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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压力仪表自动检测装置及

其检测方法，包括电脑主机、数据采集卡和标准

仪表，电脑主机通过数据采集卡控制标准仪表对

被检仪表检测并进行数据传递，电脑主机中设置

有基本信息数据库和流程控制数据库，基本信息

数据库存储标准仪表通讯端口设置、控制函数和

读数函数以及被检仪表的通讯端口设置和读数

函数；本发明适用性广，系统未强制集成标准仪

表,成本低，系统可拓展性好，不仅适用于目前市

场已有的仪表，对于未来进入市场的仪表，只要

具有统一的数据端口，本发明都可支持，也可以

支持电学、流量类仪表，系统具有运行中自检功

能，对超差的仪表可给出即时警示，可避免大量

检测时间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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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压力仪表自动检测装置，对压力计量器具进行自动检测，包括电脑主机、数据采

集卡和标准仪表，电脑主机通过数据采集卡控制标准仪表对被检仪表检测并进行数据传

递，其特征在于：电脑主机中设置有基本信息数据库和流程控制数据库，基本信息数据库存

储标准仪表通讯端口设置、控制函数和读数函数以及被检仪表的通讯端口设置和读数函

数；流程控制数据库根据不同类型的被检仪表依据检定规程存储设置包括测量点和测量循

环次数的测量程序信息，同时存储被检仪表的测量结果，以被检仪表的唯一型号进行分类

储存和采用数据处理方式；数据采集卡设置有一个GPIB接口和多个RS232接口，电脑主机通

过GPIB接口与标准仪表相连，运行测量程序控制标准仪表自动运行和读取标准值，通过

RS232接口与被检仪表相连并读取被检仪表输出值；

自动检测步骤包括a、首先将标准仪表和被检仪表相连，然后分别通过GPIB接口和

RS232接口将标准表和被检表接入检测装置；b、启动测量程序，输入包括测量范围和准确度

的被检仪表基本信息，根据标准仪表和被检仪表的型号按顺序从基本信息数据库中，选择

标准仪表和被检仪表的测量设置，根据检定规程选择对应的测量程序；c、测量程序开始，首

先自动检测装置控制标准表运行至被检表满量程，进行系统泄露自检,然后控制标准仪表

通大气后将被检仪表示值清零或若为绝对压力仪表，在测量程序中设置略去此操作，然后

驱动标准仪表运行产生标准压力值，到达第一个设定测量点后，标准仪表给出反馈信号，自

动检测装置同时读取标准仪表和被检仪表的数据；d、更换测量点，重复步骤c，直到完成所

有的测量点及测量循环次数；e、自动生成包含全部测量点数据以及相应不确定度的测试报

告，按需要给出误差、迟滞，非线性等多种测量结果，报告输出打印或电子记录储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压力仪表自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数据处理方式依据

检定规程，采用EXCEl格式并自动输出打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压力仪表自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若被检仪表为以电

流或电压输出的仪表时，通过串接设置的电流表或电压表的RS232接口实现系统数据自动

读取。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压力仪表自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测量程序包括超差

自检流程和泄露自检流程，超差自检流程中若被检仪表与标准仪表示值差值大于最大允许

误差，测量程序停止检测并提示仪表故障，泄露自检流程中若压力在10秒内不能维持，测量

程序停止检测并提示仪表故障。

5.采用权利要求1-4任一种压力仪表自动检测装置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

步骤：a、首先将标准仪表和被检仪表相连，然后分别通过GPIB接口和RS232接口将标准表和

被检表接入检测装置；b、启动测量程序，输入包括测量范围和准确度的被检仪表基本信息，

根据标准仪表和被检仪表的型号按顺序从基本信息数据库中，选择标准仪表和被检仪表的

测量设置，根据检定规程选择对应的测量程序；c、测量程序开始，首先自动检测装置控制标

准表运行至被检表满量程，进行系统泄露自检,然后控制标准仪表通大气后将被检仪表示

值清零或若为绝对压力仪表，在测量程序中设置略去此操作，然后驱动标准仪表运行产生

标准压力值，到达第一个设定测量点后，标准仪表给出反馈信号，自动检测装置同时读取标

准仪表和被检仪表的数据；d、更换测量点，重复步骤c，直到完成所有的测量点及测量循环

次数；e、自动生成包含全部测量点数据以及相应不确定度的测试报告，按需要给出误差、迟

滞，非线性等多种测量结果，报告输出打印或电子记录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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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压力仪表自动检测装置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检测方

