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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全计量仪器的检定与校准措施研究
张婧慧

（赤峰矿安检验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　在煤矿企业生产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安全计量仪器的合理应用也就占据重要地位，所以需

要采用科学合理的检定、校对措施保障安全计量仪器应用效果的良好。首先应该明确检定和校准的不同之处，再

对当前煤矿企业中应用频率较高的安全计量仪器检定和校准措施进行探究，从而为煤矿安全、高效生产提供必要

基础，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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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工作的完善是工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能

够对企业经营发展等多方面工作产生重要影响，所以

应该针对计量仪器强化管理力度，不断优化其中的测

试方法，并构成管理体系，以提升相关工作的质量和

效率，特别是对于煤矿企业来说，其中的安全性占据

重要地位，所以安全计量仪器设备管理工作在其中尤

为重要。根据当前的情况来看，煤矿安全监测相关的

仪器设备类型较多，为了保障煤矿生产的安全和有效，

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必要针对煤矿安全计量

仪器的检定与校准措施进行分析 [1]。当前在煤矿中应用

的安全计量仪器以风速表、瓦斯报警器等为主，要求

此类型的安全计量仪器具有良好的准确度，以提升其

可信度，方能够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企业计量管理体系，

并保障煤矿企业生产和发展过程中的安全、有效。

1 煤矿安全计量仪器的检定和校准

检定和校准均属于针对计量仪器进行评定的方式，

可以保障仪器示值的正确性，但两者具有不同之处，

主要有以下几点：

1.1 目的不同

开展检定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针对测量仪器实施

强制性的评定工作，以确认仪器是否与相关规定中的

各项要求相符合，属于由上而下对量值进行传递的过

程，开展校准工作则为以计量标准为基础，对仪器示

值准确性进行评定，同时可以在测量过程中合理应用

校准结果，属于由下而上对量值进行溯源的过程。

1.2 性质不同

检定工作属于法制计量管理工作，为执法行为，

且具有强制性特点，校准则属于组织自愿行为，且非

强制性。

1.3 依据不同

检定工作的主要依据为计量检定规程（JJG），例

如 JJG678-2007，此类文件属于开展检定工作过程中必

须遵循的文件，针对仪器检定的周期、项目、条件、特性、

方法、结果等均做出了详细规定。校准工作主要依据

国家计量技术规范（JJF），或是企业以实际情况为基

础自行制定规范，以及根据 JJF自行对校准的程序、方

法、周期以及记录等提出合理要求，属于企业校准工

作指导文件。

1.4 对象不同

检定工作主要针对我国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计量法》中进行明确规定需要强制检定的各个计量器

具，校准工作主要针对强制检定要求之外的各类计量

器具。

1.5 方式不同

检定工作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法定授权单位以及计

量部门开展，校准工作则通常为外校、自校或是二者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若企业进行自校，则必须首先确

认自身具有相应的条件，且坚决不可随意放松要求，

另外，当前国家鼓励大型企业自主构建检测中心，强

化针对各项计量仪器的检测 [2]。

1.6 内容不同

检定工作是根据国家计量检测规程针对仪器设备

开展全面评定的一项工作，除校准工作相关的各项内

容以外，还能够涉及仪器设备的技术条件以及检定周

期、方法、条件、项目、结果处理等多个方面，校准

工作的项目相对于检定工作来说更少，仅能够针对仪器

设备的示值误差进行评定，有利于保障量值的准确性。

在检定和校准二者之间，校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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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定工作，而检定工作可以完全取代校准工作。

