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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对被试验热量表进行

2400小时的磨损试验和4000次的温度冲击试验，

提高了国产热量表寿命试验能力，使国产热量表

的质量能够达到欧洲热量表的标准的热量表耐

久性试验装置，包括第一介质水箱，第二介质水

箱，安装在第一介质水箱内的第一加热器，安装

在第二介质水箱内的第二加热器，与第一介质水

箱相通的第一水泵，与第二介质水箱相通的第二

水泵，热量表试验台，与第一、二水泵切换相连通

的并与热量表进水端相通的进水管，与热量表的

出水端相通的出水管，及与出水管相连通的回流

管，该回流管上安装有分流电控气动三通阀，且

分流电控气动三通阀上连通有相应伸入第一介

质水箱和第二介质水箱内的第一收集管和第二

收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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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热量表耐久性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介质水箱、第二介质水箱、第一

加热器、第二加热器、第一水泵、第二水泵、热量表试验台、进水管、出水管和回流管，上述热

量表试验台上安装有用于固定热量表的热量表夹固装置，上述第一介质水箱和第二介质水

箱均具有注水口和出水口，上述第一加热器安装于上述第一介质水箱内，上述第二加热器

安装于上述第二介质水箱内，上述第一水泵的输入端与上述第一介质水箱的出水口相连

通，上述第二水泵的输入端与上述第二介质水箱的出水口相连接，上述第一水泵的输出端

和上述第二水泵的输出端经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与进水管的第一端相连通配合，上述进

水管的第二端延伸至上述热量表试验台处，上述出水管的第一端处于上述热量表试验台

处，上述出水管的第二端与上述回流管的第一端相连接，上述回流管的第二端端部安装有

具有一输入通口和二输出通口的分流电控气动三通阀，且上述分流电控气动三通阀的其一

输出通口上连通有其出水端伸入上述第一介质水箱内的第一收集管，上述分流电控气动三

通阀的另一输出通口上连通有其出水端伸入上述第二介质水箱内的第二收集管；

进行4000次温度循环冲击试验时，先将被试验热量表放置在热量表试验台上，并通过

热量表夹固装置夹固，将进水管的第二端与被试验热量表的进水端相连通，出水管的第一

端与被试验热量表的出水端相连通，之后第一加热器对第一介质水箱内的水进行加热，使

水温达到20±2℃，第二加热器对第二介质水箱内的水进行加热，使水温达到80℃，然后，先

使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控制第一水泵与进水管相导通，第二水泵与进水管相截止，第一

水泵和第二水泵均开启，分流电控气动三通阀控制回流管与第一收集管相导通，与第二收

集管相截止，此时第二介质水箱内的高温水经第二水泵回流至第二介质水箱内，形成水循

环，第一介质水箱内的低温水经依次经第一水泵、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进水管、被试验

热量表、出水管、回流管和分流电控气动三通阀至第一收集管内，由第一收集管回流至第一

介质水箱内，试验操作运行3.5分钟，之后使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控制第二水泵与进水管

相导通，第一水泵与进水管相截止，第一水泵和第二水泵均开启，分流电控气动三通阀控制

回流管与第二收集管相导通，第一收集管截止，此时，第一介质水箱内的低温水依次经第一

水泵和第一循环管回流至第一介质水箱内，形成水循环，第二介质水箱内的高温水经依次

经第二水泵、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进水管、被试验热量表、出水管、回流管和分流电控气

动三通阀至第二收集管内，由第二收集管回流至第二介质水箱内，使高温水试验形成一水

循环，该高温水试验操作运行3.5分钟，这样即可形成一次温度冲击试验，如此运行4000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量表耐久性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上述第一介质水箱

的出水口与上述第一水泵的输入端之间连通有第一水管，上述第一水管上安装有第一手动

球阀，上述第二介质水箱的出水口与上述第二水泵的输入端之间连通有第二水管，上述第

二水管上安装有第二手动球阀。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量表耐久性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上述汇流电动气控

三通球阀具有二个输入通口和一输出通口，且上述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为控制其一输入

通口与输出通口相连通的T型三通球阀，上述第一水泵的输出端端部上安装有第一分支三

通管接头，上述第一分支三通管接头的其一接口与第一水泵的输出端相连通，上述第一分

支三通管接头的另一接口通过一分支管与上述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的其一输入通口相

连通，上述第一分支三通管接头的再一接口上连通安装有其一端伸入上述第一介质水箱内

的第一循环管，且上述第一循环管上安装有控制第一循环管导通或截止的第一电控气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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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上述第二水泵的输出端端部上安装有第二分支三通管接头，上述第二分支三通管接头

