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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流量计检测台，包括储液

罐、阀门组及量杯，储液罐上端设有进气阀，储液

罐与量杯之间设有待测流量计，储液罐与待测流

量计通过导管相连，位于储液罐与待测流量计之

间的导管上设有阀门组，待测流量计与量杯通过

导管相连。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提高了流量计检

测的精度，能够检测待测流量计在变速条件下的

精度，能够实现液体的多次重复利用，能够迅速

高效的检测待测流量计的精度，能够检测待测流

量计在震动条件下的精度，能够观察检测过程中

液体的流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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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流量计检测台，其特征在于：包括储液罐、阀门组及量杯，所述储液罐上端设有

进气阀，所述储液罐与所述量杯之间设有待测流量计，所述储液罐与所述待测流量计通过

导管相连，位于所述储液罐与所述待测流量计之间的导管上设有所述阀门组，所述待测流

量计与所述量杯通过导管相连；

所述待测流量计与所述量杯之间设有流量观测器，所述流量观测器包括进液管、出液

管和透明杯体，所述透明杯体上端与所述进液管相连，所述进液管的入口通过导管与所述

待测流量计的出口相连，所述进液管上设有第一流量观测开关，所述透明杯体下端与所述

出液管相连，所述出液管出口通过导管与所述量杯相连，位于所述进液管入口与所述出液

管出口之间的导管上设有第二流量观测开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流量计检测台，其特征在于：所述阀门组与阀门组控制器连

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流量计检测台，其特征在于：所述阀门组为电磁阀组、针阀

组或者为电磁阀与针阀的组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流量计检测台，其特征在于：位于所述储液罐与所述待测流量

计之间的导管上设有流量计进液开关，位于所述待测流量计与所述量杯之间的导管上设有

流量计出液开关。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流量计检测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液罐上端设有放气阀，

所述量杯与所述储液罐之间设有回流管，所述回流管上设有回流开关。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流量计检测台，其特征在于：所述量杯底端所在位置高于所述

储液罐顶端所在位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流量计检测台，其特征在于：所述量杯包括闭合的杯体和

小口径管道，所述小口径管道贯穿所述杯体，且其上下两端均位于所述杯体外部，位于所述

杯体内部的所述小口径管道的管壁上设有通孔。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流量计检测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小口径管道内具有一个浮

子，所述小口径管道下端管壁处设有下接触开关，所述小口径管道上端管壁处设有上接触

开关。

9.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流量计检测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待测流量计上设有震动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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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流量计检测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流量计检测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流量计检测台。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有的流量计精度检测技术中，存在难以检测待测流量计在液体变速流动条件

下的精度，液体严重浪费，待测流量计检测不精确，难以检测待测流量计在震动条件下的精

度及检测待测流量计精度时难以观察液体的流动状态等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流量计检测台，尤其适合检测待测流量计在液体