法根据被检仪表包含的量程和准确度等级信息自动计算出最大允许误差，若被检仪表与标

准仪表示值差值大于最大允许误差，测量程序停止检测并提示仪表故障，若差值在设定范

围内，将多次读取标准仪表和被检仪表的示值，取各自平均值作为标准值和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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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压力仪表自动检测装置及其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计量测试技术领域，特别是适用于实验室内对各型压力类计量器具进

行自动化检测的通用检测装置，本发明同时还提供一种采用该种检测装置的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压力类计量器具如压力传感器、压力变送器、压力控制器、数字压力表等广泛应用

于航空航天、遥感测量、环境监测、医疗器械及工业生产等行业，用于测量环境中的压力值，

是一类非常重要的控制性计量器具，其准确度可靠性直接影响测量装置的性能。为了保证

实际使用中的压力类计量器具都能够准确地传递信息，按照国家检定规程需要定期对其进

行检定或校准，以保证量值的准确可靠。

[0003] 压力类计量器具检测采用标准器与被检仪表相连，通过标准值与被检值比较来实

现，目前主要是通过手动的方式来完成。这种方式的操作繁复，控制标准器、记录测量数据

以及后续数据处理等都需人工完成，根据检定规程，对于高精度的压力计量器具需要进行

两次正、反行程，各11个共44个测量点，耗时长、效率低并且易发生错误,实现检测自动化是

现实的需求也是必然的趋势。

[0004] 在现有技术中，压力计量器具自动检测检测装置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专利号为

201410078959 .7的发明专利“压力传感器静态性能快速校准系统及方法”、专利号为

201310484705 .0  的发明专利“一种用于小型压力传感器的动态校准装置”以及专利号为

200710157892.6的发明专利“组合式数字压力校准仪”等，上述现有技术均存在以下的缺

点：

[0005] 1、通用性不够，功能较为单一，仅适用于某种单一类型的压力计量器具如电压输

出的压力传感器检测。

[0006] 2、标准器固化于系统中，成本高，测量范围受限且拓展性不够。

[0007] 3、检测过程设置和数据处理方式以便利生产为主，没有依据国家检定规程，也不

能自动生成证书报告，不利于实验室计量检测的应用。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在先技术的缺点，提供一种通用化的压力仪表自动检

测装置及检测方法，既能够支持多种压力标准器也可对不同类型的压力计量器具的自动检

测与量值传递。

[0009]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压力仪表自动检测装置,对压力计量器具进

行自动检测，包括电脑主机、数据采集卡和标准仪表，电脑主机通过数据采集卡控制标准仪

表对被检仪表检测并进行数据传递，电脑主机中设置有基本信息数据库和流程控制数据

库，基本信息数据库存储标准仪表通讯端口设置、控制函数和读数函数以及被检仪表的通

讯端口设置和读数函数；流程控制数据库根据不同类型的被检仪表依据检定规程存储设置

包括测量点和测量循环次数的测量程序信息，同时存储被检仪表的测量结果，以被检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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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型号进行分类储存和采用数据处理方式；数据采集卡设置有一个GPIB接口和多个

RS232接口，支持多个同量程、同型号的被检仪表同时测量，电脑主机中测量程序通过GPIB

接口与标准仪表相连，控制标准仪表自动运行和读取标准值，通过RS232接口与被检仪表相

连并读取被检仪表输出值。

[0010] 数据处理方式依据检定规程，采用EXCEl格式并自动输出打印。

[0011] 若被检仪表为以电流或电压输出的仪表时，通过串接设置的电流表或电压表的

RS232接口实现系统数据自动读取。

[0012] 测量程序包括超差自检流程和泄露自检流程，若被检仪表与标准仪表示值差值大

于最大允许误差，测量程序停止检测并提示仪表故障，若压力在10秒内不能维持，测量程序

停止检测并提示仪表故障。

[0013]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压力仪表自动检测装置的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a、首先将

