 3V为高电平； 

C.由于传感器直接与水接触，便于安全起见以及便于对电源电压值的统一规范，电

源电压现要求小于 36V； 

D.由于传感器振荡腔中的水流体起振需要有一定的压力，因此有最低允许工作压力

的要求；同时为了确保安全性，传感器同时需要有最高允许压力的要求； 

E.传感器通过使流体振荡产生电信号，从而取得流量信号，这一特殊的工作原理使

得传感器对于安装方向上没有严格的限制，但对水流的流体状态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因

此对上下游流速场不规则变化的敏感度等级作出了规定； 

F.传感器覆盖的产品既包括了流量计、变送器，又包含了水表，而流量计及变送器

的流量测量范围比水表要求要窄得多，因此，传感器的测量范围既要覆盖流量计、变送

器等窄的流量范围，又要覆盖水表等高的流量范围，流量范围从低到高进行全覆盖，满

足不同产品的需要； 

G.通常，传感器静态指标主要可以用线性度和重复性两项指标来评价，并可作为其

准确度等级的依据。但经过大量试验后发现，在流量测量范围较宽的应用中（如应用于

水表），线性度与准确度等级指标很难匹配。这是因为射流水流量传感器的线性度误差

会随着测量范围的增加而增大，整个流量测量范围内非线性明显增加，因此，在这种情

况下，用线性度指标来评判射流流量传感器的准确度并不合适，且二次仪表可以采用嵌

入式微处理器进行信号处理，只要传感器的重复性符合要求，可以对传感器输出信号进

行非线性的校正；因此传感器的重复性才是决定传感器输出特性能否被微处理器进行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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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修正的最重要因素。 

H.在较宽的流量测量范围内，传感器的重复性会随着流量范围的增大而降低，因此

需要在整个流量测量范围内有高区和低区之分，引入分界流量的概念，以满足不同的流

量区间对于重复性的不同要求。由于 GB/T 778.3-2007 中 9.2.6.4 规定，被试水表包括

了射流水表，因此射流流量传感器很多的性能指标可以借鉴 778 的提法，包括对 Q2 流

量点的设置规定。分界流量的设定参照水表标准，即为最小流量的 1.6 倍。重复性规定

高区为准确度等级对应数值的 1/3，低区为准确度等级对应数值的 1/2;见下表 

 

I.由于传感器不具备数据运算和处理功能，不能够对脉冲当量进行标定，同时也没

有数值显示装置，只有脉冲输出装置，因此传感器不能够进行流量测量示值误差的计算，

只能够对脉冲输出的数量进行重复性或线性度计算，以此为依据对传感器的输出特性进

行评判。 

J.标准中涉及到关于传感器电磁环境及机械环境的几个影响因素均可参照 GB/T 

778.1—2007 中的相关标准。 

5）试验方法 

本标准中最关键的一个技术指标为重复性指标，因此重复性试验也是本标准中的一

个关键试验。 

A.本标准规定，重复性试验采用容积法或称重法； 

B.本标准中对检测装置每次测量输出脉冲数有一定的要求，即 1
01000N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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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计数量化误差小于等于准确度对应数值的 1/10(%)的需要。射流传感器的输出

信号频率是随着流量的减小而降低的，测量周期则相应地延长。当流量测量范围较宽时，

小流量的测量周期会比较长，为了减少检测的时间，可以通过脉冲检测装置进行脉冲周

期检测与基准信号插值来进行相应处理。 

C.测试之前，为了使传感器能够稳定地工作，需在流量上限值 70%~100%的范围内，

运行至少 5min 以上，方可进行试验； 

D.在流量范围内设七个流量点进行检测，以确保在整个流量范围内的重复性满足要

求； 

E.根据重复性的定义，在重复工作条件下，传感器对同一流量值按相同方向连续多

次测量，所得仪表系数间的相互一致程度，而仪表系数，即为流过传感器单位体积流体

所输出的脉冲数，因此，对于每个流量点每次测量的仪表系数的计算需满足 7.5.4 中式

（2）的要求。 

F.由于在测量时对脉冲数有严格的要求，也对测量次数有着一定的要求（测量次数

n≥3），相应测量时间会比较长，测量次数亦不会太多，也为了计算方便，因此重复性

的计算通过极差法的方法来进行。即每个流量点的通过多次测量后，计算所得的最大的

仪表系数与最小的仪表系数之差与平均仪表系数的比值，再除上一个极差系数，见 7.5.5

式（4），即为这个流量点的重复性。 

G.电磁环境影响试验、气候环境影响试验及机械环境影响试验等均参照 GB/T 778.3

—2007 中的相关条款。 

6）检验规则 

    传感器的检验分为型式试验和出厂检验两种，其中外观检查、耐压试验、重复性及

输出信号均需做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其余均只做型式试验，详见 8.2 中表 8。 

3.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在本标准的起草过程中主要是对射流水流量传感器的重复性进行重点试验，通过试

验验证本传感器的准确度和重复性的技术指标。 

由于在测量时对脉冲数有严格的要求，测量时间相应会比较长，测量次数不可能太

多，因此重复性的计算采用极差法的方法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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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流水流量传感器重复性试验(2012.7.9) 

