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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程是依据 GB/T 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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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JJG 162《冷水水表》、CJ/T 224《电子远传水表》的有关内

容，结合我省智能冷水水表制造和应用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检定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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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冷水水表计量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智能冷水水表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本规程所指智能冷水水表为测量流经封闭满管道清洁冷水，基表的温度等级为 T30

或 T50的机械式水表、基于电磁或电子原理工作的智能冷水水表。

2 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件

GB/T 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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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T 133 《IC 卡冷水水表》

CJ/T 224 《电子远传水表》

JJG 162 《冷水水表》

JJG 164 《液体流量标准装置》

JJG 1113 《水表检定装置》

JJF 105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使用本规程时，上述引用文献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术语

3.1.1 智能冷水水表

由基表和附加的电子部件组成的，具备一定功能如现场数字显示或远传数字显示、

预付费、复费（阶梯）计费等的冷水水表。包括 IC卡冷水水表、TM卡冷水水表、代码

式预付费冷水水表、电子远传冷水水表等。

3.1.2 IC卡、TM卡冷水水表

以带有发信装置的冷水水表为流量计量基表，以 IC卡、TM卡为信息载体，加装控

制器和电控阀所组成的具有预付费功能的一种具有结算功能的冷水水表。

3.1.3 代码式预付费冷水水表（简称代码式水表）

以带有发信装置的冷水水表为流量计量基表，用代码预付费控制器和电控阀门所组

成的一种具有预付费控制功能的一种具有结算功能的冷水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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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电子远传冷水水表

具有水流量信号采集和数据处理、存储、信号远程传输等功能，输出信号为数字信

号的冷水水表。

3.1.5 基表

智能冷水水表所采用的用于计量水量的速度式和容积式带有发信装置的冷水水表。

3.1.6 代码

用户购买水量后加密生成的一组特定意义的阿拉伯数字。该代码由用户自己通过键

盘输入到预付费控制器中，经识别后还原成代码携带的原始数据。

3.1.7 控制器

用于水量显示和控制的装置。

3.1.8 机电转换误差

智能冷水水表累积流量的机械计数信号转换成电子计数信号，基表机械显示与电子

显示的误差。

3.1.9 机电转换信号当量

智能冷水水表机电转换装置的信号元件连续运动，每产生一个周期的机电转换信号

所代表的基本体积水量。

3.2 计量单位

体积单位：立方米，符号 m³；升，符号 L；

流量单位：立方米每小时，符号 m³/h；升每小时，L/h；

4 概述

智能冷水水表由基表和附加的电子部件构成，用于测量流经管道的水的体积总量。

基表部分实现对水量的计量，其流量传感器采用速度式传感器或容积式传感器。不同类

型的智能冷水水表具有的附加电子部分功能不同。附加电子部分可以实现的功能包括数

据的存储、传输，水量的控制和预付费等。

智能冷水水表的机电转换方式分为实时转换方式和直读方式。实时转换方式下，机

电转换单元的信号元件一般连续运动，产生机电转换信号，由电子装置实时记录水量。

直读转换方式下，机电转换单元直接从基表的机械指示装置中读取累积流量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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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量性能要求

5.1 Q1，Q2，Q3，Q4的值

智能水表的 Q1，Q2，Q3，Q4的值应符合 JJG 162中 5.1条的要求。

5.2 准确度等级和最大允许误差

智能冷水水表的准确度等级和最大允许误差应符合 JJG 162中的 5.2的要求。

5.3 机电转换误差

根据机电转换方式的差异，智能冷水水表的机电转换误差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1 智能冷水水表机电转化误差

