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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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广东省

地方计量检定规程起草任务的通知》，由广东省珠海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承担

《沥青动力黏度试验仪检定规程》的起草任务，主要起草人为邱南聪、臧春华、

纪红刚、郑展民、郑爽。 

二、规程起草背景和意义 

沥青粘滞性指沥青材料在外力作用下抵抗剪切变形的能力。沥青动力黏度是

反应沥青与石料的粘合性与沥青耐热性能的重要指标，其主要测试设备——沥青

动力黏度试验仪，广泛运用于交通工程质检站、沥青路面工程实验室等科研及检

验场所，相关行业对该设备的计量检定需求十分迫切。 

该试验仪目前尚无专门的国家检定规程及校准规范；仅行业规程《JJG(交

通)055-2004 沥青标准粘度计检定规程》对仪器中的毛细管拆卸后部分结构的计

量检测项目进行了规定，但对仪器设备的整体计量性能及计量要求无专门说明，

亟需起草地方检定规程以填补这一空白。 

三、编制依据和原则 

规程根据现有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并参考专家和企业的意见、建议，本

着科学合理，便于操作的原则，以现有的生产技术、检定技术为前提，以提高生

产水平、鼓励进步、淘汰落后为目标，为沥青动力黏度试验仪计量性能提供检定

依据，规程格式依据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范进行编写。规程所参考依据如下： 

JJG 155   工作毛细管黏度计检定规程 

JTG E20-2011  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JJF 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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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引用文献，凡是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其最新

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四、编制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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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3月至 2018年 6月，规程起草小组完成相关资料的收集、研究，制

定本规程的框架结构。 

2018 年 6 月，确定规程的主要技术要求，对各个要求项目内容进行了大致

的编写，完成初稿。 

2018年 7月至 12月，到相关单位调研和收集实验数据，对项目一一进行验

证。 

2019年 1月至 2019年 3月，对规程内容进行细化和补充，完成征求意见稿， 

2019年 4月至 2019年 5月，征求各相关单位意见。 

2019年 5月至 2019年 6月，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再次修改，完成送审稿。 

2019年 6月，申请召开规程审定会议。 

五、主要部分的编制说明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真空减压毛细管法沥青动力黏度试验仪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

和使用中检查。 

2  概述 

叙述沥青动力黏度试验仪的构造及工作原理。 

3  计量性能要求 

   结合沥青动力黏度试验仪的结构和原理，综合考虑沥青动力黏度试验仪各个

与检测结果相关的参数，最终从真空度、恒温水浴、计时器、动力黏度性能四个

方面规定了该仪器的计量性能，其中真空度、恒温水浴、计时器要求， 

3.1 真空度 

（编制说明：依据 JTG E20—2011《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中 T062O 沥青动力黏度试验（真空减压毛细管法） “ 2.4真空减压系统：应能

使真空度达到 40kP±66.5Pa（300mmHg±0.5mmHg的压力”。） 

试验仪真空度最大允许误差应满足表 1的要求。 

表1   真空度最大允许误差 

检测点 最大允许误差 

如果试验仪真

空度单位为Pa 
39996Pa ±66.5Pa 

如果试验仪真

空度单位为

mmHg 

300mmHg ±0.5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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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恒温水浴 

（编制说明：依据 JTG E20—2011《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中 T062O 

沥青动力黏度试验（真空减压毛细管法） “ 2.3恒温水槽：水槽中不同位置的

温度差不得大于±0.1℃，保温装置的控温宜准确至±0.1℃”） 

试验仪恒温水浴控温最大允许误差应满足表 2的要求。 

表2   恒温水浴控温最大允许误差 

检测项目 性能要求 

温度偏差 ±0.5℃ 

温度均匀性 ≤0.1℃ 

温度波动度 ±0.1℃/h 

3.3  计时器 

计时器性能应满足表 3的要求。 

（编制说明：依据 JTG E20—2011《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中 T062O 

沥青动力黏度试验（真空减压毛细管法） “ 2.5 秒表：分度值 0.1s，总量程

15min的误差不大于±0.05%。”） 
表3   计时器性能 

检测项目 性能要求 

分度值 ≤0.1s 

计时范围 ≥15min 

计时误差 ±0.05% 

3.4  动力黏度性能 

（编制说明：参照JJG 155—2016《工作毛细管黏度计》 4 计量性能要求的

定义，结合JTG E20—2011《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中T062O 沥

青动力黏度试验（真空减压毛细管法）“5 报告 一次试验的3支黏度计平行试验

结果的误差应不大于平均值的7%”要求，动力黏度性能测量黏度计常数复现性与

动力黏度时间重复性两个参数，指标分别为2%及0.3%。） 

试验仪动力黏度应满足表4的要求。 

表4   动力黏度性能 

检测项目 性能要求 

黏度计常数复现性 2% 

动力黏度时间重复性 0.3% 

4  通用技术要求 

规定了试验仪外观及标识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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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量器具控制 

