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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程以 JJF 1002《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JJF 100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

义》和 JJF 1059.1《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为基础性规范进行制订。 

本规程在制订过程中充分考虑了 JJG 996-2012《压缩天然气加气机》、GB/T 

31138-2014 《汽车用压缩氢气加气机》、GB/T 19237-2003 《汽车用压缩天然气加气

机》、GB/T 34425-2017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加氢枪》、GB 50156-2012《汽车加油加

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 50516-2010《加氢站技术规范》等与汽车用压缩氢气加气

机有关文件的术语、符号与定义，以及相关的技术要求、技术指标和检测检验方法。 

本地方规程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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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用压缩氢气加气机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额定工作压力不大于 70 MPa 的汽车用压缩氢气加气机的首次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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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G 1036 电子天平 

JJG 1038 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 

GB/T 31138-2014 汽车用压缩氢气加气机 

GB/T 37244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汽车用燃料氢气 

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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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术语 

   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程。 

3.1.1 汽车用压缩氢气加气机  compressed hydrogen dispenser for vehicles[GB/T 

31138-2014，3.1] 

给汽车提供压缩氢气燃料充装服务，并带有计量和计价等功能的专用设备，简

称加氢机。 

3.1.2 加氢枪 dispenser nozzle[GB/T 31138-2014，3.3] 

安装在加氢机加氢管线末端，用于连接加氢机与车辆的加注接口。 

3.1.3 加氢口 receptacle[GB/T 31138-2014，3.4] 

加注时，车辆与加氢枪连接的部件总和。 

3.1.4 电子计控器 electronic  computer 

加氢机的计算和控制装置，可接受流量计的流量信号、压力传感器的压力信号

等；并按设定的参数计算；可进行数据传送和显示，并判断与控制流体的流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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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示值指示、回零、付费金额指示以及计量误差调整等功能。 

3.1.5 拉断阀  breakaway coupling valve    

在一定外力作用下，能够自动断开且断开后两节端头均具有自密封功能的安全

装置。该装置安装在加氢机高压管线上，是防止管线被拉断而发生泄露事故的专用

保护装置。 

3.1.6 限压传感器  press limited sensor 

用于监管充装到储气容器的压力传感器。当储气容器压力达到限定压力时，加

氢机应能自动停止加气。 

3.1.7 安全阀  safety valve 

用于按设计压力要求设置保护压力的装置，当超过限定压力时，加氢机应能自

动排放氢气泄压。 

3.1.8 泄漏报警装置  gas leakage alarm device 

安装在加氢机上，当被监测环境中的氢气等泄漏可燃气体浓度达到或超过预设

定值时，应发出报警的装置。 

3.1.9 最小付费变量  minimum payer deviation 

加氢机最小质量变量相对应的应付金额。 

3.2 计量单位 

3.2.1 质量：千克，符号：kg。 

3.2.2 流量：千克每分钟，符号：kg/min。 

3.2.3 压力：兆帕，符号：MPa。 

4 概述 

4.1 构成 

加氢机提供压缩氢气加注服务，一般由质量流量计、电子计控器、加氢枪、电磁

阀、安全阀和加氢管线、泄漏报警装置等组成。 

4.2 原理 

图 1 为加氢机工作原理框图。加氢站高压储氢容器中的压缩氢气进入加氢机，经

过气体过滤器、电磁阀、单向阀、质量流量计，通过拉断阀、加氢管线和加氢枪，注

入汽车高压储氢气瓶，完成加氢工作。电子计控器控制整个加氢过程，根据质量流量

计在计量过程中输出流量信号、压力传感器输出压力信号等进行计算，并显示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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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阀。电子计控器可以切换不同规格加注口，以适用不同车型的加氢枪要求。 

 

 

图 1加氢机工作原理框图 

5 计量性能要求 

5.1 最大允许误差 

加氢机的最大允许误差为±2.5%。 

5.2 重复性 

加氢机的测量重复性应不超过 1.0%。 

5.3 流量范围 

加氢机的加注氢气流量应不大于 3.6kg/min。 

5.4 付费金额误差 

加氢机显示的付费金额与计算的付费金额（单价和示值的乘积）之差的绝对值，

应不超过加氢机的最小付费变量。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外观及要求 

6.1.1 加氢机应有相应的铭牌，铭牌上应注明制造厂名、产品名称及型号、制造日

期、出厂编号、加氢机最大允许误差、流量范围、环境温度范围、工作介质、最大

工作压力、电源电压、型式批准证书号（适用时）、防爆合格证编号、防爆标志等。 

6.1.2 加氢机应配置完整，加氢机中质量流量计的下游不能附加旁通管路；加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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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涂漆均匀，不得有起皮、脱落、锈蚀等现象。 

