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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G628-201X《SLC9 型直读式海流计检定规程》的编写是以 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JJF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为基础

和依据，对 JJG628-1989《SLC9型直读式海流计检定规程》进行修订的。 

与 JJG628-1989《SLC9型直读式海流计检定规程》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

主要技术内容有如下变化： 

  ——增加了“范围”和“引用文件”两个条目； 

  ——附录里增加了检定证书和检定结果通知书的内页信息及格式； 

  ——删除了 SLC9-1型海流计的技术指标及对应的深度检定项目；  

  ——对检定水槽的技术指标及描述进行了完善； 

  ——对流速检定点进行了细化； 

  ——增加了正、反行程差的判定方法； 

  ——删除了检定记录表原始资料的保存期限； 

  ——附录里增加了检定证书内页信息及参考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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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C9型直读式海流计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 SLC9 型直读式海流计（以下简称海流计）的首次检定、后续

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2 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件： 

JJF 1002-2010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 

JJF 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概述 

海流计为旋桨式海流计，分为水上接收器和水下探测器两部分，采用轻便三芯电

缆传递信号，可以测量 200m以内不同深度下水平流的速度和方向。若用浮子把

水下探测器漂浮在水表层，还可以进行表层流的测量，结构图见图 1。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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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量性能要求 

海流计的计量性能指标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 1海流计计量性能指标 

项目 流速（m/s） 流向（°） 

测量范围 0.03～3.50 0～360 

最大允许误差 ±0.07 ±6 

流向正、反转行程差 —— ±6 

启动流速 ≤0.03 —— 

 

5通用技术要求 

5.1外观 

5.1.1海流计所敷保护层应牢固、均匀、光洁，无脱落现象。 

5.1.2各部件应安装正确、牢固、无松脱变形和其他影响使用的缺陷。 

5.1.3配套电缆无损伤。 

5.1.4旋桨应转动灵活，叶片必须匀正，间距相等。 

5.1.5转子的轴与轴承之间的配合保证转动自如，达到静态平衡。 

5.1.6数据终端能正常显示数据。 

5.2倾角 

海流计传感器倾斜角不大于 10°时，海流计应能正常工作。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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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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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检定条件 

6.1.1检定水槽 

6.1.1.1海流计的检定水槽为直线明槽，尺寸大小应满足以下要求：槽体长度：

≥120m；槽体宽度：≥1.8m；槽体深度：≥1.5m。 

6.1.1.3检定槽功能段及其要求； 

检定槽包括加速段、稳定段、测量段和制动段。加速段和制动段的长度应由

检定车的设计指标和海流计在检定槽中检定的最大速度来决定，制动段的长度必

须考虑满足安全需要。测量段的长度应能满足海流计满量程速度下的检定要求。 

6.1.2检定车 

6.1.2.1检定车速度变化率应符合表 2要求（车速变化率的计算方法见附录 A）。 

表 2车速变化率指标 

速度（m /s） ≤0.1 0.1～0.5 >0.5 

车速变化率（%） ≤2.00 ≤1.00 ≤0.60 

6.1.2.2检定车速度范围（0.03～3.50）m/s；检定车车速的测量的最大允许误

差为±0.01 m/s。 

6.1.3方位盘 

方位盘用非磁性材料制造，并配有安装海流计的转盘，转盘可绕着方位盘的圆心

转动，分度值为 1°、示值误差±0.5°。 

方位盘应水平安装，周围不应存放磁性材料。 

6.1.4磁罗盘或磁罗经 

    满足分度值为 1°、示值误差±0.5°性能参数要求的磁罗盘或磁罗经。 

6.2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见表 3） 

表 3检定项目 

序

号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1 外观及功能检查 + + + 

2 启动流速 + + - 

3 流向示值误差检定 + + + 

4 流速示值误差检定 + + + 

5 正、反行程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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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示应检定项目，“—”表示可不检定项目。 

2.经修理后的海流计按首次检定进行。 

 

6.3检定方法 

6.3.1外观及倾角 

用目测和手动的方式检查海流计，外观和倾角应符合5.1、5.2的要求；检查

不合格的，停止检定，判定不合格。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允许有不影响计量性

能的外观缺陷。 

6.3.2流向示值误差 

6.3.2.1方位盘的安装 

方位盘应水平安装，用磁罗盘或磁罗径校准方位盘，使 0°对准地磁 N极，

180°对准地磁 S极。 

6.3.2.2将海流计水下探测器固定在方位盘的转盘上，使其轴线通过方位盘的圆

心。 

6.3.2.3 海流计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转动转盘，使海流计的尾向对准方位盘的

