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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CNG加气机量值溯源系

统，其包括：待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其采用

天然气作为校准介质；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

装置，其与所述待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连接；

其特征在于：所述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

连接到减压撬，用于将校准介质回收。本发明通

的CNG加气机量值溯源系统保证了贸易结算准确

可靠；且溯源系统既可开展CNG加气机现场检定

装置的实流校准和提供校准介质回收技术与方

法又可用于实验室间量值比对与上级溯源参考

值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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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CNG加气机量值溯源系统，其包括：待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其采用天然气作

为校准介质；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其与所述待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连接；其特

征在于：所述待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至少包括第一进气阀、第一电磁阀、第一压力表、质

量流量计和第一控制系统；所述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中至少包括流量指示仪、第二

压力表、气瓶阀门、储气瓶、电子天平和第二控制系统；进行校准时，使气源中的校准介质同

时通过待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和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并同时采集待校准CNG

加气机检定装置和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中的质量流量数值，通过比较二者的质量

流量测量结果对待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进行校准；所述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连

接到减压撬，用于将校准介质回收,其中，减压撬的进口端与储气瓶连接，所述减压撬将CNG

加气机量值溯源检定装置的储气瓶中的高压天然气通过二级减压后输送至城市燃气管网

中,并最终汇入城市管网民用气源终端。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CNG加气机量值溯源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第一控制系统用于对

所述质量流量计进行控制。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CNG加气机量值溯源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待校准CNG加气机检

定装置包括加气枪阀，将所述加气枪阀与标准装置的接入点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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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CNG加气机量值溯源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溯源系统，特别是涉及一种以压缩天然气(CNG)为校准介质的CNG

加气机量值溯源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近几年来，由于环境保护的需要和原油的日益紧缺等诸多因素，使用洁净和绿色

能源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已经广泛应用于汽车燃料，随着当

前国内、国际能源使用的趋势和“西气东输”等大型输气管道投入使用，尤其是国家“西气东

输”工程给管线沿途众多城市的CNG汽车应用带来新的动力，各城市纷纷将CNG加气站的建

设和公交车、出租车的“油改气”作为城市环保和城市能源结构调整的重点项目。

[0003] 压缩天然气(CNG)因其成本低、污染小，从而代替油价飙升的汽油、柴油作为现代

交通工具的燃料。压缩天然气加气机是为燃气汽车储气瓶充装压缩天然气的一种测量系

统，它包括了流量计、电子计控器、辅助装置和附加装置，其主要用于CNG加气站为天然气汽

车(NGV)加气计量。由于涉及到贸易结算，按照国家计量法规定，应对加气机实行强制检定。

其量值溯源标准器具是CNG加气机检定装置。而该CNG加气机检定装置的溯源标准器具即为

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

[0004] 现有的CNG加气机检定装置都是采用替代介质校准作为校准介质，例如通常采用

高压空气为校准介质，在需要对CNG加气机检定装置进行校准时，需要采用高压空气作为校

准的气源，校准时控制高压气源，介质以额定流量流过被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进入称重

储气瓶，当称重储气瓶压力达到预设压力值时停止供气，称量称重储气瓶高压空气净质量，

与流过CNG加气机检定装置质量数比较，给出被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的误差值或仪表系

数及不确定度，在校准完毕后，储气瓶中的空气可以直接排放到空气中。

[0005] 而采用替代介质作为校准介质的现有CNG加气机检定装置中，由于校准介质组份

差异会产生与实流介质不一致的引用误差会给CNG加气机检定装置带来一定的不确定度，

且校准时，需要将CNG加气机接入到专门的高压气源，校准方法复杂，无法达到在线校准目

的，影响校准的可靠性。因此，设计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建立以天然气(CNG)为校

准介质的国家规程和技术规范，完善量值溯源体系成为亟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建立一套CNG加气机量值溯源系统，提升CNG加气机量值溯源的检

测水平，填补国内该方面空白，为CNG天然气贸易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CNG加气机量值溯源系统，其包括：待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