6.1.3 加氢机应有使用说明书，并应有技术要求和使用条件。随机文件中应注明有

关参数。 

6.1.4 对于具有两支及以上加氢枪的加氢机，外观和内部程序应标注每支加氢枪编

号。 

6.2 质量流量计 

6.2.1 加氢机所使用的质量流量计应铭牌清晰、标识齐全，计量准确度等级应不低

于 1.0 级，流量范围、温度范围、压力范围、使用介质等应符合加氢机的使用要求。 

6.2.2 调整功能 

a）加氢机应配备计量误差调整装置。对能改变计量性能相关参数的调整装置，

应有保护功能，如机械封印、电子封印等。 

b）在涉及计量调整或关键部位应配置带机械封印的防护装置，如质量流量计、

电子计控器、流量系数调整键盘接口处等。 

c）电子封印更改记录应能保存至少 7 年，且无法删除。 

6.3 电子计控装置 

6.3.1 示值指示功能 

a）加氢机应具有质量示值指示功能，主示值的读数应正确、易读、清晰。指

示的最小示值应不大于 0.01，示值的刻度间隔应以 1×10n 法定计量单位给出，其中

n 是正、负整数或零。 

b）加氢机应具有付费金额指示功能。 

c）加氢机加气前，可以由电子计控装置显示选择的单价（如：元），单价应可

调，也可以显示支付价格。 

d）付费金额指示装置的回零和质量指示装置的回零应同步。 

6.3.2 加氢机应具有自动累计加气量、加气金额等数据的功能，同时具有不能对数

据随意修改的控制功能。 

6.3.3 回零功能 

加氢机应具有使指示装置示值回零的功能，回零操作中，质量指示装置不应显

示不同于回零前测得结果的值，直到回零操作完成。 

6.3.4 预置功能 

a）加氢机可以通过预置功能设置预置量或预置金额。在加气过程中，预置量或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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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金额可以保持不变，也可以逐步回零。 

b）装置应设有应急功能，必要时可以中止预置量的执行，停止加气。 

6.3.5 流量计系数设定功能 

具有流量计系数设定功能的加氢机，应对电子计控装置进行有效的封印，确保

流量计系数不能随便修改。 

6.4 适用压力范围 

表1 加氢机适用压力范围 

额定工作压力/MPa 最大工作压力/MPa 

35 43.8 

70 87.5 

6.5 密封性要求 

使用检漏装置查管路系统，确定无泄漏后，逐渐升高压力直至达到额定工作压

力，不允许有泄漏现象，表压降不应大于保压初始压力的 0.5%。 

7 计量器具控制 

7.1 检定条件 

7.1.1 环境要求 

环境温度：-25℃～55℃ 

相对湿度：20%～95% 

大气压力：80kPa～110kPa 

7.1.2 检定介质 

检定介质为压缩氢气，应符合 GB/T 37244 的规定。 

7.2 主要计量器具及配套设备 

加氢机的现场检定装置应满足防爆要求，可采用质量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见

附录 A），或采用标准表法流量标准装置（见附录 B）。 

7.3 检定项目 

加氢机的检定项目按表 2 中的规定进行。 

加氢机修理后或其他原因对计量性能有重大影响时，应按照首次检定项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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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检定项目一览表 

序号 检定项目 
检定类别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1 外观与功能 + + + 

2 密封性 + + + 

3 示值误差 + + - 

4 重复性 + + - 
5 流量范围 + + - 
6 付费金额误差 + - - 

注：“+”表示应检定；“-”表示可不检定。 

 

7.4 检定方法 

7.4.1 外观与功能检查 

用目测与基本的运行操作检查加氢机的外观、封印和结构等，应满足 6.1～6.4

中有关条款的要求。 

7.4.2 密封性检查 

将加氢机与检定装置连接，关闭加氢枪与检定装置的各排放口阀门，启动加氢

机，逐渐升高压力直至达到额定工作压力，然后在该压力下保持 5min，使用检漏

装置检查管路系统，不允许有泄漏现象，表压降不应大于保压初始压力的 0.5%。 

7.4.3 示值误差与重复性检定区间 

加氢机加注氢气最大质量流量控制在 3.6kg/min，额定工作压力在 35MPa 的加氢机

按压力区分不同检定区间进行检定，分别是 R（1）的充装压力区间为（1～35）MPa，

R（2）的充装压力区间为（10～35）MPa。额定工作压力在 70 MPa 的加氢机按压力区

分不同检定区间进行检定，分别是 R（1）的充装压力区间为（1～70）MPa，R（2）

的充装压力区间为（20～70）MPa。各检定区间的充装压力控制范围见表 3。 

表 3加氢机额定工作压力与检定区间对应表 

加氢机额定工作压力 检定区 高压储氢瓶 
起始压力 

高压储氢瓶 
终止压力 

35MPa 
R（1） （1～5）MPa （30～35）MPa 

R（2） （10～15）MPa （30～35）MPa 

70MPa 
R（1） （1～10）MPa （60～70）MPa 

R（2） （20～30）MPa （60～7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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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检定过程控制 