1.7 周期不同

在检定工作方面，根据国家相关规程要求，在通

常情况下，仪器检定周期应在一年以内，且若仪器出

现非正常振动现象、修理拆洗情况以及更换元件情况，

应及时送检，在校准工作方面，可以根据仪器实际的

使用程度或频次开展工作 [3]。

1.8 结论不同

检定工作可以直接做出结果判定，若合格，发放《检

定证书》，若不合格，发放不合格通知书，校准工作

则可不做结果判定，一般发放校准证书或是校准报告。

1.9 法律效力不同

检定工作具有法律效力，《检定证书》属于具有

法律效力的技术文件，校准工作则不具有法律效力。

2 煤矿安全计量仪器的检定和校准措施

2.1 瓦斯报警器

为了提升瓦斯报警器校准结果的准确性，使其在

实际应用过程中更加程序化和规范化，需要针对企业

内全部瓦斯报警器进行校准，要求校准环境内的温度

为 0-40℃，湿度为 15-85%，需要应用的设备包括清

洁用布以及《鉴定记录表》，在此过程中应该注意，

进行校准之前，首先完成检测设备的保养工作，并进

行详细记录，明确设备有无损坏或不灵活情况，确认

设备完全处于清洁状态，且瓦斯报警器属于精密仪器，

所以必须全程轻拿轻放 [4]。

正式进入校准阶段：（1）准备工作：由具有计量

仪器校准工作资格的工作人员全面准备《计量仪器台

账》、辅助器材、《校验记录》以及需要进行检测的

计量仪器，之后针对瓦斯报警器进行全面的清洁和保

养处理；（2）外观检查：检查瓦斯报警器的表面情况，

确认镀层均匀性，有无锈蚀、碰伤情况，光泽是否协调，

防爆等级标识是否清晰，附件是否齐全，连接是否稳固，

旋钮和按键是否可以正常操作，显示部分是否清晰和

正确、报警功能是否正常，如果在瓦斯报警器之中未

包含两个或是两个以上的报警设定值，则于针对其中

的下限报警设定值进行检查；（3）示值校准：首先启

动瓦斯报警器，确认其处于稳定状态之后，将浓度在

瓦斯报警器报警下限以上的气体标志物通入仪器中，

检查其声光报警状态是否正常，在合理测量范围之内，

将通入瓦斯报警器中的具体标志物浓度逐渐调节为测

量范围上限的 20%、50%以及 80%，并对瓦斯报警器

的读数进行全面记录，连续重复进行三次测量，以明

确不同浓度下瓦斯报警器的示值误差情况，在通入瓦

斯报警器的气体标志物浓度达到上限的 50%以后，等

待读数处于稳定状态，将零点气体通入瓦斯报警器之

中，并等待其逐渐趋于稳定，之后使用秒表对由通入

气体开始直至瓦斯报警器显示稳定值的 90%这一过程

所需的时长进行记录，此即为仪器响应时间，需连续

进行 3次测量。取其中平均值，并参考《内校仪器误

差允许规范》中的标准，对其合格与否进行判断。

若全部检定结果均显示误差处于允许范围内，则

瓦斯报警器为合格状态，应于尺身粘贴《合格证》，

若大部分结果处于允许状态，且根据实际情况来看，

瓦斯报警器可以进行应用，可粘贴《合格证》，如果

瓦斯报警器严重不合格，应粘贴“暂停使用”，并进

行维修。最后，应由工作人员将测量结果完全记录于“计

量仪器周期检定记录表”上。

2.2 风速表

为了提升风速表校准结果的准确性，使其在实际

应用过程中更加程序化和规范化，需要针对企业内全部

风速表进行校准，要求校准环境内的温度为 20±5℃，

检定和校准过程中的温度变化幅度不可超过 1℃，大气

压力应为 86-106kPa，且保持风洞范围内无障碍物，以

避免外界气流产生干扰，需要应用的设备包括微差压

计、皮托管、大气压力表、标准温度计、秒表以及绝

缘电阻表，在此过程中应该注意，明确设备有无损坏

或不灵活情况，确认设备完全处于清洁状态，标准风

动气流均匀性应在 1.5%以下，气流稳定性应在 0.5%

以下，风速范围应在风速表测量范围以上。

正式进入校准阶段：（1）准备工作：由具有计量

仪器校准工作资格的工作人员全面准备《计量仪器台

账》、辅助器材、《校验记录》以及需要进行检测的

计量仪器，应注意各方面器材均应处于有效期内，之

后针对风速表进行全面的清洁和保养处理；（2）外观

检查：确认风速表的各个零部件安装效果良好，整体

处于稳固状态，涂层及镀层均匀性良好，表面无凹凸、

裂缝、锈蚀、脱落情况，叶片、指针平直，标字清晰、

刻度线清晰，表蒙透明且无划痕或斑点及其他导致读

数受到影响的缺陷，如果需要将电子风速表或是机械

电子式风速表应用于煤尘环境当中或是爆炸性瓦斯气

体环境当中，风速表的防爆形式为矿用本质安全型，

可以呈现出的防爆标志应为 EXibI，风速表应在外观注

明制造单位、生产日期、仪器名称、编号、型号等相

应的标志；（3）示值校准：风速表开关应处于灵活状态，

按下回零机构时，指针能够与零位对应，数字风速表的

数字位数应与风速测量范围相符合，不可出现缺字段情

况；无风流情况下，允许风速表的零位漂移处于±0.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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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的状态，在风洞之中，应将皮托管与风速表分别放置

