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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修订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JJG628-1989《SLC9型直读式海流计检定规程》自 1990年实施

以来，至今已应用二十多年，其技术要求和检定方法不能满足现有直

读式海流计检定需要，且编写格式与 JJF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

规程编写规则》的要求不符。 

    目前 SLC9型直读式海流计大量广泛应用于海洋、港湾、江河、

湖泊、水库、河口中用于测量不同深度水流的速度和方向。检定需求

比较大，为了保证检定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和设备的量值溯源，使

规程更好的满足检定需求，需要对 JJG628-1989《SLC9型直读式海

流计检定规程》进行修订。 

2 工作简况  

     2.1任务来源 

  根据《质检总局关于做好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修订及宣贯

计划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质检量函[2016]163号）和全国海洋专用

计量器具计量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海洋计量委”）关于落实 2016

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的通知要求，我单位承担《SLC9型

直读式海流计检定规程》的修订工作。 

     2.2主要起草单位和参加起草单位 

  本规程由全国海洋专用计量器具计量技术委员会提出并作为技

术归口单位，由国家海洋局北海标准计量中心负责主要起草，国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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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局东海标准计量中心和国家海洋局南海标准计量中心参加起草。 

     2.3标准主要起草人 

    秦平，国家海洋局北海标准计量中心，总体规划、组织协调、参

加并推进本规程的修订工作，参与实验论证； 

    张涛，国家海洋局北海标准计量中心，主要内容的编写，参与实

验验证； 

    李明君，国家海洋局北海标准计量中心，主要内容的编写，参与

实验验证； 

    邬益川，国家海洋局东海标准计量中心，参加规程起草； 

    冯兵，国家海洋局东海标准计量中心，参加规程起草； 

    巨龙，国家海洋局南海标准计量中心，参加规程起草； 

    李庆超，国家海洋局南海标准计量中心，参加规程起草。 

    2.4主要工作过程 

    国家海洋局北海标准计量中心接到规程修订任务后，召集中心相

关技术骨干，成立了规程修订起草小组。起草小组讨论了《SLC9型

直读式海流计检定规程》的结构框架、关键技术和规程的适用范围，

对规程修订各环节和完成时间进行了统筹安排。起草小组开展收集资

料、调研和技术研讨，起草规程，形成规程初稿。通过试验验证对规

程初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1）2016年 1月，成立规程起草工作组，并制定修订方案。 

（2）2016年 2月至 7月，起草规程初稿、 

（3）2016年 8月至 9月，进行试验验证和编写验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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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6年 10月，起草“编制说明”。 

（5）2016年 11月至 12月，就规程初稿和编制说明征求协作单

位意见。 

    （6）2017年 1月至 3月，形成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试验验

证报告和拟征求意见单位名单报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3 规程编制原则和确定规程主要修订内容的论据 

  3.1编制原则  

    科学、合理、先进、适用是我们修订规程的主要原则，主要体现

在： 

    （1）结合国内生产单位的生产实际，并广泛征求使用单位的意

见及建议，体现生产单位的技术水平，同时满足使用单位的要求。 

    （2）在本规程的适用范围内，尽量引用国家以及行业的基础规

程，发挥基础规程的功能。 

    （3）结合我国的国策、国情，规程的修订要切实可操作。 

  3.2编制依据 

    本规程的编写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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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规程修订内容的论据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论据 

1 
描述及技术指标中有关于 SLC9-1型海

流计的内容 

删除了 SLC9-1型海流

计的技术指标及描述 

SLC9-1型海流计已停

止生产，且现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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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无此型设备 

2 原规程中有关于深度项目的检定内容 删除了深度检定项目 
SLC9-2型海流计中无

深度参数 

3 
水槽长度、宽度、深度分别为≥60m、

≥1.8m、≥1.5m 

槽体长度：≥120m 

槽体宽度：≥1.8m 

槽体深度：≥1.5m 并

增加了检定槽的分段

描述 

按最高检定速度为

3.00m/s,设备读数时

间间隔为 30s，测量

段有效距离为至少

90m，加上加速段和减

速段至少 120m 

4 
原规程分为三个检定段对检定点的间

隔进行了描述，且给出了最少检定点个

数 

确定了检定点的具体

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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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对检定点的选