a）在每个检定区间的测试过程中，环境温度变化应不超过 5℃，相对湿度变化应

不超过 10%。 

b）在一次检定过程中，测试气源的各管线压力波动应不超过 2MPa。 

7.4.5 安全防护 

检定人员应遵守被检单位安全管理制度，包括穿戴安全防护防静电用品、消除

火种火源并准备灭火器具、禁止使用手机等。 

7.5 检定程序 

a）连接好加氢机和检定装置（应可靠接地），通电预热，检定介质应充满管道。 

b）开启加氢机对高压储氢气瓶进行充气，观察精密压力计示值，当高压储氢

气瓶起始压力达到表 3 的规定时，停止加气。操作加氢机和检定装置回零。 

c） 开启加氢机，打开加氢枪阀门对储氢气瓶进行充气，观察精密压力计示值，

同时记录示值流量的最大流量，当储氢气瓶终止压力达到表 3 的规定时，停止加气。 

d）记录标准装置显示值 ( )B ijm 和加氢机显示值 ( )J ijm ，按公式（1）计算单次

测量示值误差 ijE ： 

( ) ( )
100%

( )
J ij B ij

ij
B ij

m m
E

m
−

= ×
                   

（1） 

式中： 

(mJ)ij——i 流量区第 j 次测量时加氢机面板显示的累积流量示值，kg； 

(mB)ij——i 流量区第 j 次测量时检定装置显示的累积流量示值，kg； 

Eij——i 流量区第 j 次测量的单次示值相对误差，%。 

7.5.1 示值误差计算 

a）i流量区 3 次测量完成后，取 3 次示值相对误差的平均值作为该流量点的示

值误差 iE ，见（2）式。 

1

n

ij
j

i

E
E

n
==
∑

                          
（2） 

式中： 

iE —— i流量区的示值误差，%； 

n——测量次数， 3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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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取各流量区中示值误差绝对值最大的值作为加氢机的示值误差。 

7.5.2 测量重复性计算 

a）测量重复性 rE 用公式（3）计算： 

max min( ) i i
r i

n

E EE
d
−

=
                        

（3） 

式中： 

maxiE ——为 i流量区中单次测量示值相对误差的最大值，%； 

miniE ——为 i流量区中单次测量示值相对误差的最小值，%； 

nd ——极差系数（当测量次数为 3 时， nd =1.69）； 

( )r iE —— i流量区的测量重复性，%。 

b）取各流量区中重复性最大的值作为加氢机的测量重复性。 

7.5.3 付费金额误差 

a）付费金额误差可与示值误差检定同时进行。 

b）单次加气完成后，记录加氢机面板显示的加气量 Qj 和付费金额 Pj，按式（4） 

计算单次付费金额误差𝐸𝐸𝑗𝑗。 

𝐸𝐸𝑗𝑗 = �𝑃𝑃𝑗𝑗 − 𝑄𝑄𝑗𝑗 × 𝑝𝑝�                       （4） 
式中： 
  
Ej——第 j 次加氢机付费金额误差，元； 

Pj——第 j 次加气后加氢机面板显示的付费金额，元； 

Qj——第 j 次加气后加氢机面板显示的加气量，kg； 

p——加氢机面板显示的氢气单价，元∕kg。 

c）重复进行 3 次，每次付费金额误差均应符合 5.4 要求。 
7.6 检定结果的处理 

7.6.1 检定合格 

按本规程检定合格的加氢机，出具检定证书，并在加氢机显著位置粘贴检定合

格标志。 

7.6.2 检定不合格 

按本规程检定不合格的加氢机，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 

7.6.3 检定合格的加氢机必须施加机械封印（质量流量计、电子计控器、流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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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键盘接口处等）。应符合 6.2，6.3 要求。 

7.7 检定周期 

加氢机的检定周期最长不超过 6 个月，修理或调整后的加氢机应重新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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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质量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A.1 检定设备 

A.1.1 主标准器 

选用满足 JJG 1036《电子天平》检定规程要求的高准确度等级电子天平作为主标准

器，其技术参数需优于表 A.1。应按照最大称重量的（1.2～2）倍选择电子天平的最大

秤量（Max），天平的最大称量由加氢量、储氢气瓶、管路及支架等总质量确定。 

表 A.1电子天平技术参数参考表 

准确度等级 实际分度（d） 检定分度（e） 

○Ⅱ  1g 10g 

 