于工作段前、后风速均匀的区域迎风正对气流，风速

机启动之后，控制风速缓慢递增，此时机械式风速表

的风杯或是叶轮应处于连续旋转状态，电子式或机械

电子式的风速表显示屏末位为 1，此时由微差压计以及

皮托管对风速进行测量，测量结果即为被测风速表可

以显示的启动风速。参考《内校仪器误差允许规范》，

确认粘贴《合格证》或是暂停使用。最后，应由工作

人员将测量结果完全记录于“计量仪器周期检定记录

表”上。

2.3 电阻表

为了提升电阻表校准结果的准确性，使其在实际

应用过程中更加程序化和规范化，需要针对企业内全

部电阻表进行校准，要校准环境内的温度为 10-30℃，

湿度为 75%以下，在此过程中应该注意，使用电阻箱

前应首先旋转其中的各个旋钮，确认其处于接触稳定

的状态，确认机身无损坏或不灵活情况，确认机身处

于清洁状态。

正式进入校准阶段：（1）准备工作：由具有计量

仪器校准工作资格的工作人员全面准备《计量仪器台

账》、直流电阻箱、辅助器材、《校验记录》以及需

要进行检测的计量仪器；（2）外观检查：检查电阻箱

的表面情况，确认表面有无锈蚀、碰伤情况，按钮是

否存在损坏，若以上各项均良好，则可判定外观合格，

之后应将直流电阻与电源进行连接，再将旋钮旋转至

某一数值，30s之后数值未发生变化，则为合格；（3）

示值校准：对示值误差进行检测的过程中，应将电阻

箱连接与电阻表输出端，各点的示值误差即为该点与

直流电阻表之间的数值差，参考《内校仪器误差允许

规范》，确认粘贴《合格证》或是暂停使用。最后，

应由工作人员将测量结果完全记录于“计量仪器周期

检定记录表”上。

2.4 温湿度计

为了提升温湿度计校准结果的准确性，使其在

实际应用过程中更加程序化和规范化，需要针对企业

内全部温湿度计进行校准，要求校准环境内的温度为

23±5℃，湿度为 60±10%，在此过程中应该注意，进

行校准之前，首先完成检测设备的保养工作，并进行

详细记录，确认设备完全处于清洁状态，温湿度计属

于精密仪器，所以必须全程轻拿轻放，且在进行检测

的过程中，一个设定值的存放时间至少应为一个小时。

正式进入校准阶段：（1）准备工作：由具有计

量仪器校准工作资格的工作人员全面准备《计量仪器

台账》、恒温恒湿机、辅助器材、《校验记录》以及

需要进行检测的计量仪器，应注意恒温恒湿机等各方

面器材均应处于有效期内，之后针对温湿度计进行全

面的清洁和保养处理；（2）外观检查：检查温湿度计

的表面情况，确认表面有无锈蚀、碰伤情况，按钮是

否存在损坏，光泽是否协调，若以上各项均良好，则

可判定外观合格；（3）示值校准：进行检测的过程

中，应首先将恒温恒湿机的温度设定为 10℃，同时将

湿度模式关闭，至恒温恒湿机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将

温湿度计置入其中至少一个小时，之后读取温度值，

再将恒温恒湿机温度设定为 20℃，一个小时后读取数

值，之后再分别设置 30℃、40℃，均应于恒温恒湿机

达到设定温度、并将温湿度计置于其中至少一个小时

之后读取温度值，且全程湿度模式均处于关闭状态；

再对其中的湿度进行检测，将恒温恒湿机的温度设定

为 40℃，湿度设定为 90%，将温湿度计置于其中至少

一个时，之后读取湿度值，之后将湿度设定为 60%、

40%，均应于恒温恒湿机达到设定湿度并将温湿度计置

于其中至少一个小时之后读取湿度值，且全程温度为

40℃态。参考《内校仪器误差允许规范》，确认粘贴《合

格证》或是暂停使用。最后，应由工作人员将测量结

果完全记录于“计量仪器周期检定记录表”上。

3 结语

根据上文，对于煤矿安全计量仪器来说，针对其

进行科学合理的检定工作以及校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有必要针对相关的措施进行深入探究。目前在煤

矿相关工作中，应用频率较高的安全计量仪器主要包

括瓦斯报警器、风速表、电阻表以及温湿度计等。针

对各项仪器完善检定和校准工作，仪器设备自身的应

用效果可以得到提升，有利于优化煤矿相关工作，从

而实现其中工作质量、效率及安全性的提升，同时更

有利于保障煤矿企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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