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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 任务来源 

根据粤质监量函[2018]813号《广东省质监局关于下达广东省地方计量检定规程起草任

务的通知》  ，《角速度试验机检定规程》由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主要起草人为黎明、江贤志、叶凌华，参与起草人：任正晖。 

二、 规程起草背景与必要性 

角速度试验机广泛应用于汽车工业、航空航天、检测领域试验等，用于进行角度及角

速度测试，而目前国内尚无此类仪器的国家检定规程与校准规范。以往开展此类角速度校

准，主要引用了：JJG 269-2006 《扭转试验机检定规程》、JJF1115-2004 《光电轴角编码

器校准规范》、JJF 1141-2006 《汽车转向角检验台校准规范》、JJF 1352-2012 《角位移传

感器校准规范》中对角速度试验和测量的一些试验方法和技术指标。近年来，随着汽车、

航空航天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测试要求的不断进步，测试手段的不断提高，极大地促进了

角速度试验机的发展，目前该试验机的检定或校准方法不统一，各厂家生产的仪器，也没

有一个统一的生产标准，但广大企事业单位有对角速度试验机的计量检定校准有迫切需

求，基于这种情况，我们经过认真的调研，申请起草《角速度试验机》广东省地方检定规

程。该法规项目的建立将为角速度试验机的计量检定提供法律依据，使角速度的量值溯源

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三、 规程制定原则 

根据现有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和专家意见、建议，以现有的生产技术为

前提，本着促进生产技术，鼓励进步、淘汰落后，与国际惯例靠近、接轨，为角速度试验

机的计量性能提供技术依据，规程格式依据检定规程编写规范进行编写。 

参考与依据的相关标准和文件： 

JJF 1115-2004 光电轴角编码器校准规范 

JJF 1141-2006 汽车转向角检验台校准规范 

JJG 269-2006 扭转试验机检定规程 

JJF 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02-2010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 

JJF 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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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要制定部分编制说明 

1. 被校准对象的技术特性及生产情况 

角速度用常见于企业单专用设备项目，用于检测产品，在设定转速下负载或空载的试

验过程，如：扭转试验机，螺栓拧紧机，机器人关节、硫变仪，倾斜锁止试验机项目等。 

2. 校准条件 

由于角速度试验机主要用于产线上产品的检测，在环境的温湿度上要求范围较宽，也

参考了JJG 269 扭转试验机检定规程、JJF 1115光电轴角编码器校准规范、JJF 1141汽车

转向角检验台校准规范等标准的要求将校准环境条件作如下规定： 

环境温度：10℃~35℃。 

相对湿度：≤85%。 

周围无影响正常校准的机械振动。 

3. 校准用设备 

由于目前校准角速度多数采用秒表测量单位时间内转动角度从而计算角速度，此方法

人为误差较大。因此设计了角速度标准装置，可实时采集角度与时间的测量标准，利用角

度编码器与时间采集器集成块可同时采集角度时间的信号转换计算角速度以提高测量精

度。 

规程中的校准用设备的主要技术特性及校准用途如表1所示 

序号 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校准用途 

1 
角速度/角度

标准装置 

角速度范围：（1.0~10000.0）°/s； 

角度范围：(0.1~360.0) °； 

用于角速度、角度的校准 

2 水平仪 分度值：不大于 0.10mm/m 用于调整试验机水平 

4. 校准项目 

角速度是试验机的重要参数，同时有部分试验机会带有角度的测量功能，校准项目中

包括了这些参数。 

5. 校准项目的校准方法描述 

角速度、角度：可直接使用角速度/角度标准装置检定 

6. 校准点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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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角速度范围较宽，因此采用了分段的形式，以100 °/s为界分为两段，每段测

量不少于四个校准点。 

角度的选点，为了能保证四个象限内的角度都满足要求，同时使规程操作性更强，因

此要求不少于5点。 

7.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角速度试验机校准参数为角速度、角度，角速度和角度不确定度评定方法类似，因此

以角速度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为例，说明角速度试验机校准项目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的程序。 

8． 关于附录



实验数据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角速度试验机检定记录            

委托单位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单位地址   广州                 

仪器名称： 标准转速装置（角速度试验项目） 型号规格：   GZJY-2A             

制造厂家： 北京蓝天昊友科技有限公司     出厂编号： HA0524              

检定日期：2018年 10月 15日             校准地点   力学实验室      

检定的环境条件：温度  21   ℃        相对湿度  60  %RH   

检定依据的技术文件（代号、名称）JJG(粤) XX-XXXX 转速试验机检定规程 

主要标准器 

标准器名称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角速度标准装置 USB-6210(BES50

-08S6H) 

801203 J201808035347-

0001 

2019.7.22 

检定项目： 

1：外观检查：    符合要求             ； 

2：功能及功能及电气安全检查：  符合要求       ； 

3：零点漂移：   0.00°/s          ； 

4：角速度检定： 

设定值 

（  °/s  ） 

标准装置测量结果 （  °/s  ） 
平均值 

（  °/s  ） 
1 2 3 

 360 360.06 359.92 359.72 359.90 

1080 1081.10 1080.22 1080.34 1080.55 

5400 5400.22 5402.30 5401.26 5401.26 

10000 10002.10 10000.36 10000.68 100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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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角速度试验机检定记录            

委托单位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单位地址      广州           

计量器具名称： 数控扭转试验机（角速度项目）  型号规格：   TCN             

制造厂家： 桂林瑞特试验机有限公司      出厂编号： 201803221                 

检定日期：2018年 10月 26日                  校准地点   力学实验室      

检定的环境条件：温度  20   ℃              相对湿度  60  %RH   

检定依据的技术文件（代号、名称）JJG(粤) XX-XXXX 转速试验机检定规程 

主要标准器 

标准器名称 型号规格 编号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角速度标准装置 USB-6210(BES50

-08S6H) 

801203 J201808035347-

0001 

2019.7.22 

检定项目： 

1：外观检查：    符合要求             ； 

2：功能及功能及电气安全检查：  符合要求       ； 

3：零点漂移：   0.0°/s          ； 

4：角速度检定： 

设定值 

（  °/s  ） 

标准装置测量结果 （  °/s  ） 
平均值 

（  °/s  ） 
1 2 3 

1 1.03 1.06 1.02 1.04 

 5 5.14 5.02 5.02 5.06 

20 20.10 20.22 20.04 20.12 

50 50.12 50.10 50.06 50.09 

100 100.10 100.26 100.18 10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