0°，待海流计显示稳定后读取流向值，记入检定记录表（记录表格式见附录 B）。

然后将转盘顺时针转动 30°，使海流计尾向对准方位盘的 30°点，进行 30°点

的检定。 

6.3.2.4每隔 30°一个检定点。依次进行检定。流向检定要求顺时针（正转）、

逆时针（反转）各检定一周。检定工作由两人进行，一人操作读数，一人记录。

流向标准值的读数要求精确到 1°。 

6.3.2.5各检定点正、反转行程差按式（1）计算 

ifizih -θθθ =∆  ......................................  (

式中： 

ihθ∆ ——海流计在第i个检定点的正、反转行程差，°； 

izθ ——海流计在第i个检定点正转流向读数，°； 

ifθ ——海流计在第i个检定点反转流向读数，°。 

   各检定点正、反转行程差应符合表 1要求。 

6.3.2.6各检定点的流向示值误差按式（2）计算 

i0ii -θθθ =∆  .......................................  (

式中： 

iθ∆ ——海流计在第i个检定点的流向示值误差，°； 

iθ ——海流计在第i个检定点流向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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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θ ——第i个检定点的实际方位值，°。 

6.3.2.7流向示值误差应符合表 1要求。流向示值误差检定不合格的，停止检定，

判定不合格。 

6.3.3启动流速 

使海流计处于工作状态，然后缓缓增加车速，注意观察海流计旋桨的叶片，待叶

片由静止开始变为连续转动或海流计显示器有流速示值显示时，立即停止加速，

同时读取检定车车速示值，该示值为启动流速。启动流速应符合表 1要求。启动

流速检定不合格的，停止检定，判定不合格。 

6.3.4流速示值误差 

6.3.4.1海流计采用测杆万向节式悬挂或其它不影响检定性能的方式悬挂。 

a）测杆应具有一定的强度和刚度，入水部分呈流线型，应垂直水面，转动

灵活，但配合应紧密，以防高速时弯曲和振动，影响检定结果。测杆应位于水槽

的中心线上。 

b）将海流计的吊环吊挂在测杆的入水端，为避免水面波的影响，海流计入

水深度一般为 0.6m～1.0m（从水面到海流计中心轴）。入水电缆布设要牢固可

靠，减小对水流的干扰。 

c）当检定车转向时，为避免扰动水体，一般采用人工方式慢慢将海流计转

向正面迎流状态。 

6.3.4.2静水时间 

为避免水面波动对检定结果的影响，流速检定前需要一定的静水时间，待水

槽水面相对静止后方可进行检定。当检定速度小于 2 m/s时，静水时间一般不少

于 10min；当检定速度大于等于 2 m/s时，静水时间一般不少于 20min。 

6.3.4.3检定点的选择 

流速检定点按 0.10m/s、0.15m/s、0.20m/s、0.40m/s、0.50m/s、0.60m/s、

0.80m/s、1.00m/s、1.50m/s、2.00m/s、2.50m/s、3.00m/s的顺序依次进行检

定。 

6.3.4.4车速稳定后，开始海流计读数。当检定流速小于或等于 1.00m/s时，读

数不少于 5次；1.00m/s～2.00 m/s时，读数不少于 2次；大于 2.00 m/s时，

读数不少于 1次。读数要求精确到 0.01m/s。 

6.3.4.5各检定点的流速示值误差按（3）式计算 

 i0ii -ννν =∆  ................................. (3) 

式中： 

iν∆ ——海流计在第i个检定点的流速示值误差，m/s； 

i

—

ν ——海流计在第i个检定点流速读数的算术平均值，m/s； 

i0ν ——第i个检定点的实际流速，m/s。 

检定车在第i个检定点测量段的平均车速，平均车速取到0.001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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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检定结果的处理 

    经检定的海流计，其计量性能和通用技术要求全部符合本规程的规定为合

格，出具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海流计，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

项目。 

检定证书的格式参照附录C，检定结果通知书格式参照附录D。 

6.5检定周期 

海流计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1年，若经过更换重要部件或对仪器性能有影

响时，应重新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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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车速变化率的计算 

车速变化率的计算按（4）式计算 

 %100
-i ×=
ν

νν
σ  .............................. (4) 

式中： 

σ——检定车车速的变化率； 

iν ——检定车的瞬时速度，m/s； 

ν ——检定车在检定段内运行的平均速度，m/s。 

瞬时速度 iν 测量的取样时间：当车速小于 0.20m/s时，为 10s；当车速等于

或大于 0.20m/s时，为 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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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SLC9型直读式海流计检定记录格式（参考） 

1、外观检查： 

2、流速记录表                                                 单位：m/s 

所使用的计量器具名称  仪器编号  证书号  有效期  

实际流速             

仪

 

器

 

示

 

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示值误差             

3、流向记录表                                                  单位：º 

送检单位：仪器型号：出厂编号：检定依据：          

检定员：            核验员：            检定日期：          检定地点：                    

计量标准证书号： 有效期： 

 

所使用的计量器具名称  仪器编号  证书号  有效期  

实际流向             

仪器 

示值 

正转             

反转             

平均值             

行程差             

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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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检定证书内页信息及格式 

1、流速检定结果： 

测量范围：（        ）m/s 

流速最大示值误差：        m/s 

2、流向检定结果： 

测量范围：（        ）° 

流向最大示值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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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信息及格式 

1、流速检定结果： 

测量范围：（        ）m/s 

流速最大示值误差：        m/s 

2、流向检定结果： 

测量范围：（        ）° 

流向最大示值误差：      ° 

检定不合格项目及内容： 

 

 

以 下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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