机电转换方式 机电转换误差

实时式 ≤±1个机电转换信号当量

直读式 ≤±1个最小转换分度值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外观与结构

智能冷水水表的制造材料应有足够的强度和耐用度，以满足智能冷水水表的使用，

整体水表的制造材料应能抗内、外部腐蚀，零部件应有良好的表面处理，不得有毛刺、

划痕、裂纹、锈蚀、霉斑和涂层剥落现象。

智能冷水水表的指示装置应提供易读、清晰、可靠的体积示值的直观显示，显示的

数字应醒目、整齐，表示功能的文字符号和标志应完整、清晰、端正。

读数装置上的防护玻璃应有良好的透明度，没有使读数畸变等妨碍读数的缺陷。

6.2 标记和铭牌

智能冷水水表上应清晰、永久地在外壳、指示装置度盘、铭牌或不可分离的智能冷

水水表表盖上，集中或分散标注下列内容：

智能水表的标记和铭牌应符合 JJG 162中 6.5、6.6条的要求。

附加的标识应标明：

1、外电源：电压和频率；

2、采用可更换电池供电的智能冷水水表应标明电池更换的最迟日期；采用不可更

换的电池的智能冷水水表应标明更换水表的最迟日期。

智能冷水水表应配置可以封印的防护装置，以保证在正确安装水表前和安装后，在

不损坏防护装置的情况下无法拆卸或者改动水表和（或）调整装置或修正装置。对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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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水表，这一要求适用其大小水表。

6.3 封印

智能冷水水表应有可以封印的防护装置，以保证在正确安装水表前和安装后，不损

坏防护装置就不能拆开或改动水表及其调整装置或校准装置。

6.3.1 当机械封印不能防止对确定测量结果有影响的参数被接触时，应采用以下防护

措施：

1、借助密码（关键词）或特殊装置（如钥匙）只允许授权人员接触参数。密码应

可更改。

2、至少应记忆最后一次干预行为。记录中应包括日期和识别实施干预的授权人员

的特征要素。如果下一次干预未覆盖前一次干预的记录，至少应保证两年的追溯期。如

果能记忆 2次以上的干预，但必须删除原有记录才能记录新的干预，应删除最早的记录。

6.3.2 智能冷水水表装有用户可拆卸的可互换部件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1、若不符合 6.3.1的规定，应无法通过拆卸点更改参与确定测量结果的参数。

2、应借助电子和数据处理保密措施或者机械装置防止插入任何可能影响精度的器

件。

6.3.3 智能冷水水表装有用户可拆卸的不可互换部件应符合 6.3.2的规定，此外，这类

智能冷水水表应配置一种装置，如果各部件不按制造厂的配置连接可阻止智能冷水水表

工作。

6.4 密封性

智能冷水水表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应能承受智能冷水水表的最大允许压力下无渗

漏。智能冷水水表内部如果有控制阀门，则阀门处于关闭状态时在最大允许压力下应无

内泄漏或不超过产品标准规定的泄漏量。

6.5 功能

智能冷水水表的电子装置包括计算器、辅助装置和检查装置等，或是其中多种组合

而成的整体。智能冷水水表应根据产品特性具备相应的功能，并符合产品标准或使用说

明书的相关要求。

电子装置的各项功能应明确无误地在使用说明书等随机文件中阐明，在正常使用条

件下设计的功能均应正常。这类功能通常有显示功能、提示功能、控制功能、数据功能

等。有水价计算显示的智能冷水水表还应有价格设置、分段（或分时）水价计算显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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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单价的数字位数、用水段的划分应能满足用水管理的需要。

存储在电子装置内对测量结果有影响的可修改参数，如传感器系数、仪表系数、信

号当量、修正系数等应能在智能冷水水表及相关测量仪表的铭牌或随机文件中获得。

显示功能：购水量、剩余水量、已用累积水量应有明确显示。具有预付费功能的智

能冷水水表还应显示购水量、剩余水量。

提示功能：剩余水量不足和误操作时，应有明确提示。

控制功能：装有控制阀门的智能冷水水表应该满足：当剩余水量降至一定值时，水

表阀门应自动关闭；重新输入水量后，水表能自动打开阀门恢复供水。

数据功能：智能冷水水表应具备数据的非正常中断保护功能，当电源中断时，不应

丢失内存数据，电源恢复后能正常工作。

7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7.1 检定条件

检定条件应符合 JJG 162中 7.1条的要求。

7.2 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见表 2

表 2 检定项目

序号 检定项目

检定类别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验

1 外观与结构、标记和铭牌、封印检查 + + +

2 密封性检查 + + -

3 功能检查

显示功能 + + +

提示功能 + + +

控制功能 + + +

数据功能 + + +

4 误差

转换误差 + + +

示值误差

水表或基表示值误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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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必检项目，“-”表示不检项目。