公称口径 流量点（L/h） 
校准装置累

积流量 
脉冲数 

每次测

量的仪

表系数 

每个流量

点的仪表

系数 

每个流

量点的

重复性

（%） 

DN20(12 

000001#) 

Q4 5000 

100 2905.5 29.055 

29.023 0.13 100 2899 28.99 

100 2902.5 29.025 

Q3 4000 

100 2901.5 29.015 

28.9883 0.092 100 2897 28.97 

100 2898 28.98 

0.7(Q2+Q3) 2856 

100 2891 28.91 

28.8983 0.04 100 2889.5 28.895 

100 2889 28.89 

0.3(Q2+Q3) 1224 

100 2870 28.7 

28.6817 0.072 100 2868 28.68 

100 2866.5 28.665 

Q2 80 

50 1628 32.56 

32.5533 0.18 50 1630 32.6 

50 1625 32.5 

0.5(Q1+Q2) 65 

50 1620 32.4 

32.28 0.36 50 1612 32.24 

50 1610 32.2 

Q1 50 

50 1597 31.94 

31.94 0.22 50 1600 32 

50 1594 31.88 

 

通过实验数据可以看出，此射流水流量传感器在 Q1至 Q4的流量范围内，其重复性是

满足重复性等级 B级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 

                 《射流水流量传感器》起草工作组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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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 

《射流水流量传感器》（报批稿）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本标准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厅科〔2011〕165 号文下达的“关于印发 2011 年第

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一

分技术委员会（SAC/TC124/SC1）组织制订，计划编号：2011-1711T-JB。 

本标准起草单位：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计量测试研究院、浙江大学机械系、

无锡水表有限责任公司、苏州自来水表业有限公司、上海水表厂、江西三川水表股份公

司、宁波东海仪表水道有限公司、辽宁思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智能水表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源鼎新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甬岭供水设备有限公司、连云港连利水表有限公

司、安徽翼迈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亮、左富强、汤思孟、傅新、张云、史健君、张庆、朱煜、

俞志涛、张志平、林志良、魏庆华、李怡凡、张新忠、杨世荣、黄汉生。 

主要工作过程：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 

2.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不断

2012.4 起草标准草案及编制指导思想；成立起草工作组 

2012.5 召开工作组会议，讨论标准草案，确定标准制订的原则和框架 

2012.5～6 完成标准草案稿的编制，分发给工作组成员及相关专家，充分征求

意见，并修改标准草案，进行性能试验。 

2012.7～8 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完成编制说明和有关附件 

2012.9～12 经标委会同意并发文，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提交给标委会

委员和有关科研、检测机构、用户等广泛征求意见。 

2013.3 召开工作组第 2次会议，讨论标准送审稿。 

2013.4～7 征求意见，完成标准报批稿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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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编写。 

2.2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2.2.1  范围 

由于目前的技术水平与试验手段的有限，对于射流流量传感器这个标准来说，目前

涉及到的计量介质为水，暂不涉及到油和气等其他介质，因此本标准适用于以射流振荡

原理的射流冷热水表、射流流量计、射流流量变送器等水流量检测仪表中的传感器。为

了明确此射流传感器主要是对水介质进行测量，本标准的名称定为“射流水流量传感

器”。 

由于在 DN40 以上的传感器其射流振荡腔的结构形式会发生变化，也更为复杂，就

目前的技术条件暂没有涉及到对 DN40 以上的传感器的研发，待日后技术成熟，可对此

标准进行扩展。 

2.2.2 术语和定义 

· “射流水流量传感器”是第一次以标准的形式出现，因此需要对射流水流量传感

器、以及对传感器的组成部分（射流振荡腔、振荡信号检测部件、传感信号预处

理部件）进行定义； 

· “仪表系数”是表征传感器特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计算传感器重复性的关键

参数。因此需要对仪表系数进行定义； 

· “重复性”是本标准中的关键技术指标，因此需要加以定义； 

· 对在其他标准中所涉及到的术语和定义在此标准中不加累述。 

2.2.3  产品分类 

     本标准所涉及到的产品分类主要以传感器的连接方式、检测原理和使用环境为主

要分类依据。 

2.2.4  要求 

     标准规范性技术要素中关于“要求”的要素，本标准分二章进行表述：第 5章 基

本参数和第 6章 技术要求。 

· 由于传感器主要用于水流量检测领域，因此传感器的公称通径及尺寸、以及连接

方式和压力损失均可参照 GB/T 778.1—2007 中的相关要求； 

· 输出信号为脉冲信号，为了便于统一规范，对脉冲电压进行规定，小于等于 0.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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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电平，大于等于 3V为高电平； 

