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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本规程是以国家标准 GB/T 9081-2008《 机动车燃油加油机》、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的国

际建议 R117-1 e2007 《非水液体动态测量系统 第 1部分：计量和技术要求》（Dynamic measuring 

systems for liquids other than water. Part 1: Metrological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为技术依据，结合了我国燃油加油机的行业现状，对 JJG443-2006版本进行修订的。在主要指标上

与国家标准等效，与国际建议部分等效。根据工作需要，将 JJG443-2006《燃油加油机》拆分为检

定规程和型式评价大纲技术规范。本规程与 JJG443-2006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引言部分； 

──增加了自锁功能； 

──增加了计量单位； 

──增加了加油机工作原理中潜油泵的内容，删除了视油器。 

──增加了加油机的用途； 

──增加了指示装置的显示控制板不得有微处理器的要求； 

──调整了加油机的重复性计算方法和技术要求； 

——删除了流量测量变换器的部分技术要求； 

──删除了与税控功能相关的内容； 

──删除了与型式评价相关的内容； 

──增加了附录 C自动检定装置的内容。 

JJG443-201X《燃油加油机》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JJG443-1986《计量加油机试行检定规程》 

── JJG443-1998《燃油加油机》 

── JJG443-2006《燃油加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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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加油机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燃油加油机（以下简称加油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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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9081-2008  机动车燃油加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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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术语 

本规程除引用 GB/T 9081-2008 中 3.5～3.20的术语外，还采用下列术语。 

3.1.1加油机 fuel dispensers 

用来给车辆添加液体燃料的一种液体体积测量系统。当用户有 IC 卡支付、油气回收、税控功

能等其他要求时，可以具备这些功能。用于国内油品贸易结算的加油机应具有自锁功能。 

3.1.2自锁功能 self-locking function 

    当加油机内涉及到计量的应用程序或参数被非法变更时，或当加油机的脉冲当量异常时，加油

机应被锁机。 

3.1.3流量测量变换器  flow measurement transducer 

    将油品的流动量转换为机械转动信号送给编码器的部件。 

3.1.4编码器 encoder 

    将流量测量变换器的机械转动信号转换为脉冲信号送给计控主板的部件。 

3.1.5 计控主板 measurement controlling board 

    主要由计量微处理器、监控微处理器、存储器等组成，其功能是接收编码器送来的脉冲信号生

成加油数据并具有其他控制功能，加油数据经监控微处理器处理后送指示装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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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最小付费变量 minimum specified quantity deviation  

加油机的最小付费变量为单价与最小体积变量的乘积。 

3.1.7自动检定装置 automatic verification device 

    由传感器、数字转换程序和计算机程序等实现加油机自动检定过程的综合系统。 

3.2 计量单位 

    体积单位：升，符号 L； 

    流量单位：升每分钟，符号 L/min； 

    压力单位：帕[斯卡]，符号 Pa； 

温度单位：摄氏度，符号 ℃； 

时间单位：秒，符号 s。 

4 概述 

4.1 构造      

    加油机一般是由油泵、油气分离器、流量测量变换器、控制阀、编码器、计控主板、指示装置、

油枪等主要部件组成的液体体积测量系统。 

4.2 工作原理 

自带泵型加油机由电动机驱动油泵，油泵将储油罐中的燃油经油管及过滤器泵入油气分离器进

行油气分离；潜油泵型加油机由计控主板发出控制信号送到潜油泵控制盒，启动潜油泵。在泵压作

用下燃油经流量测量变换器、输油管、油枪输至受油容器。工作原理见图 1。 

    

储油罐 

指示装置 计控主板 

编 码 器 

流量测量变换器 

油气分离

潜油泵 

油枪 

油泵 电机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JJG443-201X 

3 

图 1     工作原理图 

4.3 用途 

    加油机主要用于为车辆添加液体燃料，计量各种液体燃料的累计体积流量。 

5 计量性能要求 

5.1 加油机的最大允许误差 

    加油机最大允许误差为±0.30%，其重复性不超过 0.10%。 

5.2 加油机的付费金额误差 

加油机显示的付费金额不大于单价和体积示值计算的付费金额，且二者之差的绝对值不超过最

小付费变量。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铭牌和标记 

6.1.1加油机铭牌应标明： 

a) 制造厂名； 

b) 产品名称； 

c) 规格型号； 

d) 制造年、月； 

e) 出厂编号； 

f) 流量范围； 

g) 最大允许误差； 

h) 最小被测量； 

i) 电源电压； 

j) Ex标志和防爆合格证编号； 

k) CMC标志及编号。 

6.1.2多于一条油枪的加油机应标注油枪编号。 

6.2 外观结构 

6.2.1 指示装置 

加油机的指示装置应显示单价、付费金额、交易的体积量。单价显示的每个数字的高度应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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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4 mm；付费金额、交易的体积量显示的每个数字的高度应不小于10 mm。 