的其一接口与第二水泵的输出端相连通，上述第二分支三通管接头的另一接口通过一分支

管与上述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的另一输入通口相连通，上述第二分支三通管接头的再一

接口上连通安装有其一端伸入上述第二介质水箱内的第二循环管，且上述第二循环管上安

装有控制该第二循环管导通或截止的电控气动球阀；上述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的输出通

口与上述进水管的第一端相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量表耐久性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上述出水管的第二

端上安装有用于测量出水管流量的电磁流量计，且上述出水管的第二端端部安装有一三通

管接头，上述三通管接头的其一接头与上述出水管的第二端相连通，另一接头上连接有第

一过流管，再一接头上连接有第二过流管，上述第一过流管上依次安装有第一电控气动球

阀和DN25电控调节阀，上述第二过流管上依次安装有第二电控气动球阀和DN15电控调节

阀，上述第一过流管和上述第二过流管通过一三通管接头与上述回流管的第一端相通连

接，上述回流管上安装有可查看到上述回流管内部的视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量表耐久性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上述第一介质水箱

内还安装有制冷机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量表耐久性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上述热量表夹固装

置为气动夹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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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热量表耐久性试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热量表试验装置，特别涉及一种可对热量表进行4000次温度冲击

和2400小时磨损的试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城镇供热计量改革是我国自上个世纪末开展的一项涉及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

重大工程，它打破了我国几十年传统供热计量收费模式，该项改革工程重要工作之一就是

采用热量表对热能(量)实施计量，所以热量表产品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这项改革的成败

与否。

[0003] 在2012年欧盟对EN1434《热量表》欧洲标准进行了修订，修订中增加了耐久性测试

的项目，其在原有的2400小时磨损试验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一4000次的温度循环冲击试验，

并对4000次的温度循环冲击试验的技术要求作了具体的规定，然而此前我国只有2400小时

磨损的耐久性试验装置，没有符合该欧洲标准要求的4000次温度冲击试验的耐久性试验装

置，则该装置的缺少会直接影响国产热量表的质量鉴定，使国产热量表的质量无法达到欧

洲热量表的标准。有鉴于此，本发明人对上述现象进行深入研究，遂由本案产生。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热量表耐久性试验装置，其可对热量表实行2400小时的

磨损试验和4000次的温度冲击试验，提高了国产热量表寿命试验能力，使国产热量表的质

量能够达到欧洲热量表的标准。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的：一种热量表耐久性试验装置，包括第一介质水箱、第

二介质水箱、第一加热器、第二加热器、第一水泵、第二水泵、热量表试验台、进水管、出水管

和回流管，上述热量表试验台上安装有用于固定热量表的热量表夹固装置，上述第一介质

水箱和第二介质水箱均具有注水口和出水口，上述第一加热器安装于上述第一介质水箱

内，上述第二加热器安装于上述第二介质水箱内，上述第一水泵的输入端与上述第一介质

水箱的出水口相连通，上述第二水泵的输入端与上述第二介质水箱的出水口相连接，上述

第一水泵的输出端和上述第二水泵的输出端经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与进水管的第一端

相连通配合，上述进水管的第二端延伸至上述热量表试验台处，上述出水管的第一端处于

上述热量表试验台处，上述出水管的第二端与上述回流管的第一端相连接，上述回流管的

第二端端部安装有具有一输入通口和二输出通口的分流电控气动三通阀，且上述分流电控

气动三通阀的其一输出通口上连通有其出水端伸入上述第一介质水箱内的第一收集管，上

述分流电控气动三通阀的另一输出通口上连通有其出水端伸入上述第二介质水箱内的第

二收集管。

[0006] 上述第一介质水箱的出水口与上述第一水泵的输入端之间连通有第一水管，上述

第一水管上安装有第一手动球阀，上述第二介质水箱的出水口与上述第二水泵的输入端之

间连通有第二水管，上述第二水管上安装有第二手动球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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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上述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具有二个输入通口和一输出通口，且上述汇流电动气

控三通球阀为控制其一输入通口与输出通口相连通的T型三通球阀，上述第一水泵的输出

端端部上安装有第一分支三通管接头，上述第一分支三通管接头的其一接口与第一水泵的

输出端相连通，上述第一分支三通管接头的另一接口通过一分支管与上述汇流电动气控三

通球阀的其一输入通口相连通，上述第一分支三通管接头的再一接口上连通安装有其一端

伸入上述第一介质水箱内的第一循环管，且上述第一循环管上安装有控制第一循环管导通

或截止的第一电控气动球阀；上述第二水泵的输出端端部上安装有第二分支三通管接头，

上述第二分支三通管接头的其一接口与第二水泵的输出端相连通，上述第二分支三通管接

头的另一接口通过一分支管与上述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的另一输入通口相连通，上述第