7.3 检定方法

7.3.1 外观与结构、标记和铭牌、封印检查

7.3.1.1 外观与结构

用目测方法检查，智能冷水水表的外观与结构应符合本规程 6.1的要求。

7.3.1.2 标记和铭牌

用目测方法检查，智能冷水水表的标记和铭牌应符合本规程 6.2的要求。

7.3.1.3 封印

用目测方法检查，智能冷水水表的封印应符合本规程 6.3的要求。

7.3.2 密封性

把智能冷水水表安装在耐压试验台或带耐压装置的智能冷水水表检定装置上，先通

水排除实验设备和智能冷水水表内的空气，然后缓慢升压，使智能冷水水表承受规定的

试验静压力。试验时水压的增压速度应缓慢平稳。首次检定和后续检定时，试验压力为

水表最大允许压力，持续时间不少于 1min，水表应无渗漏现象。结果应符合本规程 6.4

的要求。

7.3.3 功能检查

确定智能冷水水表的电子装置型式，如各功能装置为独立型式或与计算器组成整体

型式；对照使用说明书等随机文件确定电子装置受法制计量控制的功能；对照使用说明

书等随机文件操作检查电子装置的功能，必要时应将智能冷水水表与专用读写设备相联

接；确认电子装置的功能与设计要求相一致，影响测量结果的可修改参数与铭牌或随机

文件的标注一致。

7.3.3.1 显示功能

将相对应的卡插入卡座或有效接触感应区或操作功能键，用目测法检查水表是否有

购水量、剩余水量、已用累积水量显示。

7.3.3.2 提示功能

剩余水量不足：给智能冷水水表输入一定水量使其正常工作，当水量减少到设定的

剩余水量值时，检查智能冷水水表是否有明确提示。

误操作：插入非法卡或用非法卡有效接触感应区，或输入非法代码等，检查智能冷

水水表是否有明确的误操作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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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3 控制功能

用水控制：给智能冷水水表输入一定水量，使其正常工作，当水量减少到设定的剩

余水量时，检查智能冷水水表是否有提示；当水量继续减至设定的关阀水量值，检查智

能冷水水表是否能自动切断水源；重新给智能冷水水表输入水量后，检查智能冷水水表

是否能自动恢复正常工作。

7.3.3.4 数据功能

记录电子指示装置的显示相关用水数据和基表的数据，检查断电后或者通信失败后

相关用水数据是否保存并显示。

7.3.4 误差

7.3.4.1 示值误差

示值误差的试验方法和示值误差计算，按照 JJG 162中 7.3.3条的规定进行。其示值

误差应符合本规程 5.2条的要求。

7.3.4.2 机电转换误差

智能冷水水表还应按下列程序进行机电转换误差实验。

1、机电转换方式采用实时转换方式

将智能冷水水表安装在检定装置上，使智能冷水水表中的信号元件转动整数圈（不

小于 1 圈），发出整周期机电转换信号。在智能冷水水表静止状态下记录其电子读数和

机械指示装置，通过一定的水量（使智能冷水水表中的信号元件转动不小于 1圈）后停

止通水，再记录电子读数和机械指示装置，智能冷水水表显示变化量不少于 2个机电转

换信号当量的数值量。误差按公式（1）计算。

1212 SSMM VVVVV  …………………………（1）

式中： V ──机电转换误差，m3；

VM2 ──终止时电子读数，m3；

VM1──开始时电子读数，m3；

VS2──终止时机械指示装置的读数，m3；

VS1──开始时机械指示装置的读数，m3。

2、机电转换方式采用直读方式

将智能冷水水表安装在检定装置上，使智能冷水水表中的信号元件转动整数圈，发

出整周期机电转换信号。以电子读数最小转换分度值的十分之一为一个实验分度，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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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累进一个实验分度对应的水量时，分别读取机械指示装置的读数和电子读数，误差按