加油机显示的体积量应是工况条件下的体积量。 

6.2.2 当多条油枪共用一个流量测量变换器时，其中一条油枪加油时，其他油枪应由控制阀锁定不

能加油。 

6.2.3 在加油机的流量测量变换器的调整装置处、编码器与流量测量变换器之间、计控主板与机体

间的三个位置应加封印。 

6.2.4计控主板与指示装置的连接电缆中间不得有接插头。 

6.2.5指示装置的显示控制板不得有微处理器。 

6.3 自锁功能 

    自锁功能由监控微处理器、编码器、POS机和相应的程序来实现。当加油机内涉及到计量的应

用程序或参数被非法变更时，加油机应被锁机。 

6.3.1 监控微处理器 

当计量微处理器或编码器中微处理器的程序被非法变更时，监控微处理器应对加油机进行锁

机，即不能进行加油操作。 

6.3.2 编码器和计控主板 

6.3.2.1 编码器应与监控微处理器进行相互验证，当编码器与监控微处理器相互验证失败时，加油

机应不工作。 

6.3.2.2 初始化后的加油机，更换计控主板后，如不重新初始化，在进行3次加油操作后编码器应

停止向计控主板发送脉冲数，编码器应记录、保存更换计控主板的相关信息。 

6.3.2.3 当加油量异常（偏离正常脉冲当量的±0.6%）时,在累计加油5次后编码器应停止向计控主

板发送脉冲，编码器应记录、保存异常情况的相关信息。 

7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加油机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7.1 检定条件 

7.1.1 主标准器和配套设备及要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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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标准器和配套设备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要求 

1 
标准金属量器（以下简称

量器） 

量器的最大允许误差不超过±0.05%，容积不小于加油机的最小

体积变量的 1000倍，并不小于检定流量下 1min的排放量。量器

配有水平调节装置，水平调节装置的准确度为 0.05 mm/m。必要

时应有保温措施。 

2 温度计 测量范围满足 -25 ℃～＋55 ℃，最小分度值不大于 0.2 ℃。 

3 秒表 分度值不大于 0.1 s。 

4 加油机检定专用 POS机 / 

    量器、温度计、秒表应有有效的检定证书。对于自动检定装置和检定方法见附录 C 。 

7.1.2检定环境条件 

检定环境温度：-25 ℃～＋55 ℃，检定过程中环境温度的变化应不超过 5 ℃，环境温度应在

加油机和量器附近测量； 

相对湿度：≤95%；     

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供电电源电压：单相 187 V～242 V或三相 323 V～418 V；     

供电电源频率：50 Hz±1 Hz。 

7.1.3 检定介质温度 

检定时，介质温度与环境温度的最大温差不得超过 10 ℃，如超过 10 ℃，量器应有保温措施。 

7.2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及使用中检查的项目见表 2。 

表 2 检定项目表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铭牌标记和外观结构检查 ＋ ＋ ＋ 

自锁功能检查 ＋ ＋ ＋ 

示值误差检定 ＋ ＋ ＋ 

重复性检定 ＋ ＋ ＋ 

付费金额检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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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为应检项目，“-”为不检项目。 