5.1  环境条件 

规定了沥青动力黏度试验仪的检定条件： 

a)  环境温度：(5～35)℃，温度波动：2h内不超过±2℃。 

b)  相对湿度：≤75%RH。 

c)  实验室无明显振动干扰。 

5.2  检定用标准器（见表5） 

（黏度的测量离不开标准黏度液，国内现有的标准黏度液的动力黏度范围

为：（0.002～100）Pa·s，且黏度定值温度为20℃单一温度，只能测量20℃时，

半径为0.25mm以下的真空减压毛细管，为了满足实际需要，标准黏度液引用JJG 

1002-2005《旋转黏度计》5.1.1.1的表述，“应使用国家一级、二级或国际互认

的有证牛顿流体标准物质”，并按标准黏度液的使用方法，备注说明，“标准液应

该在定值温度下一次性使用”。 

依据标准黏度液的定值温度及真空减压毛细管法的温度定值（60℃），对于

试验仪恒温水浴的测量，推荐使用分度值0.01℃，测量范围分别为（0～50）℃

和（50～100）℃的标准水银温度计。 

计时器要求分度值0.1s，计时时间小于15分钟，计时误差不大于±0.05%，

选用分度值优于0.1s，误差为±0.5s/d的电子秒表可以满足计量性能要求。 

测量范围为（-50～0）kPa，等级为0.1级的标准真空计，其最大允许误差为

±50Pa/±0.38mmHg，小于±66.5Pa/±0.5mmHg，则此标准真空计满足计量性能

要求。） 

表5  检定用标准器 

序号 类别 名称 技术要求 备注 

1 标准物质 标准黏度液 

应使用国家一级、二级

或国际互认的有证牛顿

流体标准物质。 

标准液应该在定值

温度下一次性使

用。 

2 

计量设备 

标准水银温度计 

（0～50）℃； 

（50～100）℃； 

分度值0.01℃ 

—— 

3 电子秒表 ±0.5s/d 分度值优于0.1s 

4 标准真空计 0.1级 （-50～0）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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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定项目（见表 6） 

表6  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外观 + + + 

真空度示值误差 + + + 

恒温水浴温度偏差 + + － 

恒温水浴温度均匀性 + + － 

恒温水浴温度波动度 + + － 

计时误差 + + － 

黏度计常数复现性 + + + 

动力黏度时间重复性 + + + 

注： 

1  表中“+”为需要检定项目，“－”为可不检定项目。 

2  维修后对试验仪计量性能有影响时，其后续检定按首次检定要求进行。 

 

7  检定方法 

7.1  外观按4要求手动目视进行。 

7.2  真空度示值误差 

     将标准真空计接入试验仪的真空系统内，启动试验仪真空系统，分别记录试验仪及标

准真空计的真空度数值，真空度示值误差按公式（2）计算。 

                                △Pw=Pd-Ps                               （2） 

式中： 

△Pw——试验仪真空度示值误差，Pa或mmHg； 

 Pd——试验仪真空度示值，Pa或mmHg； 

Ps——标准真空计真空度示值，Pa或mmHg。 

7.3  恒温水浴温度偏差、温度均匀性及温度波动度 

将试验仪加热温度设定为60℃。将标准水银温度计放入恒温水槽，测温点的布置如图1

所示。O点位于恒温水槽的几何中心，其余各测温点按图均匀分布（也可按真空毛细管黏度

计的安装位置分布），测温点高度位于液面高度的1/2处。恒温水槽温度稳定后开始测量，在

10min内每隔2min测量一次，共测量5次，记录各测温点的标准温度计示值及试验仪示值。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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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偏差、温度均匀性及温度波动度分别按公式（3）、（4）、（5）计算。 

 