二分支三通管接头的再一接口上连通安装有其一端伸入上述第二介质水箱内的第二循环

管，且上述第二循环管上安装有控制该第二循环管导通或截止的电控气动球阀；上述汇流

电动气控三通球阀的输出通口与上述进水管的第一端相通连接。

[0008] 上述出水管的第二端上安装有用于测量出水管流量的电磁流量计，且上述出水管

的第二端端部安装有一三通管接头，上述三通管接头的其一接头与上述出水管的第二端相

连通，另一接头上连接有第一过流管，再一接头上连接有第二过流管，上述第一过流管上依

次安装有第一电控气动球阀和DN25电控调节阀，上述第二过流管上依次安装有第二电控气

动球阀和DN15电控调节阀，上述第一过流管和上述第二过流管通过一三通管接头与上述回

流管的第一端相通连接，上述回流管上安装有可查看到上述回流管内部的视镜。

[0009] 上述第一介质水箱内还安装有制冷机组。

[0010] 上述热量表夹固装置为气动夹固装置。

[0011] 采用上述方案后，本发明的一种热量表耐久性试验装置，测试前先将被试验热量

表放置在热量表试验台上，并通过热量表夹固装置夹固，将进水管的第二端与被试验热量

表的进水端相连通，出水管的第一端与被试验热量表的出水端相连通，第一介质水箱和第

二介质水箱内填充水，并没过加热器；进行4000次温度循环冲击试验时，先使第一加热器对

第一介质水箱内的水进行加热，使水温达到20±2℃，第二加热器对第二介质水箱内的水进

行加热，使水温达到80℃，然后使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控制第一水泵与进水管相导通，第

二水泵与进水管相截止，分流电控气动三通阀控制回流管与第一收集管相导通，第二收集

管截止，此时第一介质水箱内的水经依次经第一水泵、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进水管、被

试验热量表、出水管、回流管和分流电控气动三通阀至第一收集管内，由第一收集管回流至

第一介质水箱内，该低温循环操作运行3.5分钟，之后使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控制第二水

泵与进水管相导通，第一水泵与进水管相截止，分流电控气动三通阀控制回流管与第二收

集管相导通，第一收集管截止，此时，第二介质水箱内的水经依次经第二水泵、汇流电动气

控三通球阀、进水管、被试验热量表、出水管、回流管和分流电控气动三通阀至第二收集管

内，由第二收集管回流至第二介质水箱内，该高温循环操作运行3.5分钟，这样即可形成一

次温度冲击试验，如此运行4000次，即完成国产热量表符合欧洲《热量表》标准的4000次温

度循环冲击试验；进行2400小时的磨损试验时只需将第一介质水箱的水加热至95℃，并使

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控制第一水泵与进水管相导通，第二水泵与进水管相截止，分流电

控气动三通阀控制回流管与第一收集管相导通，第二收集管截止，然后调节电动气控三通

球阀的流量，使进水管在3种不同流量下连续进行100个周期，每个周期持续24小时，每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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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流量限定和运行时间均与欧洲《热量表》标准的技术要求相符合，这样即可实现2400小

时的磨损试验。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热量表耐久性试验装置，其可对被试验热量表进

行2400小时的磨损试验和4000次的温度冲击试验，提高了国产热量表寿命试验能力，使国

产热量表的质量能够达到欧洲热量表的标准，并具有结构简易，操作方便的优点，对提高国

产热量表质量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具有积极的作用，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的运行试验过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本发明的一种热量表耐久性试验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第一介质水箱1、第二介质

水箱2、第一加热器3、第二加热器4、第一水泵5、第二水泵6、热量表试验台7、进水管8、出水

管9和回流管10，热量表试验台7上安装有用于固定被试验热量表的热量表夹固装置(图中

未画出)，此热量表夹固装置为气动夹固装置，即由两个相对设置的气缸组成，两气缸的缸

体均固定在热量表试验台7上，两气缸的活塞杆相对设置，通过两气缸的夹紧可实现对被试

验热量表的固定，且采用气缸使热量表夹固装置可对不同长度的被试验热量表进行夹固，

适用范围广，该第一介质水箱1和第二介质水箱2均具有注水口和出水口，第一加热器3安装

于第一介质水箱1内，第二加热器4安装于第二介质水箱2内，第一水泵5的输入端与第一介

质水箱1的出水口相连通，第二水泵6的输入端与第二介质水箱2的出水口相连接，第一水泵

5的输出端和第二水泵6的输出端经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11与进水管8的第一端相连通配