     2. 使用中检查是为了检查加油机的检定标记或检定证书是否有效，封印是否损坏，使用中的计量器具状态 

是否受到明显变动，及其误差是否超过加油机的最大允许误差。 

7.3 检定方法 

7.3.1 铭牌标记和外观结构检查 

检查加油机的铭牌标记和外观结构，其结果应符合第 6.1、6.2的要求。 

7.3.2自锁功能检查 

    通过专用接口，使用加油机检定专用 POS机检验监控微处理器和编码器的序列号、加油机自锁

功能的运行情况和异常加油量。 

7.3.3示值误差检定 

加油机的首次检定应在下列三个流量点下各检定 3次，各流量点检定示值误差和重复性应符合

5.1的要求。 

 0.90 Q L≤Q(1)≤l.0 Q L 

 0.36 Q L≤Q(2)≤0.44 Q L 

 0.14 Q L≤Q (3)≤0.18 Q L 

加油机的后续检定应在下列二个流量点下分别检定 3次，各流量点检定示值误差和重复性应符

合 5.1的要求。 

 0.90 Q L≤Q (1)≤l.0 Q L 

 0.36 Q L≤Q (2)≤0.44 Q L 

    注：Q L为加油机在现场检定时的最大流量。每个流量点应大于加油机铭牌标注的最小流量。 

7.3.3.1 将量器放置在坚硬的平地上（若量器安放在运载汽车上或其他支架上，则必须保证检定时

无任何晃动），并使量器良好接地。 

7.3.3.2进行试运行，启动加油机（有油气回收装置的加油机应同时启动油气回收装置），将油枪开

启并调节到现场检定时的最大流量 Q L，并用秒表计时，确定现场检定时的最大流量。将油液注入量

器内，直至注满。量器被注满后，将油枪放回托架，按量器检定证书上规定的放液时间将量器内的

油液放净，关闭阀门，使量器处于准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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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3用水平调节装置将量器调平并使量器良好接地。 

7.3.3.4提取油枪，启动加油机，使加油机的指示装置回零，将流量调至检定流量，向量器内注油，

同时用温度计测量油枪出口处的油品温度，待温度计读数稳定时再读取油温，当油液注满量器时，

关闭油枪，读取并记录加油机的示值和加油机显示的付费金额。 

7.3.3.5 待量器中的油沫和气泡消失后，读取并记录量器的示值，测量并记录量器中的油液温度，

然后按量器检定或校准证书上规定的放液时间将量器内的油液放净，关闭阀门。 

7.3.3.6 重复上述 7.3.3.3～7.3.3.5的步骤，按要求完成各流量点的示值误差检定。 

7.3.4 付费金额检定 

在示值误差检定 Q (1)的同时记录相关的数据，其付费金额误差的平均值应符合 5.2的要求。 

7.4 计算公式 

7.4.1量器测得的在检定温度 tJ下的实际体积值 VBt按公式（1）计算： 

VBt=VB [1+βY（tJ-tB）+βB（tB -20）]               (1) 

式中：VBt ——量器在 tJ下给出的实际体积值，L； 

      VB ——量器在 20℃下标准容积，L； 

      βY、βB ——分别为检定介质和量器材质的体膨胀系数，℃
-1
； 

      汽 油：12×10
-4
/℃；煤油：9×10

-4
/℃； 轻柴油：9×10

-4
/℃ ；  

注: 其他油品查询体膨胀系数后使用。 

          不锈钢：50×10
-6
/℃；碳钢：33×10

-6
/℃；黄铜、青铜：53×10

-6
/℃； 

tJ、tB ——分别为加油机内流量测量变换器输出的油温（由油枪口处油温代替）和量器

内的油温，℃； 

7.4.2体积量示值误差 EV按公式（2）计算： 

EV=
J Bt

Bt

V V
V
−

×100%                                 （2） 

式中：EV ——加油机的体积相对误差，%； 

VJ ——加油机在 tJ下指示的体积值，L； 

7.4.3重复性 En按公式（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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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 V max V min

n

E E
d
−

                                  (3) 

    式中：En ——重复性，%； 

          EVmax、EVmin ——分别为规定流量下的示值误差最大值和最小值，%； 

          dn ——极差系数；3次测量 dn取 1.69； 

7.4.4 流量 QV按公式（4）计算： 

QV= 
t60V

t
                                       (4) 

    式中：QV ——流经加油机的体积流量，L/min； 

      Vt ——在测量时间 t内加油机显示的体积值，L； 

      t ——测量时间，s； 

7.4.5 付费金额 PC按公式（5）计算： 

                  PC = PU×VJ                                       (5) 

式中：PC ——付费金额，元； 

      PU ——油品的单价，元/升； 

7.4.6 付费金额误差 EP按公式（6）计算： 

EP =︱PC－PJ︱                                  (6) 