· 由于传感器直接与水接触，便于安全起见以及便于对电源电压值的统一规范，电

源电压现要求小于 36V； 

· 由于传感器振荡腔中的水流体起振需要有一定的压力，因此有最低允许工作压力

的要求；同时为了确保安全性，传感器同时需要有最高允许压力的要求； 

· 传感器通过使流体振荡产生电信号，从而取得流量信号，这一特殊的工作原理使

得传感器对于安装方向上没有严格的限制，但对水流的流体状态还是有一定的要

求，因此对上下游流速场不规则变化的敏感度等级作出了规定； 

· 传感器覆盖的产品既包括了流量计、变送器，又包含了水表，而流量计及变送器

的流量测量范围比水表要求要窄得多，因此，传感器的测量范围既要覆盖流量计、

变送器等窄的流量范围，又要覆盖水表等高的流量范围，流量范围从低到高进行

全覆盖，满足不同产品的需要； 

· 通常，传感器静态指标主要可以用线性度和重复性两项指标来评价，并可作为其

准确度等级的依据。但经过大量试验后发现，在流量测量范围较宽的应用中（如

应用于水表），线性度与准确度等级指标很难匹配。这是因为射流水流量传感器

的线性度误差会随着测量范围的增加而增大，整个流量测量范围内非线性明显增

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用线性度指标来评判射流流量传感器的准确度并不合

适，且二次仪表可以采用嵌入式微处理器进行信号处理，只要传感器的重复性符

合要求，可以对传感器输出信号进行非线性的校正；因此传感器的重复性才是决

定传感器输出特性能否被微处理器进行误差修正的最重要因素。 

· 在较宽的流量测量范围内，传感器的重复性会随着流量范围的增大而降低，因此

需要在整个流量测量范围内有高区和低区之分，引入分界流量的概念，以满足不

同的流量区间对于重复性的不同要求。由于 GB/T 778.3-2007 中 9.2.6.4 规定，

被试水表包括了射流水表，因此射流流量传感器很多的性能指标可以借鉴 778 的

提法，包括对 Q2 流量点的设置规定。分界流量的设定参照水表标准，即为最小

流量的 1.6 倍。重复性规定高区为准确度等级对应数值的 1/3，低区为准确度等

级对应数值的 1/2; 

· 由于传感器不具备数据运算和处理功能，不能够对脉冲当量进行标定，同时也没

有数值显示装置，只有脉冲输出装置，因此传感器不能够进行流量测量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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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只能够对脉冲输出的数量进行重复性或线性度计算，以此为依据对传感

器的输出特性进行评判。 

· 标准中涉及到关于传感器电磁环境及机械环境的几个影响因素均可参照 GB/T 

778.1—2007 中的相关标准。 

2.2.5 试验方法 

本标准中最关键的一个技术指标为重复性指标，因此重复性试验也是本标准中的一

个关键试验。 

· 本标准规定，重复性试验采用容积法或称重法； 

· 本标准中对检测装置每次测量输出脉冲数有一定的要求，即 1
01000N    ，这是

为了满足计数量化误差小于等于准确度对应数值的 1/10(%)的需要。射流传感器

的输出信号频率是随着流量的减小而降低的，测量周期则相应地延长。当流量测

量范围较宽时，小流量的测量周期会比较长，为了减少检测的时间，可以通过脉

冲检测装置进行脉冲周期检测与基准信号插值来进行相应处理。 

· 测试之前，为了使传感器能够稳定地工作，需在流量上限值 70%~100%的范围内，

运行至少 5min 以上，方可进行试验； 

· 在流量范围内设七个流量点进行检测，以确保在整个流量范围内的重复性满足要

求； 

· 根据重复性的定义，在重复工作条件下，传感器对同一流量值按相同方向连续多

次测量，所得仪表系数间的相互一致程度，而仪表系数，即为流过传感器单位体

积流体所输出的脉冲数，因此，对于每个流量点每次测量的仪表系数的计算需满

足 7.5.4 中式（2）的要求。 

· 由于在测量时对脉冲数有严格的要求，也对测量次数有着一定的要求（测量次数

n≥3），相应测量时间会比较长，测量次数亦不会太多，也为了计算方便，因此

重复性的计算通过极差法的方法来进行。即每个流量点的通过多次测量后，计算

所得的最大的仪表系数与最小的仪表系数之差与平均仪表系数的比值，再除上一

个极差系数，见 7.5.5 式（4），即为这个流量点的重复性。 

· 电磁环境影响试验、气候环境影响试验及机械环境影响试验等均参照 GB/T 

778.3—2007 中的相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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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检验规则 

     传感器的检验分为型式试验和出厂检验两种，其中外观检查、耐压试验、重复性

及输出信号均需做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其余均只做型式试验，详见 8.2 中表 8。 

3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在本标准的起草过程中主要是对射流水流量传感器的重复性进行重点试验，通过试

验验证本传感器的准确度和重复性的技术指标。 

由于在测量时对脉冲数有严格的要求，测量时间相应会比较长，测量次数不可能太

多，因此重复性的计算采用极差法的方法来进行。 

射流水流量传感器重复性试验(2012.7.9) 

公称口

径 
流量点（L/h） 

校准装置

累积流量 
脉冲数 

每次测

量的仪

表系数 

每个流

量点的

仪表系

数 

每个流

量点的

重复性

（%） 

DN20(12 

000001#

) 