变速流动条件下的精度。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流量计检测台，包括储液

罐、阀门组及量杯，所述储液罐上端设有进气阀，所述储液罐与所述量杯之间设有待测流量

计，所述储液罐与所述待测流量计通过导管相连，位于所述储液罐与所述待测流量计之间

的导管上设有所述阀门组，所述待测流量计与所述量杯通过导管相连。

[0005] 所述阀门组与阀门组控制器连接。

[0006] 所述阀门组为电磁阀组、针阀组或者为电磁阀与针阀的组合。

[0007] 位于所述储液罐与所述待测流量计之间的导管上设有流量计进液开关，位于所述

待测流量计与所述量杯之间的导管上设有流量计出液开关。

[0008] 所述储液罐上端设有放气阀，所述量杯与所述储液罐之间设有回流管，所述回流

管上设有回流开关。

[0009] 所述量杯底端所在位置高于所述储液罐顶端所在位置。

[0010] 所述量杯包括闭合的杯体和小口径管道，所述小口径管道贯穿所述杯体，且其上

下两端均位于所述杯体外部，位于所述杯体内部的所述小口径管道的管壁上设有通孔。

[0011] 所述小口径管道内具有一个浮子。所述小口径管道下端管壁处设有下接触开关，

所述小口径管道上端管壁处设有上接触开关。

[0012] 所述待测流量计上设有震动装置。

[0013] 所述待测流量计与所述量杯之间设有流量观测器，所述流量观测器包括进液管、

出液管和透明杯体，所述透明杯体上端与所述进液管相连，所述进液管的入口通过导管与

所述待测流量计的出口相连，所述进液管上设有第一流量观测开关，所述透明杯体下端与

所述出液管相连，所述出液管出口通过导管与所述量杯相连，位于所述进液管入口与所述

出液管出口之间的导管上设有第二流量观测开关。

[0014] 本发明具有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由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够检测待测流量计

在液体变速流动条件下的精度，能够实现液体的多次重复利用，能够迅速高效的检测待测

流量计的精度，能够检测待测流量计在震动条件下的精度，能够观察检测过程中液体的流

动状态，使检测待测测流量计的精度更加方便，具有结构简单，维修方便，加工成本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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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高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施例中电脑控制器的主视图

[0017] 图中：

[0018] 1、进气阀               2、储液罐               3、放气阀

[0019] 4、过滤器               5、阀门组               6、阀门组控制器

[0020] 7、流量计进液开关       8、震动装置             9、待测流量计

[0021] 10、第二流量观测开关    11、第一流量观测开关    12、进液管

[0022] 13、透明杯体            14、出液管              15、流量计出液开关

[0023] 16、回流管              17、回流开关            18、量杯

[0024] 19、浮子                20、下接触开关          21、下杯盖

[0025] 22、通孔                23、小口径管道          24、杯体

[0026] 25、上杯盖              26、上接触开关          27、量杯放气开关

[0027] 28、量杯放气管          29、脉冲跳动显示        30、电脑显示调整屏

[0028] 31、电源按钮            32、运行按钮            33、终止按钮

[0029] 34、软件复位按钮        35、送风按钮            36、震动控制按钮

[0030] 37、阀门组控制按钮      38、检测记录打印机      39、电源显示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本发明一种流量计检测台，如图1所示，包括储液罐2、阀门组5及量杯18，储液罐2

上端设有进气阀1，储液罐2与量杯18之间设有待测流量计9，储液罐2与待测流量计9通过导

管相连，位于储液罐2与待测流量计9之间的导管上设有阀门组5及流量计进液开关7，阀门

组5连接阀门组控制器6，阀门组5由5个不同孔径的电磁阀并联组成，电磁阀孔径分别为

1mm、2mm、5mm、10mm和20mm，可以通过调节电磁阀的数目及组合控制液体的流速，从而测量

变速条件下待测流量计9的精度。待测流量计9与量杯18通过导管相连，位于待测流量计9与

量杯18之间的导管上设有流量计出液开关15。储液罐2与待测流量计9之间设有过滤器4，储

液罐2中存储着检测待检测流量计9精度所需的液体。储液罐2上端设有放气阀3，量杯18与

储液罐2之间设有回流管16，回流管16上设有回流开关17。量杯18底端所在位置高于储液罐

2顶端所在位置。量杯18包括闭合的杯体24和小口径管道23，小口径管道23贯穿杯体24，且

其上下两端均位于杯体24外部，位于杯体24内部的小口径管道23的管壁上设有20个通孔

22。杯体24包括侧壁、上杯盖25和下杯盖21，小口径管道23上端与上杯盖25紧密连接，小口

径管道23下端与下杯盖21紧密连接。小口径管道23内具有一个浮子19。小口径管道23下端

管壁处设有下接触开关20，下接触开关20从小口径管道23的管壁外部向该管壁深入5mm，小

口径管道23上端管壁处设有上接触开关26，上接触开关26从小口径管道23的管壁外部向该

管壁深入5mm。小口径管道23的中心轴线与杯体24的中心轴线重合，为了减小液体对量杯18

的压强从而提高测量精度，量杯18使用时与水平面之间有一个夹角，在0～90°之间。小口径

管道23顶端端口设有量杯放气管28，量杯放气管28上设有量杯放气开关27，测量待测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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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9精度时打开量杯放气开关27，可以减小压力对测量精度的影响，量杯放气管28的存在可