A.1.2 配套设备 

——瞬时流量指示仪，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2.5 级； 

——储氢气瓶：必须满足最大工作压力的压力要求，应有有效期内的特种设备

合格证书，额定压力应与待测加氢机相匹配，容量不小于 74L； 

   ——精密压力计（表）：压力范围（0～100）MPa，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0.4 级； 

——标准砝码：不低于 F2 级，质量在最大加气量的（0.8～1.0）倍之间。 

A.1.3 主标准器及配套设备均应满足防爆要求。 

A.2 检定准备 

A.2.1 检定人员应遵守被检单位安全管理制度（如穿戴安全防护防静电用品、消除火种

火源并准备灭火器具、禁止使用手机等）。 

A.2.2 电子天平放置在坚硬的平面上，并使电子天平接地。 

A.2.3 将电子天平调整至水平，通电预热至天平规定时间。 

A.2.4 将排空后的储氢气瓶平稳放置在电子天平上，然后将电子天平指示归零（去皮）。 

A.2.5 使用标准砝码对电子天平进行核查。 

A.2.6 按图 A.1 的方式连接被检加氢机与标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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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质量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工作原理图 

A.3 示值误差检定 

A.3.1 打开加氢枪阀和气瓶阀门对储氢气瓶进行加注，观察精密压力计示值，当储氢气

瓶上的压力达到流量区要求的起始压力时，关闭气瓶阀门和加氢枪阀，断开接入点。 

A.3.2 将储氢气瓶平稳放置在电子天平上，然后将电子天平示值归零（去皮）。 

A.3.3 将加氢机示值回零。 

A.3.4 连接接入点，打开气瓶阀门和加氢枪阀门对储氢气瓶进行充气，观察精密压力计

示值，当储氢气瓶上的压力达到检定区间要求的终止压力时，停止加气。关闭气瓶阀

门和加气枪阀，断开接入点。 

A.3.5 记录电子天平示值和加氢机示值。按 7.5 的规定计算本次测量示值误差。 



JJG(粤)  XXX—XXXX 

12 
 

附录 B 

标准表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B.1 检定设备 

B.1.1 主标准器 

标准表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仅适用于额定工作压力不大于 35MPa 的加氢机。

选用满足 JJG 1038《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检定规程要求、计量等级不低于 0.5 级

的高压气体质量流量计作为标准表。标准表的压力范围和流量范围需满足加氢机的

检定要求。 

B.1.2 配套设备 

——储氢气瓶：必须满足最大工作压力的压力要求，应具有有效期内的特种

设备合格证书，额定压力应与待测加氢机相匹配，容量不小于 74L； 

——精密压力计（表）：压力范围（0～100）MPa、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0.4 级。 

B.1.3 主标准器及配套设备均满足防爆要求。 

B.2 检定准备 

B.2.1 检定人员应遵守被检单位安全管理制度（如穿戴安全防护防静电用品、消除

火种火源并准备灭火器具、禁止使用手机等）。 

B.2.2 标准装置通电预热至规定时间，并应良好接地。 

B.2.3 按图 B.1 的方式连接被检加氢机与标准装置。 

 
图 B.1 标准表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工作原理图 

B.3 示值误差检定 

B.3.1 开启加氢机，打开加氢枪阀和气瓶阀门对储氢气瓶进行加注，观察精密压力

计示值，当储氢气瓶上压力达到流量区的要求的起始压力时，关闭气瓶阀门。 



JJG(粤)  XXX—XXXX 

13 
 

B.3.2 将加氢机示值回零，同时将标准表回零（或记录标准表初始值）。 

B.3.3 打开加氢机阀门和气瓶阀门对储氢气瓶进行充气，观察精密压力计示值，当储氢

气瓶上压力达到检定区间要求的终止压力时，停止加气。关闭加氢枪阀。 

B.3.4 记录标准表示值和加氢机示值。按 7.5 的规定计算本次测量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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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第 2页） 

证书编号 XXX—XXXX 

检定机构授权说明 

检定环境条件及地点   

检定技术依据   

环 境

温度 ℃ 检定地点  

相 对

湿度 
% 大气压力 kPa 检定介质 

检定使用的计量标准装置   

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准确度

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计量标准装置

证书编号 
有 效

期至 

     

检定使用的标准器    

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准确度

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标准器检

定∕校准

证书编号 

有 效

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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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检定结果页格式（第 3页） 

证书编号 XXX—XXXX 
 

检定结果 
 

 
 
 
 
 
 
 
 
 
 
 
 
 
 
 

注：不合格项目应注明。 
 
 
 
 

 

 

 

 

 

 

 

 

 

 

 

 

 

序号 检定项目 检定结果 

1 外观及随机文件  

2 功能设置  

3 封印设置  

4 密封性  

5 示值误差  

6 重复性  

7 流量范围  

8 付费金额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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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检定记录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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