Q4 5000 

100 2905.5 29.055 

29.023 0.13 100 2899 28.99 

100 2902.5 29.025 

Q3 4000 

100 2901.5 29.015 

28.9883 0.092 100 2897 28.97 

100 2898 28.98 

0.7(Q2+Q3

) 
2856 

100 2891 28.91 

28.8983 0.04 100 2889.5 28.895 

100 2889 28.89 

0.3(Q2+Q3

) 
1224 

100 2870 28.7 

28.6817 0.072 100 2868 28.68 

100 2866.5 28.665 

Q2 80 

50 1628 32.56 

32.5533 0.18 50 1630 32.6 

50 1625 32.5 

0.5(Q1+Q2

) 
65 

50 1620 32.4 

32.28 0.36 50 1612 32.24 

50 1610 32.2 

Q1 50 

50 1597 31.94 

31.94 0.22 50 1600 32 

50 1594 31.88 

4 知识产权说明（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应提供全

部专利所有权人的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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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5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基于射流振荡原理的流量传感器作为新型的水计量仪表，代表了一种新的测量技

术，与传统的计量仪表相比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广阔的发展应用前景，国内外已有多家研

究机构和企业进行了相关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美国也已发表了 ANSI/AWWA C713《射流振

荡型冷水水表》的标准。目前国内外生产跟射流流量传感器相关产品的公司比较著名的

有 Severn Trent Services 公司、Sontex 公司和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等，但在国内无

相应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对这类产品进行技术规范和指导。因此，现阶段亟需制定一部

行业标准，作为研发和生产射流流量传感器的指导性技术文件。 

起草制定的射流水流量传感器的标准，在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基础

上，对流量传感器的原理、组成、结构、尺寸要求、材料要求、性能参数特性、试验方

法等作了相应的规定，为规范射流流量传感器的研发、生产和发展提供了依据和支持。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国

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ANSI/AWWA C713《射流振荡型冷水水表》是美国颁布的关于射流振荡型冷水水表标

准，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部与射流流量传感器相关的标准，该标准对射流水表的腔

体、结构、材料、几何尺寸、性能指标等均有所表述，本标准起草的时候部分借鉴了

该标准的表述。 

该行业标准参考引用了 GB/T 778.1～3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

表和热水水表》（等同采用 ISO 4064-1～3:2005）等标准中的相关条款。 

因为国外样品（Severn Trent Services 公司的射流水表）集合了二次仪表，已对

脉冲当量进行了标定和误差曲线校正，无脉冲输出端口，无法对传感器的输出脉冲进行

重复性试验，因此该行业标准在制定时未进行国外样品、样机的输出脉冲的重复性测试。 

本标准部分借鉴了 JB/T 9249-1999《涡街流量传感器》关于传感器输出脉冲输出重

复性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7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则、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

准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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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领域中共有现行国家标准 28项，行业标准 14项。 

本专业领域标准体系框架图如下： 

本标准属于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标准体系中第三层“07射流流量计”。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则、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没有冲突。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会议对征求意见稿作出下列修改：  

1、 为了区别各级射流流量传感器的严酷度等级及适应要求，将传感器的工作环境

条件中温 

度由“-25℃～+55℃”修改为“安装在室内固定式温度范围为+5℃～+55℃；安

装在室外固定式及移动式的温度范围为-25℃～+55℃”； 

 

2、 参比流量由原来的“0.3× (Q2 + Q3)”改为“ 0.7× (Q2 + Q3)”。这是因

为：设置参比流量的目的，是为保证仪器仪表性能试验的测量结果能有效比对而

规定的一组带有允差的影响量的值和(或)范围。在该条件下，测量仪器仪表的可

容许的不确定度或误差限最小。 以这个原则，将参比流量设定为0.7（Q2+Q3）

更加适宜，因为流量越大，相对的仪表性能就越稳定，重复性越好。 

3、 增加了在施加影响量试验时的条件以及评判标准。主要是为了与GB/T 

778.3-2007中的相关条款相对应。 

9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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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 

建议在标准发布后 6个月后实施。 

11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射流水流量传感器》起草工作组 

          201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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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4）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计量测试研究院、浙江大学机械

系、无锡水表有限责任公司、苏州自来水表业有限公司、上海水表厂、江西三川水表股

份公司、宁波东海仪表水道有限公司、辽宁思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智能水表有限

公司、深圳市兴源鼎新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甬岭供水设备有限公司、连云港连利水表

有限公司、安徽翼迈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亮、左富强、汤思孟、张云、胡亮、张庆、朱煜、俞志涛、

张志平、林志良、史健君、魏庆华、李怡凡、张新忠、杨世荣、黄汉生。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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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射流水流量传感器由射流振荡腔、振荡信号检测部件及传感信号预处理部件等组

成。当流体流过射流振荡腔时，由于流体的附壁效应和采用的流体反馈控制技术，使流

体在腔体内发生稳定的振荡，通过信号检测电路可以将振荡信号检出并作预处理，供后

续信号处理部分使用。因射流振荡腔内流体振荡频率与流速呈固定函数关系，因此可以

应用检出的振荡频率实现对封闭管道内流体的流速、流量乃至累积流量的测量。 
射流水流量传感器内部不含机械运动部件，具有流量测量范围宽、工作稳定性好、使用寿命长、批

产性能一致性优、加工装配方便等特点，特别适用于封闭满管道中单相流流体的流量测量之用。 

本标准制定中参考了国家标准GB/T 778.1～3—2007和行业标准JB/T 9249—1999，并结合我国射流

水流量传感器的研制、生产、使用等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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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流水流量传感器 