其采用天然气作为校准介质；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其与所述待校准CNG加气机检

定装置连接；所述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连接到减压撬，用于将校准介质回收。

[0008] 其中，所述待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至少包括第一进气阀、第一电磁阀、第一压

力表、质量流量计和第一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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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其中，该第一控制系统用于对所述质量流量计进行控制。

[0010] 其中，所述待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包括加气枪阀，将所述加气枪阀与标准装置

的接入点进行连接。

[0011] 其中，所述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中至少包括流量指示仪、第二压力表、气

瓶阀门、储气瓶、电子天平和第二控制系统。

[0012] 其中，进行校准时，使气源中的校准介质同时通过待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和

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并同时采集待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和CNG加气机量值溯

源标准装置中的质量流量数值，通过比较二者的质量流量测量结果对待校准CNG加气机检

定装置进行校准。

[0013] 本发明以高准确度电子天平为主标准器，称重系统准确度等级优于被校准CNG加

气机检定装置1/3，满足该计量器具量值传递系统表的要求；运用国内先进天然气(CNG)回

收技术，多级调压撬装设备保证校准介质CNG充分回收，减少能源浪费和CNG直接排放造成

的对大气臭氧层破坏；系统耐压高，气密性强，安全可靠，自动化程度高，数据采集处理先

进，现场校准，方便灵活。

[0014] 本发明通过研制CNG加气机检定装置量值溯源系统，建设压缩天然气加气机检定

装置量值溯源系统检测能力，保证贸易结算准确可靠；本发明的CNG加气机量值溯源系统既

可开展压缩天然气加气机检定装置的实流校准和提供校准介质回收技术与方法又可用于

实验室间量值比对与上级溯源参考值的获取。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CNG加气机量值溯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说明，本领域技术人

员应当理解，下述的说明只是为了便于对发明进行解释，而不作为对其范围的具体限定。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CNG加气机量值溯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所述CNG加气

机量值溯源系统至少包括：待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2，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9以

及减压撬17等部件。

[0018] 参阅图1，其中，气源1连接至加气站的天然气管道，采用天然气作为校准介质，以

加气机实际工作时所采用的气体作为校准介质，能保证校准与实际工作时的一致性，提高

校准的准确性。

[0019] 所述气源1连接到所述待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2，在该待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

置2中至少包括第一进气阀3、第一电磁阀4、第一压力表5、质量流量计6和第一控制系统7，

该第一控制系统7用于对所述质量流量计6进行控制，当对所述待检定CNG加气机进行检定

时，不需要将CNG加气机从气源1处拆卸下来，只需要将其正常接入到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

准装置9即可。

[0020] 所述待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2具有加气枪阀8，平常通过所述加气枪阀8为机动

车或其他的待加气装置进行加气，在对该待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2进行校准时，将所述

加气枪阀8与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9的接入点10进行连接，从加气枪阀8流出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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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所述接入点10进入到所述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9中。

[0021] 所述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9中至少包括流量指示仪11、第二压力表12、气

瓶阀门13、储气瓶14、电子天平15和第二控制系统16，其中，所述储气瓶14与所述气瓶阀门

13连接，所述储气瓶14位于所述称重天平15上，所述称重天平15对储气瓶14进行称重；通过

加气枪阀8流出的气体依次通过接入点10、第二压力表12和气瓶阀门13进入到储气瓶14中，

采用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9对CNG加气机检定装置进行校准。

[0022] 对于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9来说，称重天平15应保证CNG加气机检定装置

各流量区示值误差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不大于6.5×10‑4(k＝2)；称重天平准确度等级

为 级，小流量加气机检定装置检定或校准用天平满足：最大称量200kg，实际分度值2g，检

定分度10g；中流量加气机检定装置检定或校准用天平满足：最大称量600kg，实际分度值

10g，检定分度50g，并配调平装置；其中储气瓶14的最大工作压力25MPa，额定工作压力

20MPa，储气容器(气瓶)可耐受37.5MPa压力，且气密性强；储气容器体积：检小流量加气机

时应不小于90L，检中流量加气机时应不小于300L；其中压力表压力范围0～40MPa，准确度

等级不低于0.4级；调压器调压范围为0～25MPa；采用叉车对储气瓶进行升降，用于将储气

瓶放置在称重天平或将其从称重天平上叉起，所述叉车载重可为1000kg以上。

[0023] 对于本发明的CNG加气机量值溯源系统来说，进行校准时，使气源1中的校准介质

同时通过待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2和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9，并同时采集待校准