标准仪表和被检仪表相连，然后分别通过GPIB接口和RS232接口将标准表和被检表接入检

测装置；b、启动测量程序，输入包括测量范围和准确度的被检仪表基本信息，根据标准仪表

和被检仪表的型号按顺序从基本信息数据库中，选择标准仪表和被检仪表的测量设置，根

据检定规程选择对应的测量程序；c、测量程序开始，首先自动检测装置控制标准表运行至

被检表满量程，进行系统泄露自检，然后控制标准仪表通大气后将被检仪表示值清零或若

为绝对压力仪表，在测量程序中设置略去此操作，然后驱动标准仪表运行产生标准压力值，

到达第一个设定测量点后，标准仪表给出反馈信号，自动检测装置同时读取标准仪表和被

检仪表的数据；d、更换测量点，重复步骤c，直到完成所有的测量点及测量循环次数；e、自动

生成包含全部测量点数据以及相应不确定度的测试报告，按需要给出误差、迟滞，非线性等

多种测量结果，报告输出打印或电子记录储存。

[0014] 检测方法根据被检仪表包含的量程和准确度等级信息自动计算出最大允许误差，

若被检仪表与标准仪表示值差值大于最大允许误差，测量程序停止检测并提示仪表故障，

若差值在设定范围内，将多次读取标准仪表和被检仪表的示值，取各自平均值作为标准值

和测量值。

[0015] 本发明适用于具有通讯端口的仪表，但其应用不仅限于此，对于少量没有通讯端

口的仪表，系统可将数据读取设为手动输入的方式，采用半自动化检测，也可实现实验室无

纸化和数据处理的自动化。

[0016] 本发明具有下列技术效果：

[0017] 1  适用性广，不单适用于某种特定类型的压力计量器具，各型压力计量器具实际

上本发明都可支持。

[0018] 2  系统未强制集成标准仪表,成本低，尤其适用于立足于实验室现有设备进行自

动化改造。

[0019] 3  系统可拓展性好，不仅适用于目前市场已有的仪表，对于未来进入市场的仪表，

只要具有统一的数据端口，本发明都可支持，也可以支持电学、流量类仪表。

[0020] 4  系统具有运行中自检功能，对超差的仪表可给出即时警示，可避免大量检测时

间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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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数据传递原理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数据库结构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测量程序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

[0025] 实施例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压力自动检测装置，包括电脑主

机、数据采集卡、多根信号通讯线缆和标准仪表。数据采集卡内置于电脑主机中，信号通讯

线缆接口分为两种：GPIB和RS232，其中GPIB数据线一根，RS232数据线4根，标准仪表采用独

立设置方式，不与压力自动检测装置集成设置。

[0026] 电脑主机中设置两个数据库，其一为基本信息数据库，主要存储标准器通讯端口

设置、控制函数以及读数函数和被检表的通讯端口设置、读数函数，另外根据不同类型的仪

表，依据检定规程设置的测量程序信息，包括测量点和测量循环次数等。第二个数据库主要

储存被检仪表的测量结果，以被测仪表的唯一性号进行分类储存，数据处理方式依据检定

规程，采用EXCEl格式，可自动输出打印。

[0027] 电脑主机通过GPIB接口与标准表相连，可控制标准表自动运行和读取标准值，通

过RS232接口与被检仪表相连读取被检仪表输出值。

[0028]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压力自动检测装置的检测方法，如图一所示，首先将标准表

和被检表相连，然后分别通过GPIB接口和RS232接口将标准表和被检表接入压力仪表自动

检测装置；启动测量程序，输入被检表的基本信息，如测量范围和准确度等级等，根据标准

表和被检表的型号按顺序从测量基本信息数据库中，选择标准表和被检表的测量设置，根

据检定规程的要求，选择对应的测量程序，测量程序正式开始，首先自动检测装置控制标准

表运行至被检表满量程，进行系统泄露自检，然后控制标准表通大气后将被检表示值清零，

等待10s后驱动标准表运行产生标准压力值，到达第一个设定测量点后，标准表稳定10s给

出反馈信号，装置同时读取标准表和被检表的数据，各测量10次，若被检表与标准表的示值

误差大于最大允许误差，测量程序将停止，并提示仪表故障，若差值在允许范围内，系统将

驱动标准器进入下一个测量点，直到完成所有的测量点及测量循环次数，自动生成包含全

部测量点数据以及相应不确定度的测试报告，并可按需要给出误差、迟滞，非线性等多种测

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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