5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射流水流量传感器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低压直流（或电池）供电、脉冲信号输出的封闭满管道射流振荡型水流量传感器

（以下简称传感器），也适用于射流冷、热水水表、射流流量计、射流流量变送器等水流量检测仪

表中的公称通径小于等于DN40，最高允许工作压力（MAP）大于等于1.0 MPa，最高允许工作温度

（MAT）小于100℃的传感器。 

6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778.1—2007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１部分：规范 
GB/T 778.3—2007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3部分：试验方

法和试验设备 
GB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13384—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219—1998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T 25480－2010  仪器仪表运输、储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 

7 术语和定义 

GB/T 778.1—200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7.1  
射流水流量传感器  fluidic-oscillator type water flow transducer 

利用射流附壁效应和流体反馈控制技术使流体在振荡腔内产生稳定振荡的一种水流量传感器。

在整个流量测量范围内，流体振荡频率与管道中流体的流速成固定函数关系，可通过信号检测电路

将流体振荡频率检出并作预处理。射流水流量传感器由射流振荡腔、振荡信号检测部件及传感信号

预处理部件等组成。 

7.2  
射流振荡腔  fluidic-oscillator cavity 

能使流体产生稳定周期振荡的腔体。 

7.3  
振荡信号检测部件  fluidic-oscillator signal measuring unit 

使射流振荡腔内水流振荡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检测部件。 

7.4  
传感信号预处理部件  signal pretreatment unit 

对射流振荡电信号进行预处理的部件。其功能通常有：放大、滤波、整形、电平匹配等，并由

它将射流振荡电信号转化成脉冲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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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仪表系数  meter factor 

传感器流过单位体积流体时所输出的脉冲数。 

7.6  
重复性误差  repeatability error 

在同一工作条件下，传感器对同一流量值按相同方向连续多次测量，所得仪表系数间的相互一

致程度。 

8 产品分类 

8.1 按传感器的连接方式分类 

按传感器的连接方式分为： 

a）螺纹连接方式； 

b） 法兰连接方式。 

8.2 按射流振荡信号检测方式分类 

按射流振荡信号检测方式分为： 

a）速度式检测方式； 

b) 压力式检测方式； 

c) 其他检测方式。 

8.3  按气候和机械环境条件分类 

按气候和环境条件分为： 

a）安装在室内的固定式； 

b）安装在室外的固定式； 

c）移动式； 

8.4  按电磁环境分类 

按电磁环境分为： 

a) 住宅、商业和轻工业； 

b）工业； 

9 基本参数 

9.1 公称通径和总尺寸 

应符合 GB/T 778.1—2007 中 4.1.1 的要求。 

9.2 螺纹连接端和法兰连接端 

应符合GB/T 778.1—2007中4.1.2和4.1.3的要求。 

9.3 逆流 

传感器不能够计量逆流，其余应符合GB/T 778.1—2007中5.2.6的要求。 

9.4 零流量脉冲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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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为零时，脉冲数为零。 

9.5 电源 

传感器的供电采用低压外接直流电源或内置电池供电，电压应小于等于36V。 

9.6 额定工作条件 

9.6.1 环境条件 

传感器的工作环境条件为： 

a) 温度：安装在室内固定式温度范围为+5℃～+55℃；安装在室外固定式及移动式的温度范围

为-25℃～+55℃； 
b) 相对湿度：5%～90%； 
c) 大气压力：86kPa～106 kPa。 

9.6.2 介质条件 

被测介质应符合下列条件： 

a) 属性：被测介质应是单相水流体或者可以认为是单相水流体； 

b) 温度范围：管道内水的最低允许工作温度（mAT）为0.1℃，最高允许工作温度（MAT）分

为5个等级，见表1。 
表1 温度范围 

等级 
最低允许工作温度（mAT） 

℃ 

最高允许工作温度（MAT） 

℃ 

参比温度 

℃ 

T30 0.1 30 20 

T50 0.1 50 20 

T70 0.1 70 20 ；50 

T90 0.1 90 20 ；50 

T100 0.1 100 20 ；50 

c) 压力范围：管道内水的最低允许工作压力mAP应达到0.03MPa。传感器的最高允许工作压力

MAP应大于等于1.0MPa，分为四个压力等级，见表2。 

表2 压力范围 

等级 
最高允许工作压力（MAP） 

MPa (bar) 

参比条件 

MPa (bar) 

MAP 10 1.0 (10) 0.2 (2) 

MAP 16 1.6 (16) 0.2 (2) 

MAP 25 2.5 (25) 0.2 (2) 

MAP 40 4.0 (40) 0.2 (2) 

