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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氢气体检测仪检定规程

        Verification Regulation of

Sulfur Hydrogen Gas Detectors

    本规程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2003年09月23日批准，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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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氢气体检测仪检定规程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硫化氢气体检测仪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2 概 述

    硫化氢气体检测仪 (以下简称仪器)主要有电化学传感器或光学传感器以及电子部

件和显示部分组成，由传感器将环境中硫化氢气体转换成电信号，并以浓度 (摩尔分

数)显示出来。

    仪器分为扩散式和泵吸式。

3 计最性能要求

示值误差

仪器的示值误差如表1所示。

表 1

硫化氢气体检测仪 摩尔分数

摩尔分数

  量 程

X (H,S):簇100 x 10

示值误差限

士5 x 10-

X (H,S):>100 x 10 t5%FS

3.2 重复性

    相对标准偏差应不大于2%0

3.3 响应时间

    扩散式仪器不大于60s;泵吸式仪器不大于30s a

3.4 漂移

3.4.1 零点漂移

3.4.1.1 连续性仪器连续运行6h，零点漂移应不超过示值误差限。

3.4.1.2 非连续性仪器连续运行1h，零点漂移应不超过示值误差限。

3.4.2 示值漂移

3.4.2.1 连续性仪器连续运行6h，示值漂移应不超过示值误差限。

3.4.2.2 非连续性仪器连续运行1h，示值漂移应不超过示值误差限。

3.5 报警设置误差

    报警设置误差不大于报警设置点的120%0

4 通用技术要求

4.1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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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仪器应标明制造单位名称、仪器型号和编号、制造年月、!万互】标志，附件应齐

全，并附有制造厂的使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

4.1.2 仪器和各调节器部分应能正常调节，各紧固件应无松动。

4.1.3 新出厂的仪器的涂层不应有明显的颜色不匀和剥落，应无毛刺和粗糙不平，各

部件接合处应平整。

4.1.4 仪器的显示应清晰完整。

4.1.5 对于扩散式仪器，应附带有仪器专用的检定用标定罩。

4.1.6 仪器报警功能的检查，仪器开机后，观察仪器有无报警声和报警灯是否闪烁，

以及检查仪器的报警设定点。

4.2 绝缘电阻

    对于使用220V交流电的仪器，电源的相线对地的绝缘电阻不小于40Mno

4.3 绝缘强度

    对于使用220V交流电的仪器，电源的相联线对地的绝缘强度，应能承受交流电压

1500V, 50Hz，历时1 min的试验，无击穿和飞弧现象的产生。

5 计量器具控制

    仪器的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5.1 检定条件

5.1.1检定环境条件
5.1.1.1 环境温度:0一40 ̀C(波动〔5 cC )

5.1.1.2 相对湿度:g85%

5.1.2 检定用设备

5.1.2.1 气体标准物质
    采用浓度为满量程的20%, 50%, 80%以及报警设定点1.5倍的硫化氢标准气体，

其不确定度应不大于2% (k二3)0

5.1.2.2零点校准气
    高纯氮气或干净空气。

5.1.2.3 流量计

    (0一1) L/min，准确度级别不低于4级。

5.1.2.4 秒表，准确度为0.1秒。

5.1.2.5 绝缘电阻表，500V, 10级

5.1.2.6 绝缘强度测试仪 (大于1.5kV)

5.2 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如表2所示。

5.3 检定方法

5.3.1 外观

    用目测和手触法按4.1要求进行。

5.3.2 维缘申R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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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不连接供电电源，但接通仪器电源开关。将绝缘电阻表的一个接线接到电源插

头的相线上，另一接线端接到仪器的接地端上，用绝缘电阻表测量仪器的绝缘电阻。

                                    表2 检定项目一览表

检定项 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 中检验

外 观                       +

I

十 +

示值误差 限 + + +

响应时问 + + +

重 复性 + 十

报警设置误差 十 +

漂 移 +

绝缘 电阻 十

绝缘强度 +

注1;  +̀”为需检项目;“一”为可不检项目。

注2:经安装及维修后对仪器计量性能有重大影响，其后续检定按首次检定进行。

5.3.3 绝缘强度

    仪器不连接供电电源，试验前打开电源开关，把高压试验仪的两根接线分别接在仪

器电源插头的相线及接地端 (或机壳上)。试验时电压应平稳上升到规定值 1500V，保

持1 min，电流为5mA，然后将电压平稳地下降到OV，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仪器不应出现

击穿和飞弧现象。

5.3.4 示值误差

    仪器经预热稳定后用零点气和浓度为测量范围上限值80%左右的标准气体，校准

仪器的零点和示值后，在测量范围内依次通人浓度分别为量程上限值的20%, 50%左

右的标准气体 (如果仪器有二个量程，应在低量程范围内通人至少一种标准气体)，并

记录通人后的实际读数。重复上述步骤3次，按式 (1)或 (2)计算仪器各检定点的示

值误差:

(l)

(2)

A 一 A

式=万一x 100%
乙。=A一A},

式中:A— 读数的平均值;

    A,一 一标准值;

      R— 量程。

当仪器的量程为>100 x 10-6，用公式 (1)计算，取绝对值最大的△。作为仪器的示值

误差。

当仪器的量程为(100 x 10-6，用公式 ((2)计算，取绝对值最大的△。作为仪器的示值

误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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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重复性

    仪器经预热稳定后用零点校准气校准仪器零点后，再通人浓度为量程50%左右的

标准气，待读数稳定后，记录测量值。重复上述测量步骤 6次，分别记录读数A。重

复性以相对标准偏差乙 表示。按式 (3)计算仪器的重复性:

  1/客(，一、)2。 =一，{一一一二一一万—
        A ， 尹‘一 工

(3)

式中:A— 仪器显示值;

— 仪器显示值的平均值;

— 测量次数。

5.3.6 响应时间

    仪器经预热稳定后，用零点校准气校准仪器零点后，通人浓度为量程50%左右的

标准气，读取稳定数值后，撤去标准气，使仪器显示为零。再通人上述浓度的标准气，

同时用秒表记录从通人标准气体瞬时起到仪器显示稳定值的90%时的时间，即为仪器

的响应时间。重复上述步骤3次，取算术平均值为仪器的响应时间。

5.3.7 漂移

    在规定的检定环境条件下，仪器经预热稳定后用零点气和浓度为量程80%左右的

标准气体，校准仪器的零点和示值。通人零点标准气调节仪器零点电位器将仪器示值调

到量程的10% (如果仪器的零点不可调节，则直接读取仪器的示值)，待仪器稳定后，

记录示值人。，然后通入浓度为仪器量程50%左右的标准气，仪器稳定后，记录读数

灰。，撤去标准气，通人零点气体。仪器连续运行6h，每间隔1h重复上述步骤一次 (非

连续测量仪器连续运行Ih，每间隔l Omin测定一次)，同时记录读数A及戎，按式

(4)或 (5)计算零点漂移:

(注 一Az、)
      R

x 100%

(’)

(5)

当仪器的量程为>100 x 10

漂移值。

当仪器的量程为‘100 x 10

        △

，用公式

A 一A }j

计算，取绝对值最大的△

              (4)

              (5)

作为仪器的零点

，用公式 计算，取绝对值最大的乙 作为仪器的零点

漂移值。

按式 (6)或 (7)计算示值漂移:

(A 一A.,)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丁一一一一一 x 100% (6)

                                      △5=

当仪器的量程为>100 x 10“，用公式 (6)

漂移值。

当仪器的量程为蕊100 x 10-6，用公式 (7)

    a

A。一A6,                                 (7)

计算，取绝对值最大的 乙 作为仪器的示值

计算，取绝对值最大的△ 作为仪器的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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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移值。

5.3.8 报警误差测定

    仪器经预热稳定后用零点气和浓度为测量范围上限值80%左右的标准气体，校准

仪器的零点和示值。然后通人浓度约为报警设定点 (Aa) 1.5倍左右的标准气，记录仪

器的实际报警浓度值 (A)，撤去标准气，通人零点气使仪器回零。重复上述步骤3次，

按式 (8)计算仪器的报警设置误差:

乙n
(A‘一A)

    R
x 100% (8)

取绝对值最大的乙，作为仪器的报警设置误差。

5.4 检定结果处理

    按本规程要求检定合格的仪器，发给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仪器发给检定结果通

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

5.5 检定周期

    仪器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 1年。如果对仪器的检测数据有怀疑或仪器更换了主要

部件及修理后应及时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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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硫化氢气体检测仪检定记录格式

送检单位

仪器名称

制造厂商

检定环境温度

证书编号

型号 量程

出厂编号

  ℃ 湿度 % RH

1 外观

2 示值误差

标准气浓度值 示值 1 示值 2 示值 3 平均值 示值误差

}

3 重复性

标准气浓度值 一示值1示值 2 示值 3 示值 4 示值 5 示值 6 相对标准偏差/%

4 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e
标准气体浓度值

平均值

5 漂移

时间 0

一

      Ih

    / 1Omin

                      一

  2h

/20min

l

      3h

    /30min

  4h

/40min

  5h

/50min

  6h

/60min

零点
l

示值

零点漂移 : 示值漂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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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警误差

仪器设定报警点:

测量次数 1 2 3 最大值

报警浓度

报警设置误差 :

绝缘电阻

绝缘强度

检定结果

M几

  检定员

检定 日期 年

;核验员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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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检定证书 (内页)格式

检定项 目 技术要求 检定结果

仪器外 观

示值 误差

重复性 一}

响应 时间

报警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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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检定结果通知书 (内页)格式

检定项 目 技术要求 检定结 果

仪 器外观

示值误差

重 复 性

响应时间

报警误差

检定不合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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