CNG加气机检定装置2和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标准装置9中的质量流量数值，通过比较二者的

流量测量结果对CNG加气机检定装置进行校准。校准完毕，校准介质(CNG)经减压撬17调压

后通过低压管网进气阀28进入城市天然气主管路18。

[0024] 所述减压撬17至少包括进口球阀19、第三压力表20、第一过滤器21、第一调压阀

22、第四压力表23、第二调压阀24、第五压力表25、放散阀26和出口球阀27；所述减压撬17通

过低压管网进气阀28连接到城市天然气主管路18。减压撬17的进口处气体压力为(20～25)

MPa；经过第一过滤器21和第一调压阀22后，管道中的气体经过了一级减压，减压后管道中

的压力为(7～8)MPa；经过第二调压阀24后，管道中的气体压力经二级减压后变为2MPa。所

述减压撬1的最大工作压力优选为25MPa,最大耐受压力优选为37.5MPa，其中排放最低压力

优选可小于0.5MPa。

[0025] 减压撬17的进口端与储气瓶14连接，所述减压撬17将CNG加气机量值溯源检定装

置的储气瓶14中的高压天然气通过二级减压后输送至城市燃气管网中,并最终汇入城市管

网民用气源终端。作为另外的选择，通过二级减压后的气体可进入气源1的管道中进行回收

利用。减压撬17的进口端与储气瓶14连接，减压撬17的出口端与城市网管接口连接。减压撬

的进口端处设置高压软管，插销式枪头通过高压软管接入减压撬，所述插销式枪头与称重

装置上的插销式枪座相配。高压气体经第一过滤器21、第一调压阀22、以及第二调压阀24将

气体压力降为2MPa，往城市管网中输送。储气瓶中的高压气体经减压撬上的过滤器与调压

阀，成为城市网管可用燃气。在减压撬17与低压管网进气阀28之间设置软管连接，所述减压

撬17的出口端处设有放散阀，用手持式天然气浓度检测器检测放散阀所排气体天然气浓

度，当天然气浓度达到95％以上时，即可往管网中输送。当不需要向管网中输送时，可通过

减压撬17上的放散阀向大气排空。减压撬出端口径优选为DN20，配有DN20软管，所述软管的

一端与减压撬17的出口连接，另一端连接到天然气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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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本发明以高准确度电子称为主标准器，称重系统准确度等级优于被校准CNG加气

机检定装置1/3，满足该计量器具量值传递系统表的要求；运用先进的天然气(CNG)回收技

术，多级调压撬装设备保证校准介质CNG充分回收，减少能源浪费和CNG直接排放造成的对

大气臭氧层破坏；系统耐压高，气密性强，安全可靠，自动化程度高，数据采集处理先进，现

场校准，方便灵活。

[0027] 本发明采用国内首创的实流校准方案，以被校准CNG加气机检定装置实际使用介

质CNG为测量流体，减少因校准介质组分差异带来的不确定度影响，提高校准可靠性。校准

完毕，校准介质(CNG)经减压撬调压后进入输气管路或直排储罐，通过压力测量监视排放效

果，达到相关规范要求。

[0028] 本发明通过研制CNG加气机检定装置量值溯源系统，建设压缩天然气加气机检定

装置量值溯源系统检测能力，保证贸易结算准确可靠；本发明的溯源系统既可开展压缩天

然气CNG加气机检定装置的实流校准和提供校准介质回收技术与方法又可用于实验室间量

值比对与上级溯源参考值的获取。

[0029] 可以理解的是，虽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披露如上，然而上述实施例并非用以

限定本发明。对于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情况下，

都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对本发明技术方案作出许多可能的变动和修饰，或修改为等

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因此，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

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及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保护的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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