9.6.3 安装条件 

传感器的安装条件应符合下述要求: 

a) 传感器应安装在封闭满管道的水管内，应水平或垂直安装（流体的流向自下而上），在轴

线方向上可任意旋转，传感器的公称通径要与安装管道相适应； 

b) 传感器的上游和下游按照需要，宜配置一定长度的直管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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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准确度等级 

传感器的准确度等级分为A、B、C、D四个等级。 

9.8 计量特性 

9.8.1 常用流量 

传感器的常用流量 Q3（m3/h）的数值可以从下列数字当中选取： 
1.6   2.5   4.0   6.3   10   16   25 

如有需要，可参照 GB/T 778.1—2007 中 5.1.1 的要求，将常用流量选取值向两端扩展。 

9.8.2 流量测量范围 

流量测量范围由常用流量 Q3和最小流量 Q1的比值确定，其数值可以从下列数字当中选取： 
10   20   25   31.5   40   50   63   80   100   125   160   200    

如有需要，可参照 GB/T 778.1—2007 中 5.1.2 的要求，将流量测量范围的选取值向两端扩展。 

9.8.3 过载流量(Q4)与常用流量(Q3)的关系 

过载流量由下式确定： 
Q4/Q3=1.25 

9.8.4 分界流量(Q2)与最小流量(Q1)的关系 

分界流量由下式确定： 
Q2/Q1=1.6 

9.8.5 参比流量 

参比流量由下式确定： 

参比流量= 0.7× (Q2 + Q3) 

10 技术要求 

10.1 传感器材料 

用于测量生活饮用水的传感器的涉水材料，应符合GB/T 778.1—2007中6.1.3的相关要求。 

10.2 外观 

传感器外表面应无明显划伤、砂孔、裂纹等缺陷；所有可见文字符号应清晰，且不易脱落。 

10.3 压力损失 

传感器的压力损失应符合 GB/T 778.1—2007 中 4.3 的要求。在 Q1～Q3的流量范围内，传感器的

压力损失不超过 0.063MPa。 

10.4 耐压强度 

在水压增大到传感器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 1.6 倍时保持 15min，应不泄漏、不损坏； 
在水压增大到传感器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 2 倍时保持 1min，应不泄漏、不损坏。 

10.5 重复性误差 

在流量测量范围内，传感器的重复性误差应符合表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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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重复性误差 

准确度等级 A B C D 

高区重复性误差

（%） 

（Q2≤Q≤Q4） 

0.17 0.33 0.50 0.67 

低区重复性误差

（%） 

（Q1≤Q＜Q2） 

0.25 0.50 0.75 1.00 

10.6 流动剖面敏感度等级 

制造商应详细说明需要使用的流动调整段和（或）直管段，并将其作为被检测的这一类传感器

的辅助装置。流动剖面敏感度等级见表4和表5。 

表4 对上游流速场不规则变化的敏感度等级（U） 

等级 必须的直管段（×DN） 需要整流器 

U0 0 否 

U3 3 否 

U5 5 否 

U10 10 否 

U0S 0 是 

U3S 3 是 

U5S 5 是 

U10S 10 是 

表5 对下游流速场不规则变化的敏感度等级（D） 

等级 必须的直管段（×DN） 需要整流器 

D0 0 否 

D3 3 否 

D5 5 否 

D0S 0 是 

D3S 3 是 

10.7 电源电压变化 

当电源电压变化在公称值-15%～+10%的范围内时，传感器的重复性应满足6.5的要求。 

10.8 输出信号 

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为脉冲信号，其中: 

    脉冲电压：低电平≤0.2V；高电平≥3V。 

10.9 电磁环境影响 

10.9.1 静电放电 

应符合GB/T 778.1—2007中 6.7.5.5.10的要求，检验直接和间接静电放电条件下是否符合 6.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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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10.9.2 电磁敏感性 

应符合GB/T 778.1—2007中6.7.5.5.11的要求，检验电磁条件下是否符合6.5的规定。 

10.9.3 静磁场 

应符合GB/T 778.1—2007中6.7.5.5.12的要求，检验静磁条件下是否符合6.5的规定。 

10.10 气候环境影响 

10.10.1 高温 

应符合GB/T 778.1—2007中6.7.5.5.2的要求，检验高环境气温条件下是否符合6.5的规定。 

10.10.2 低温 

应符合GB/T 778.1—2007中6.7.5.5.3的要求，检验低环境气温条件下是否符合6.5的规定。 

10.10.3 交变湿热 

应符合GB/T 778.1—2007中6.7.5.5.4的要求，检验高湿度结合温度循环变化后是否符合6.5的规

定。 

10.11 机械环境影响 

10.11.1 振动（随机） 

应符合GB/T 778.1—2007中6.7.5.5.6的要求，检验随机振动后是否符合6.5的规定。此项试验通常

仅适用于移动式传感器。 

10.11.2 机械冲击 

应符合GB/T 778.1—2007中6.7.5.5.7的要求，检验机械冲击后是否符合6.5的规定。 

10.12 抗运输振动与冲击性能  

在包装运输条件下，传感器经 GB/T 25480－2010 中 4.5 的规定试验后，均应不损坏，应能符合

6.5 的规定。 

10.13 外壳防护  

 传感器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GB 4208—2008 中的 IP54。 

11 试验方法 

11.1 传感器材料 

用于测量生活饮用水的传感器的涉水材料，应按GB/T 17219—1998的规定进行安全性检验。 

11.2 外观 

用目测的方法检查传感器的外观是否符合 6.2 的要求。 

11.3 压力损失 

按 GB/T 778.3—2007 中第 7 章的规定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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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耐压强度 