式中：EP ——付费金额误差，元； 

PJ ——加油机显示的付费金额，元。 

7.5 数据处理 

按公式（2）计算各检定点各次检定的示值误差，取平均值作为该点的示值误差，在各点的示

值误差中取绝对值最大者作为加油机的示值误差。按公式（3）计算各检定点的重复性，在各检定

点的重复性中取最大值作为加油机的重复性。按公式（6）计算加油机的付费金额误差。 

7.6 检定结果的处理 

    检定合格的加油机发给检定证书，并在加油机显著位置粘贴检定合格标志；检定不合格的加油

机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指出不合格项目。检定证书和检定结果通知书的内页格式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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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定合格的加油机必须在下列三个位置加以有效封印： 

1）流量测量变换器的调整装置处； 

2）编码器与流量测量变换器之间； 

3）计控主板与机体之间。 

7.7 检定周期 

加油机检定周期不超过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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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信息及格式 

A．1 检定证书内页信息格式 

证书编号 XXX-XXXX 

检定机构授权说明  

检定依据  

检定地点  

检定环境条件 温度：     ℃ 相对湿度：    % 大气压力：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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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定 /校准证

书编号 
有效期至 

    

检定结果 

（一）检定结果 

1. 铭牌标记和外观结构检查： 

2. 自锁功能检查:    监控微处理器序列号：       编码器序列号：     异常记录： 

3. 示值误差：                         重复性： 

4. 付费金额误差：（首次检定适用） 

（二）检定条件 

检定用介质： 

现场检定时的最大流量：    L/min 

（三）其他 

铅封号： 

A．2 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信息格式参照以上格式，并给出不合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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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加油机检定记录 

B．1首次检定格式 

受检单位：                           制造厂家：                出厂日期：                       规格型号：              

油枪编号：                           检定油品：                出厂编号：                       标准器编号： 

检定环境条件：温度：     ℃          相对湿度：    %          大气压力：      kPa 

检定用介质： 

现场检定时的最大流量：    L/min      铅封号： 

（一）铭牌标记和外观结构检查 

序号 项目  合格 不合格 不适用 

1 加油机铭牌    

2 多于一条油枪的加油机应标注油枪编号    

3 指示装置    

4 当多条油枪共用一个流量测量变换器时，其中一条油枪加油时，其

他油枪应由控制阀锁定不能加油 

   

5 封印    

6  计控主板与指示装置的连接电缆中间不得有接插头    

7 指示装置的显示控制板不得有微处理器    

注：在对应的合格、不合格或不适用栏内画“X”。 
 

（二）自锁功能检查 

监控微处理器序列号：                  编码器序列号：                    异常加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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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定结论： 

检定员：                                     复核员：                                   日期： 

（三）示值检定 

测量点 测量 加油机 量器 量器 油枪出口 量器 实际体 单次测量 
示值误差 重复性 

  次序 示值 刻度  示值 处油温 内油温 积值 相对误差 

（L/min）  VJ（L） H（mm） VB（L） tJ（℃） tB（℃） VBt （L） EV（%）
   VE （%） En（%） 

0.90 Q L ≤Q(1)≤l.0 Q L 

1               

    2               

3              

0.36 Q L ≤Q(2)≤0.44 Q L 

1               

    2               

3               

0.14 Q L ≤Q(3)≤0.18 Q L 

1               

    2               

3               

 

（四）付费金额检定 
 

测量点 测量 加油机示值 油品单价 显示的付费金额 计算的付费金额 付费金额误差 

PE （元）  

（L/min） 

次序 VJ（L） Pu（元/升） PJ（元） Pc（元） EP=︱PC－PJ︱（元） 

0.90 Q L ≤Q(1)≤l.0 Q L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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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后续检定格式 

受检单位：                           制造厂家：                出厂日期：                       规格型号：              

油枪编号：                           检定油品：                出厂编号：                       标准器编号： 