图1  测温点分布图 

a) 温度偏差 

△Td= Td-To                                        （3） 

式中：△Td——温度偏差，℃； 

                     To——标准水银温度计n（=5）次测量中心O点温度平均值，℃。 

                      Td——试验仪显示温度平均值，℃； 

 

b) 温度均匀性 

( )∑
=

−=∆
n

i
iiu nTTT

1
minmax /                     （4） 

式中： 

△Tu——温度均匀性，℃； 

n——测量次数（5次）； 

   maxiT ——各测温点在第i 次测得的最高温度，℃； 

 miniT ——各测温点在第i 次测得的最低温度，℃； 

c) 温度波动度 

( ) 2/minmax oof TTT −±=∆                        （5） 

式中：△Tb——温度波动度，℃； 

                   maxoT ——中心O点5次测量中的最高温度，℃； 

                   minoT ——中心O点5次测量中的最高温度，℃。 

7.4  计时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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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试验仪的计时器，到达可观察的整10s倍数时，记录底数t1，同时启动秒表开始计

时，试验仪计时器到达10min增量时间时，记录终点数值t2及秒表实测数值td，计时误差按公

式（6）计算。 

                        
( )

%10012 ×
−−

=∆
d

d

t

ttt
t                           （6） 

式中： 

△t——试验仪计时误差，%； 

t1——试验仪计时器读数底数，s； 

t2——试验仪计时器读数终点数值，s； 

td——秒表实测数值，s。 

7.5   黏度计常数复现性、动力黏度时间重复性 

    对真空毛细管经过清洗、干燥；装标准黏度液、安装和恒温步骤后； 

通过试验仪专配的软管，与真空毛细管黏度计的真空管末端连接，使真空毛细管黏度计

接 入 试 验 仪 的 真 空 系 统 ， 启 动 真 空 系 统 ， 真 空 度 保 持 在 39996Pa±66.5Pa

（300mmHg±0.5mmHg），使标准黏度液流入毛细管。 

由下至上，用秒表依次测量，标准黏度液弯月面前沿从各个计时标志刻度升至对应的测

量段标志刻度的时间ti，并按公式（7）计算各段当次的黏度计常数。 

测量完毕，重新清洗及干燥真空毛细管黏度计，重复测量2次，如两次黏度计常数重复

性满足表4要求，则取两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新的黏度计常数，如公式（9）；如超

差，则清洗黏度计重新测量一次，直至其中两次测量结果的黏度计常数重复性符合要求，选

用重复性满足要求的两次测量结果计算黏度计常数。黏度计常数复现性、动力黏度时间重复

性的检定按公式（8）、（10）计算。 

检定每支黏度计，须尽量选用两种不同黏度的标准黏度液。 

i

i
i

t

ν
κ =                                    （7）                          

式中： 

iκ ——当次的黏度计常数，Pa·s/s； 

iν ——标准黏度液黏度，Pa·s； 

it ——标准黏度液弯月面前沿，从当次计时标志刻度升至对应的测量段标志刻度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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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s； 

%100
21 ×

−
=

κ

κκ
δη                         （8）       

式中： 

δη——黏度计常数复现性，%； 

1κ ——第一次装样所测得黏度计常数，Pa·s/s； 

2κ ——第二次装样所测得黏度计常数，Pa·s/s； 

κ——二次所测得黏度计常数平均值，Pa·s/s； 

若黏度计常数复现性满足表4规定，取 1κ 和 2κ 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黏度计常数κ，如公式

（9）所示。 

2
κ 21 κκ +

=                                     （9）                                        

( )
%100minmax ×

−
=

t

tt
tδ                       （10） 

式中： 

tδ ——时间重复性，s； 

maxt ——标准黏度液流过真空毛细管测量段的最大时间，s； 

mint ——标准黏度液流过真空毛细管测量段的最小时间，s； 

t ——标准黏度液流过真空毛细管测量段的平均时间，s。 

8  规定检定结果的处理和检定周期 

9  附录C、D、E列举了常见的真空减压毛细管，并依据真空减压毛细管的近似常数进行标

准黏度液的流动时间计算，按流动时间不小于100s及尽量使用两种浓度标准黏度液的原则，

推荐检测用标准黏度液油号。 

六、结论 

经检索，尚未发现国内有相关规程，该规程的制定填补了沥青动力黏度试验

仪检定规程的空白，对确保该类仪器的量值准确、统一有重要作用，也为仪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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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使用单位提供了技术依据。 

本规程参考了工作毛细管黏度计和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的相关指标，

并结合沥青动力黏度试验仪的实际应用情况，制定了科学的检测方法，在检定实

践中进行了多次的验证，同时广泛收集使用部门的反馈信息，对具体的指标要求

作了相应的调整，使其合理化地、更好地反映出实践应用的要求，具备推广的条

件。 

 

 

 

 

 

                                                  规程起草组 

                                               2019年 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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