以使检测结束时液体得到缓冲。待测流量计9上设有震动装置8。待测流量计9与量杯18之间

设有流量观测器，流量观测器包括进液管12、出液管14和透明杯体13，透明杯体13上端与进

液管12相连，进液管12的入口通过导管与待测流量计9的出口相连，进液管12上设有第一流

量观测开关11，透明杯体13下端与出液管14相连，出液管14出口通过导管与量杯18相连，位

于进液管12入口与出液管14出口之间的导管上设有第二流量观测开关10。

[0032] 本发明所述的流量计检测台可以由电脑控制器控制，电脑控制器的主视图如图2

所示。震动装置8与电脑控制器相连，能够通过电脑控制器上的震动控制按钮36调整震动装

置8的震动频率；阀门组5与阀门组控制器6相连，能够通过电脑控制器上的阀门组控制按钮

37调整液体的流速，检测待测流量计9精度时可以通过调节阀门组控制器37的按钮调节液

体的流速，从而测得待测流量计9在液体变速流动条件下的精度；待测流量计9与电脑控制

器相连，能够通过电脑控制器上的脉冲跳动显示29显示脉冲，脉冲数目直接显示在电脑显

示调整屏30上；电脑控制器的主视图上还具有电源按钮31、运行按钮32、终止按钮33、软件

复位按钮34、送风按钮35、检测记录打印机38和电源显示39。检测待测流量计9的精度时，可

以通过电脑控制器直接控制检测过程，检测时在电脑显示调整屏30上直接显示测量数据例

如检测时间、脉冲数目及平均流量等，并可以由检测记录打印机38打印出检测数据，进而得

到流量计的精度。

[0033] 本实例的工作过程：待测流量计可以为水表或油表，本实施例将流量计检测台用

在油表检测中，储液罐2中装入一定量的油，将待测油表9连接在流量计检测台中，量杯18使

用时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75°。检测待测油表9的精度时，关闭回流开关17、第一流量观测

开关11及放气阀，打开流量计进液开关7、第二流量观测开关10、流量计出液开关15及量杯

放气开关27，打开储液罐2顶端的进气阀1，油由储液罐2流出，油经过滤器后流入待测油表

9，然后进入量杯18中，缓冲一段时间，当小口径管道23的下接触开关20检测到浮子19时计

量开始，随着油的增加，浮子19沿着小口径管道23的内壁向上移动，当小口径管道上端的上

接触开关26检测到浮子19时计量结束。测量过程中通过调节阀门组控制器37的按钮调节油

的流速，从而测得变速条件下待测油表9的精度。待测油表9测量的流量读数与量杯18测量

的液体流量读数对比分析，得到待测油表9的精度。测得待测油表9的精度后，关闭流量计进

液开关7和流量计出液开关15，打开量杯放气开关27、储液罐2顶部的放气阀3和回流开关

17，量杯18中的油流回储液罐2中，这样可以实现油的重复利用。若需要检测震动条件下待

测油表9的精度，可以在检测时开启震动装置8。检测待测油表9的精度时，若要观察油的流

动状态，可以在检测时关闭第二流量观测开关10，打开第一流量观测开关11，透过透明杯体

13观察油的流动状态。本实施例能够检测待测油表9在油变速流动条件下的精度，能够实现

油的多次重复利用，能够迅速高效的检测出待测油表9的精度，还能够检测待测油表9在震

动条件下的精度，而且还能够在检测油表9精度时观察油的流动状态。

[0034] 以上对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所述内容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

例，不能被认为用于限定本发明的实施范围。凡依本发明申请范围所作的均等变化与改进

等，均应仍归属于本发明的专利涵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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