择不尽相同，规定具

体检定点后更加规范 

5 
检定记录表等原始资料应保存 5年，以

备查询 

删除了检定记录表原

始资料的保存期限 

此项不是检定规程需

要规范的内容 

6 原规程无检定证书信息及格式 
附录里增加了检定证

书内页信息及格式 

按新编写规范的要求

应有此项内容 

7 
原规程无“范围”和“引用文件”两个

条目 

增加了“范围”和“引

用文件”两个条目 

按照最新的编写规范

要求，使格式更加完

善 

8 
海流计性能指标要求有准确度（FS）的

要求 

海流计的技术指标里

去掉了“准确度（FS）”

的要求 

有最大允许误差为标

准，准确度无太大意

义 

9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作为一个条目

进行描述 

“检定项目”用列表形

式进行了描述，并和

“检定方法”分为两个

条目进行描述 

依据新的编写规范进

行修改，格式和内容

更加规范 

10 
使海流计处于工作状态，待叶片由静止

开始变为连续转动，此时车速为启动流

速 

使海流计处于工作状

态，待叶片由静止开始

变为连续转动或仪器

显示器有流速示值显

示时，此时的车速为启

动流速 

日常生活中由于光

线、角度等多种原因，

车上人较难观察到仪

器水下部分的旋桨是

否连续转动 

11 
原规程无首次检定、后续检定、使用中

检查的描述 

在检定项目中明确经

修理后的仪器按首次

检定进行 

依据新的编写规范进

行修改，格式和内容

更加规范 

12 
在进行低流速检定时，对个别粗大误差

可以舍去，不参加算术平均值计算，一

个检定点只能舍去一个读数 

去掉了对个别的粗大

误差可以舍去，不参加

算术平均值计算条目 

个别粗大误差的剔除

需明确判别的计算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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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无正、反行程差的判定 
增加了正、反行程差的

判别 

正、反行程差作为一

个检定项目应该明确

具体的判别方法 

 

 4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

果 

    本规程对检定过程进行了优化，提高了检定效率和水平，使对直

读式海流计的检定更加高效合理。本规程方法在国家海洋局东海标准

计量中心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表明该规程修订后设计合理、方法科

学。 

    《SLC9型直读式海流计检定规程》经修订完成后，可对全国的

直读式海流计和同类型的其它海流计的流速和流向进行有效的检定

校准，有效提高直读式海流计检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于海洋流速

流向测量仪器计量性能评价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规程的修订和发布实

施将进一步规范我国海洋流速流向测量设备的检测方法，为提高海洋

仪器设备质量提供技术支撑，同时为检测进口海洋仪器提供了参考依

据，促进海流计在海洋各领域的应用，为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调

查、监测、海洋防灾减灾等领域提供准确可靠的海流观测数据支撑，

有利于保护我国海洋权益和促进海洋事业的发展。 

 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规程中对 SLC9型直读式海流计检定条件中检定水槽的要求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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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参考了国家标准 GB/T 21699-2008《直线明槽中转子式流速仪检定

/校准方法》。 

6 贯彻该规程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规程是在前期大量的管理、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修订的，同时，

也总结了直读式海流计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和困难。本规程

的修订符合国家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符合有关国家规

程的规定。 

    建议海流计生产单位进行系统研发、研制、生产过程中充分贯彻、

借鉴本规程中的有关技术要求等以降低技术风险、提高产品的开发和

生产效率，在产品检测过程中依据本规程规定的有关内容、方法，严

格进行产品检验，以保障产品的质量；采购单位借鉴本规程中的有关

技术要求严格检验产品，以保障产品的质量。 

    生产单位在生产过程中可根据用户的要求对设备进行配置调整，

在具体执行本规程时，可视具体情况执行本规程中的相应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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