公式（2）计算。

SM VVV  ……………………………………（2）

式中： V ──机电转换误差，m3；

MV ──电子读数，m3；

SV ──机械指示装置的读数，m3；

经上述试验后，智能冷水水表的机电转换误差应符合本规程 5.3的要求。

7.4 检定结果的处理

经检定符合本规程要求的智能冷水水表填写相应等级的检定证书、检定合格证，或

加盖合格封印。不符合要求的，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

7.5 检定周期

1、对于标称口径为 50mm及以下、且常用流量 Q3不超过 16 m3/h的智能冷水水表

只作安装前首次强制检定，限期使用，到期更换，使用期限规定如下：

标称口径不超过 25mm的智能冷水水表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 6年；

标称口径超过 25mm但不超过 50mm的智能冷水水表使用期限不超过 4年。

2、标称口径超过 50mm或常用流量 Q3超过 16 m3/h的智能冷水水表检定周期一般

为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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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智能冷水水表检定记录参考格式

送检单位： 标准器名称：

制 造 商： 常用流量： m³/h

型号规格： 公称通径： mm

水表编号： 检定依据：

水表准确度

等级：
级

标准器准确度

等级：
级

Q3/Q1： 环境温度： ℃

Q2/Q1： 相对湿度： %

水 温： ℃ 水 压： MPa

外观与结构、标记和铭牌、封印检查

密封性

功能检查

显示功能

提示功能

控制功能

数据功能

机电转换

机械读数（m3） 电子读数（m3）
误差（m3） 结论

VM1 VM2 VS1 VS2

检定数据：

检定点

检定流

量
用水量 水表示值

标准器

示值
相对误差

q V 始 V0 末 V1 Vi Va E

m3/h L L L L L %

常用流量 Q3

分界流量 Q2

最小流量 Q1

检定结论：合格（或不合格），符合（或不符合）准确度等级 级的要求。

检定日期： 检定人员： 校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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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检定证书及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B.1 智能冷水水表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检定项目 检定结果

外观与结构、标记和铭牌、封印

密封性

功能检查

机电转换误差

示值误差

检定结论：合格，符合准确度等级 级的要求。

B.2 智能冷水水表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要求同上，需要指明不合格项目，检定结论为不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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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智能冷水水表示值误差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评定

C.1 概述

C.1.1 环境条件

温度：20±1℃，水压：0.4MPa，水源：稳定压力状态下的清洁水。

C.1.2 被测对象

DN15mm的旋翼式冷水水表，型号为LXS，准确度等级为2级的智能冷水水表（以

下统称为水表）。

C.1.3 测量方法

将被检水表正确地安装在水表检定装置上，用水表允许的流量通水，排除水表和管

道中的空气，同时使水表平稳运转一段时间，在测量水表的示值误差时，将流经水表的

水收集于检定装置的工作量器内，比较水表的指示体积和装置量器中水的实际体积，得

到水表的示值误差。

C.2 数学模型及灵敏系数

C.2.1 建立数学模型

根据智能冷水水表示值误差的定义，水表的示值误差为：

%100E
a

ai 



V
VV

式中：E---水表的示值误差；

V i
---水表记录的水量；

aV ---流经水表注入装置量器的实际水量体积。

C.2.2 灵敏系数

根据JJF 1059《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的灵敏系数和计算方法可的：

Vi的灵敏系数
VVC E

ai
1

1







Va的灵敏系数

V
V

VC E

a
2
i

a
2 






C.3 水表测量不确定度来源

C.3.1 水表示值标准不确定度 pu 引起的不确定度分量 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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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cu 11 

C.3.1.1 测量重复性引起的不确定度

按检定规程对10L，20L，100L三个点分别连续测量10次，得到如下值：

10L点 10.10 9.90 10.00 10.00 10.10 10.10 10.10 10.10 10.00 10.00

20L点 20.10 20.00 19.90 19.90 20.10 19.90 20.00 20.00 20.00 19.90

100L点 100.1 100.1 100.0 99.9 100.0 100.0 100.0 99.9 100.0 100.0

用贝塞尔公式
1

)xx(
)( 1

2
i








n
xs

n

i 求出标准不确定度:

10L点： s（1）= 0.070（L） 1pu =0.022（L）

20L点： s（2）=0.079（L） 2pu =0.025（L）

100L点： s（3）=0.067（L） 3pu =0.021（L）

自由度 1p =n-1=9

C.3.1.2 水表示值估读引起的不确定度分量 2pu ：

水表的最小分度值为0.05L，读数误差一般不会超过1/2分度值，考虑其均匀分布，

则有：

014.03
2
105.02 pu (L)

