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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起草的背景情况
1.1 标准起草的必要性

按照《GB/T 778-2007：封闭管道饮用冷水和热水水表》中规定，水表

产品的分类按照产品传感原理和机械结构分类分为：

* 机械水表

* 带电子装置水表

* 电子水表



1.2 适用范围

射流水表

射流热量表

射流流量计

射流流量变送器

……



1.3 什么是射流水流量传感器



1.4 射流水流量传感器的结构组成



射流振荡腔结构示意

图



射流振荡腔结构实物图



射流流量传感器计量腔内部不含

机械传动部件，不存在零部件磨损
的问题，且该传感器不受沙粒、空
气等杂质的影响，对计量水质的要
求较低；同时几乎不受流体的组成、
密度、粘度和压力等因素的影响，
使用寿命长。

计量腔内部经过特种工艺处理，
表面内部相当光滑 ，且由于其内
部结构和工作原理的特殊性，可以
在整个使用过程中不结垢，能够保
证在该型热能表的整个使用寿命内
对热量进行精确的计量。

1.5 射流水流量传感器特点



作为水表的基表 ，其量程
比为160～200倍；作为热量表
的基表，其量程比为100倍，处
于国内领先水平。

局限性

流量上限：受到压力损失的限制

流量下限：受到最小起振流量要求
的影响



安装位置没有严格

限制 ，不同的安装方

式对计量精度不影响。

安装位置没有严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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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壁效应

2、射流水流量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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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就

叫做射流振荡。





射流频率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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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介绍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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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主要内容介绍

3.2.1 范围

计量介质为水，暂不涉及到油和气等其他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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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DN40及以下口径的传感器。



3.2.2 主要的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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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述。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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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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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射流振荡信号检测方式分类

a）速度式检测方式；

b) 压力式检测方式；

c) 其他检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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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室内的移动式；



按电磁环境分为：

a) 住宅、商业和轻工业；

b）工业；



3.2.4 主要要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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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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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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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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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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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M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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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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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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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传感器的重复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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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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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以此为依据对

传感器的输出特性进行评判。

9、标准中涉及到关于传感器电磁环境及机械环境的几个

影响因素均参照GB/T 778.1—2007中的相关标准。



3.2.5 试验方法

本标准中最关键的一个技术指标为重复性指标，因此重复性试验是本
标准中的一个关键试验。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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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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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流量点的平均仪表系数 的计算K
传感器的平均仪表系数按以下公式计算：

a) 按式（2）计算各流量点每次测量的仪表系数：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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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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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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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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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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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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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100 2899 28.99

100 2902.5 29.025

Q3 4000

100 2901.5 29.015

28.9883 0.092100 2897 28.97

100 2898 28.98

0.7(Q2+Q3) 2856

100 2891 28.91

28.8983 0.04100 2889.5 28.895

100 2889 28.89

0.3(Q2+Q3) 1224

100 2870 28.7

28.6817 0.072100 2868 28.68

100 2866.5 28.665

Q2 80

50 1628 32.56

32.5533 0.1850 1630 32.6

50 1625 32.5

0.5(Q1+Q2) 65

50 1620 32.4

32.28 0.3650 1612 32.24

50 1610 32.2

Q1 50

50 1597 31.94

31.94 0.2250 1600 32

50 1594 31.88

射流水流量传感器重复性试验(20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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