检定环境条件：温度：     ℃          相对湿度：    %          大气压力：      kPa 

检定用介质： 

现场检定时的最大流量：    L/min      铅封号： 

（一）铭牌标记和外观结构检查 

序号 项目 合格 不合格 不适用 

1 加油机铭牌    

2 多于一条油枪的加油机应标注油枪编号    

3 指示装置    

4 当多条油枪共用一个流量测量变换器时，其中一条油枪加油时，其他油枪应

由控制阀锁定不能加油 
   

5 封印、检定合格标志    

6 计控主板与指示装置的连接电缆中间不得有接插头    

7 指示装置的显示控制板不得有微处理器    

8 在加油机显著位置粘贴检定合格标志    

注：在对应的合格、不合格或不适用栏内画“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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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锁功能检查 

 

监控微处理器序列号：                  编码器序列号：                    异常加油量： 

 

检定结论： 

检定员：                                     复核员：                                   日期： 

 

 

 

（三）示值检定 

测量点 

 

 

（L/min） 

测量 

次序 

加油机 量器 量器 油枪出口 量器 实际体 单次测量 
示值误差 重复性 

示值 刻度  示值 处油温 内油温 积值 相对误差 

 VJ（L） H（mm） VB（L） tJ（℃） tB（℃） VBt（L） EV（%）
   VE （%） En（%） 

0.90 Q L ≤Q(1)≤l.0 Q L 

1               

    2               

3              

0.36 Q L ≤Q(2)≤0.44 Q L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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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加油机自动检定装置 

C．1自动检定装置的结构和组成 

自动检定装置（以下简称装置）包括配备了温度传感器和液位传感器的量器、操作控制系统和

回油箱。量器有导油管和排气装置，回油箱的大小一般可容纳一台加油机检定所排放的油量。 

C．2自动检定装置的工作原理 

在加油机定量加油模式下，通过对油枪出口处的温度、量器中油温和液位等参数的自动测量、

补偿和计算，实现对加油机的自动检定。 

C．3自动检定装置的技术要求 

    自动检定装置技术要求见表 3。 

表 3  自动检定装置技术要求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要求 

1 自动检定装置 

量器应符合 JJG259《标准金属量器》检定规程的技术要求。量器

的最大允许误差不超过±0.05%，容积不小于加油机的最小体积

变量的 1000倍，并不小于检定流量下 1min的排放量。量器配有

水平调节装置，水平调节装置的准确度为 0.05 mm/m。必要时应

有保温措施。 

温度传感器的最小分度值不大于 0.2 ℃， 测量范围不小于

-25 ℃～ ＋55 ℃。经自动转换的电脑显示温度值其示值误差不

大于 0.2 ℃。 

经自动转换的电脑显示容积值其读数误差不超过量器计量颈分

辨力所对应的容量值。 

2 加油机检定专用 POS机 / 

 

C．3自动检定装置的检定方法 

C.3.1铭牌标记和外观结构检查 

参照本规程 7.3.1条进行检查。 

C.3.2自锁功能检查 

参照本规程 7.3.2条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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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3 示值误差检定 

参照本规程 7.3.3选择流量点。将量器放置在坚硬的平地上（若量器安放在运载汽车上或其他

支架上，则必须保证检定时无任何晃动），用水平调节装置将量器调平并使量器良好接地。进行试

运行，启动加油机（有油气回收装置的加油机应同时启动油气回收装置），将油枪开启并调节到现

场检定时的最大流量 Q L，并将量器润湿，使量器处于准备状态。 

提取油枪，启动加油机，使加油机的指示装置回零，将流量调至检定流量，向量器内注油；同

时用温度传感器测量油枪出口处油温，并将数据传输至操作控制系统；当油液注满量器时，关闭油

枪，读取并记录加油机的示值和加油机显示的付费金额；待量器中的油沫和气泡消失后，温度传感

器测量量器内的油温，并将数据传输至操作控制系统；液位传感器记录量器标尺高度并转换成体积

值传输至操作控制系统；然后按量器检定证书上规定的放液时间将量器内的油液放入回油箱，关闭

阀门。 

重复上述步骤，按要求完成各流量点的示值误差检定。 

C.3.4付费金额检定 

参照本规程 7.3.4条进行检定。 

C.3.5 误差计算 

按照本规程 7.4、7.5条的要求，操作控制系统自动完成加油机的检定记录及证书并打印，其格

式分别参照本规程附录 A、附录 B。 

C.3.6 检定结果的处理和检定周期 

按照本规程 7.6、7.7条执行。 

注：仲裁检定时，不能使用加油机自动检定装置进行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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