可信度估计为90%，则自由度 502 p

C.3.1.3 水表示值总标准不确定度可根据公式：

2
2

2
1 ppp uuu  计算得：

10L点： pu =0.026 （L）
3

11 106.2026.01.0  pucu

20L点： pu =0.029 （L）
3

11 1045.1029.005.0  pucu

100L点： pu =0.025 （L）
3

11 1025.0025.001.0  pucu

有效自由度由公式





j

i j

j

p
p u

u

1

4

4



 计算得：



JJG（滇）××—××××

13

10L点： 172 p

20L点：
162 p

100L点：
172 p

C.3.2 水表检定装置体积不确定度引起的不确定度分量 2u

bucu 22 

C.3.2.1 工作量器读数误差引起的不确定度

10L工作量器的最小分度值为0.01L

20L工作量器的最小分度值为0.02L

100L工作量器的最小分度值为0.10L

读数误差一般不会超过1/2分度值，考虑其均匀分布，则有：

10L工作量器的不确定度 003.0
3
2
101.0

1 


bu （L）

20L工作量器的不确定度 006.0
3
2
102.0

1 


bu （L）

100L工作量器的不确定度 03.0
3
2
11.0

1 


bu （L）

水表检定装置经检定合格，且为不锈钢等金属材料，认为可靠性较高，可信度估计

可达90%，则其自由度为：

501 b

C.3.2.2 工作量器容积误差引起的不确定度

本检定装置的准确度为0.2级，示值最大误差为±0.2%，按均匀分布其标准不确

定度为：

10L工作量器的不确定度 012.0
3
10002.0

2 


bu （L）

20L工作量器的不确定度 023.0
3
20002.0

2 


bu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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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L工作量器的不确定度 12.0
3
100002.0

2 


bu （L）

三种容量标准量器的可信度都估计可以达到90%，则其自由度为： 502 b

C.3.2.3 水温及环境温度和水压引起的不确定度

由于本次检定是在情况较好的温度及压力下进行，故对这几个分量不于考虑。

C.3.2.4 水表检定装置体积总标准不确定度可根据公式：

2
2

2
1 bbb uuu  计算得：

10L点： bu =0.012 （L） 3
22 102.1012.01.0  bucu

20L点： bu =0.024 （L） 3
22 102.1024.005.0  bucu

100L点： bu =0.124 （L） 3
22 1024.1124.001.0  bucu

有效自由度由公式





j

i j

j

p
p u

u

1

4

4



 计算得：

10L点： 49b

20L点： 59b

100L点： 56b

C.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C.4.1 标准不确定度一览表如表3所示。

表 3 水表检定不确定度一览表

不确定度分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

（L）

灵敏系数

iC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iU
自由度



水表

示值

测量重复性

0.022(10L)
0.025(20L)
0.021(100L) a

1
V

3106.2  (10L)

31045.1  (20)L

31025.0  (100)L

17
16
17

示值估读 0.014

实际

水量

工作量器读数

误差

0.003(10L)
0.006(20L)
0.03(100L)

2
a

i

V
V 3102.1  (10)L

49
59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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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1  (20)L

3102.1  (100)L

工作量器容积

误差

0.012(10L)
0.023(20L)
0.12(100L)

C.4.2 合成不确定度的计算

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不相关，故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可由公式
2

b
2

p uuuc  得：

10L点： cu = 3109.2 

20L点： cu = 3109.1 

100L点： cu = 3103.1 

C.4.3 有效自由度的由公式





j

i j

j

c
c u

u

1

4

4



 得：

10L点： 25c

20L点： 41c

100L点： 67c

C.5 扩展不确定度的评定

取包含概率 %95p  ，按有效自由度 查t分布表，确定 k值：

06.2)25(95  tk

02.2)41(95  tk

2)67(95  tk

扩展不确定度公式 cukU  为：

10L点： 33
95 100.6109.206.2  U 25c

20L点： 33
95 108.3109.102.2  U 41c

100L点： 33
95 106.2103.12  U 67c

C.6 不确定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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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水表在10L、20L、100L三个检定点上示值误差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10L点： 33
95 100.6109.206.2  U 25c

20L点： 33
95 108.3109.102.2  U 41c

100L点： 33
95 106.2103.12  U 6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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