传感器耐压强度试验按下列条件进行： 
a) 型式试验时按 GB/T 778.3—2007 中第 6 章的规定进行； 
b) 出厂检验时按 GB/T 778.3—2007 中 11.2 的规定进行。 

11.5 重复性 

11.5.1 试验方法 

传感器的重复性试验按下列方法进行： 

a) 传感器的重复性试验可采用容积法或称重法； 
b) 检测装置的不确定度必须小于或等于被校传感器重复性误差的 1/2。 
c) 检测装置每次测量输出脉冲数应满足式（1）的要求： 

 
1

01000N      ............................................................................ (1) 

式中： 
N ——检测装置输出的脉冲数； 
δ0 ——脉冲系数，按照表 6 进行选择。 

表6 脉冲系数 δ0 

准确度等级 A B C D 

δ0 0.5 1 1.5 2 

11.5.2 试验条件 

传感器的重复性误差试验应符合以下条件： 

a) 流量：应符合7.5.3中b)的要求； 
b) 环境温度范围：15℃～25℃； 
c) 环境相对湿度：45%～75%； 
d) 环境气压范围：86kPa～106kPa 
e) 工作水温：见5.6.2中表1的“参比温度”； 
f) 工作水压：0.2MPa。 

每次试验期间，试验条件范围内的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变化应不大于10%；试验环境中不应出现意

外扰动等影响。 

11.5.3 试验步骤 

传感器试验步骤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a) 将传感器按照 5.6.3 的要求水平安装在流量校准装置上，在其流量上限值 70%～100%范围

内，至少运行 5min 后进行试验； 
b) 在传感器的流量范围内选择 Q1、0.5（Q1+Q2）、Q2、0.3（Q2+Q3）、0.7（Q2+Q3）、Q3、

Q4 七个流量点，每个流量点的实际流量值应不超过规定值的±5%；当 Q3/ Q1 小于等于 40
时，流量测量点为 Q1、Q2、0.5（Q2+Q3）和 Q3。 

c) 按照规定的流量点进行校验，每点连续测量次数至少三次。 

11.5.4 每个流量点的平均仪表系数K 的计算 

传感器的平均仪表系数按以下公式计算： 



JB/T ×××××—×××× 

68 

 

a) 按式（2）计算各流量点每次测量的仪表系数： 

 
i

i
i V

NK   ......................................... (2) 

式中： 

Ki ——各流量点每次测量的仪表系数，单位为1/L或1/m³； 
Vi——各流量点每次测量时流经校准装置的水的体积，单位为 L或 m³； 

Ni——各流量点每次测量时传感器输出的脉冲数。 

b) 按式（3）计算各流量点的平均仪表系数： 

 
n

K
K

n

i
i

 1  ........................................ (3) 

式中： 

K — 各流量点的平均仪表系数，单位为 1/L 或 1/m³； 

    n —各流量点的测量次数（n≥3）。 

11.5.5 计算重复性 

按式（4）计算各流量点的重复性：   

 %100minmax 




Kd
KK

n

ii   ................................. (4) 

式中： 

δ ——传感器在某一流量点的重复性； 
某一流量点n次测量中的最大仪表系数，1/ L； 
某一流量点n次测量中的最小仪表系数，1/ L； 
dn——极差系数。 可根据测量次数n从表7中查得。

 

各流量点重复性中的最大值作为传感器的重复性。 

表7 极差系数 dn  

n 3 4 5 6 7 8 9 10 12 

nd  1.69 2.06 2.33 2.53 2.7 2.85 2.97 3.08 3.26 

11.6 流动剖面敏感度等级 

按GB/T 778.3—2007中5.12的规定进行试验。 

11.7 电源电压变化 

将电源电压分别调到公称值的 110%和 85%，按 7.5 的方法再进行重复性试验。被测传感器应处

于参比流量条件下。 

11.8 输出信号检测 

当传感器的负载在制造厂规定的范围内变化时，脉冲信号的电平值应符合 6.8 的要求。 

11.9 电磁环境影响 

11.9.1 静电放电 



JB/T ×××××—×××× 

69 

 

按 GB/T 778.3—2007 中 9.4.1 的规定进行试验。检验在施加直接和间接静电放电期间传感器是

否符合 6.5 的要求。测试重复性时，被测传感器应处于参比流量条件下。施加静电放电期间取得的

重复性误差与试验前在参比条件下取得的重复性误差，两者之差应不超过“高区”最大允许误差的

二分之一。 

11.9.2 电磁敏感性 

按 GB/T 778.3—2007 中 9.4.2 的规定进行试验。检验传感器受到辐射电磁场影响时传感器是否

符合 6.5 的要求。测试重复性时，被测传感器应处于参比流量条件下。施加辐射电磁场期间取得的

重复性误差与试验前在参比条件下取得的重复性误差，两者之差应不超过“高区”最大允许误差的

二分之一。 

11.9.3 静磁场 

按GB/T 778.3—2007中9.4.3的规定进行试验。检验在静磁场影响下传感器是否符合6.5的要求。

测试重复性时，被测传感器应处于参比流量条件下。在试验条件下，被试传感器的重复性误差应不

超过“高区”的最大允许误差； 

11.10 气候环境影响 

11.10.1 高温 

按 GB/T 778.3—2007 中 9.3.1 的规定进行试验。检验在施加高环境温度期间传感器是否符合 6.5
的要求。测试重复性时，被测传感器应处于参比流量条件下。在试验条件下，被试传感器的重复性

误差应不超过“高区”的最大允许误差； 

11.10.2 低温 

按 GB/T 778.3—2007 中 9.3.2 的规定进行试验。检验在施加低环境温度期间传感器是否符合 6.5
的要求。测试重复性时，被测传感器应处于参比流量条件下。在试验条件下，被试传感器的重复性

误差应不超过“高区”的最大允许误差； 

11.10.3 交变湿热 

按 GB/T 778.3—2007 中 9.3.3 的规定进行试验。检验在施加高湿结合温度交替变化的试验条件

后传感器是否符合 6.5 的要求。测试重复性时，被测传感器应处于参比流量条件下。在试验条件下，

被试传感器的重复性误差应不超过“高区”的最大允许误差； 

11.11 机械环境影响 

11.11.1 振动（随机） 

按 GB/T 778.3—2007 中 9.3.4 的规定进行试验。检验施加随机振动后被试传感器是否符合 6.5 的

要求。 

11.11.2 机械冲击 

按 GB/T 778.3—2007 中 9.3.5 的规定进行试验。检验在施加机械冲击后传感器是否符合 6.5 的要

求。 

11.12 抗运输振动与冲击性能 

传感器在包装条件下按 GB/T 25480—2010 中 4.5 的规定进行抗运输振动和冲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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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外壳防护 

按 GB 4208-2008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12 检验规则 

12.1 检验分类 

传感器的检验分型式试验和出厂检验两种。 

12.2 出厂检验 

传感器的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8，传感器经检验合格后封印，并附产品合格证。 

表8 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项目表 

序号 项  目 技术要求条款号 试验方法条款号 型式试验 出厂检验 

1 材料卫生检测 6.1 7.1 √  

2 外观检查 6.2 7.2 √ √ 

3 压力损失 6.3 7.3 √  

4 耐压试验 6.4 7.4 √ √ 

5 重复性误差 6.5 7.5 √ √ 

6 流动剖面敏感度等级 6.6 7.6 √  

7 电源电压变化 6.7 7.7 √  

8 输出信号 6.8 7.8 √ √ 

9 电磁环境影响 

静电放电 6.9.1 7.9.1 √  

电磁敏感性 6.9.2 7.9.2 √  

静磁场 6.9.3 7.9.3 √  

10 气候环境影响 

高温 6.10.1 7.10.1 √  

低温 6.10.2 7.10.2 √  

交变湿热 6.10.3 7.10.3 √  

11 机械环境影响 
振动 6.11.1 7.11.1 √  

机械冲击 6.11.2 7.11.2 √  

12 抗运输振动与冲击性能 6.12 7.12 √  

13 外壳防护 6.13 7.13 √  

注：“√”表示需要检验的项目。 

8.3 型式试验 

8.3.1 试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传感器应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设计定型鉴定及批试生产定型鉴定； 
b)  当结构、工艺或主要材料有所改变，可能影响其符合本标准及产品技术条件时； 
c)  批量生产间断一年后重新投入生产时； 
d)  正常生产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一般为 3 年）进行一次；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的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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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试验项目 

传感器的型式试验项目见表 8。 

8.3.3 试验数量 

每种规格的传感器试验数量一般为 3 个。 

13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13.1 标志 

传感器应清楚、永久地在外壳或铭牌上集中或分散标志以下信息： 

a) 制造厂名或商标； 
b) 产品的名称及型号； 
c) 制造年月和编号； 
d) 流体流动方向； 
e) Q3，Q3/Q1； 
f) Q3下的平均仪表系数； 
g) 准确度等级； 
h) 温度等级； 
i) 压力等级。 

13.2 包装 

传感器的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2008 的规定，其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2008 的规定。 

13.3 运输 

传感器的运输应符合 GB/T 25480—2010 的规定。传感器按规定装入运输箱后，可用无强烈震动

交通工具运输。运输途中不应受雨、霜、雾等直接影响。按标志向上放置并不受挤压撞击等损伤。 

13.4 贮存 

13.4.1 贮存环境 

传感器应贮存在环境干燥、通风好，且在空气中不含有腐蚀性介质的场所，并满足以下要求： 
c) 环境温度-25℃～+55℃； 
d) 相对湿度不大于 90%； 
e) 层叠高度不超过五层。 

13.4.2 贮存时间 

传感器贮存时间不应超过 6 个月，超过 6 个月后应重新进行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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