合，进水管8的第二端延伸至热量表试验台7处，此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11具有二个输入

通口和一输出通口，且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11为控制其一输入通口与输出通口相连通的

T型三通球阀，该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11的输出通口与进水管8的第一端相通连接，该第

一水泵5的输出端端部上安装有第一分支三通管接头12，第一分支三通管接头12的其一接

口与第一水泵5的输出端相连通，另一接口通过一分支管13与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11的

其一输入通口相连通，再一接口安装有第一循环管14，该第一循环管14的一端与第一分支

三通管接头12的再一接口相连通，另一端伸入第一介质水箱1内，且第一循环管14上安装有

控制第一循环管14导通或截止的第一电控气动球阀15；第二水泵6的输出端端部上安装有

第二分支三通管接头16，第二分支三通管接头16的其一接口与第二水泵6的输出端相连通，

另一接口通过一分支管17与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11的另一输入通口相连通，再一接口上

连通安装有第二循环管18，第二循环管18的一端与第二分支三通管接头16的再一接口相连

通，第二循环管18的另一端伸入第二介质水箱2内，且第二循环管18上安装有控制该第二循

环管18导通或截止的第二电控气动球阀19。使用过程中，当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11控制

进水管8与第一水泵5与进水管8连通时，关闭第一电控气动球阀15，开启第二水泵6和第二

电控气动球阀19，第二循环管18导通，第一介质水箱1内的水经第一水泵5抽出并依次经第

一分支三通管接头12、第一分支管13和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11流至进水管8内，同时，第

二介质水箱2内的水可经第二水泵6、第二分支三通管接头12和第二循环管18回流至第二介

质水箱2，形成水循环，使第一水泵5工作时，第二水泵6也处于工作准备状态，同时第二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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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作时，第一水泵5也处于工作准备状态，这样，第一水泵5与进水管8和第二水泵6与进水

管8进行切换导通时，无需重新启动第二水泵6或第一水泵5，以适应4000次温度试验时第一

介质水箱1与第二介质水箱2内水的快速切换。

[0015] 该出水管9的第一端处于热量表试验台7处，出水管9的第二端与回流管10的第一

端相连接，回流管10的第二端端部安装有具有一输入通口和二输出通口的分流电控气动三

通阀20，且分流电控气动三通阀20的输入通口与回流管10的第二端端部相连通，其一输出

通口上连通第一收集管21，另一输出通口上连通第二收集管22，此第一收集管21的其出水

端伸入第一介质水箱1内，第二收集管22的出水端伸入第二介质水箱2内。

[0016] 本发明的一种热量表耐久性试验装置，测试前先将被试验热量表放置在热量表试

验台7上，并通过热量表夹固装置夹固，将进水管8的第二端与被试验热量表的进水端相连

通，出水管9的第一端与被试验热量表的出水端相连通，使进水管8的水可经待热验热量表

流至出水管9内，第一介质水箱1和第二介质水箱2内填充水，并相应没过第一加热器3和第

二加热器4；进行4000次温度循环冲击试验时，先使第一加热器3对第一介质水箱1内的水进

行加热，使水温达到20±2℃，则第一介质水箱1内的水为符合欧洲标准技术要求的低温水，

第二加热器4对第二介质水箱2内的水进行加热，使水温达到80℃，则第二介质水箱2内的水

为符合欧洲标准技术要求的高温水，然后，先使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11控制第一水泵5与

进水管8相导通，第二水泵6与进水管8相截止，第一水泵5和第二水泵6均开启，第一电控制

动球阀15截止，第二电控气动球阀19导通，分流电控气动三通阀20控制回流管10与第一收

集管21相导通，第二收集管22截止，此时第二介质水箱2内的高温水依次经第二水泵6和第

二循环管18回流至第二介质水箱2内，形成水循环，第一介质水箱1内的低温水经依次经第

一水泵5、分支管13、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11、进水管8、被试验热量表、出水管9、回流管10

和分流电控气动三通阀20至第一收集管21内，由第一收集管21回流至第一介质水箱1内，该

低温水试验操作运行3.5分钟，之后使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11控制第二水泵6与进水管8

相导通，第一水泵5与进水管8相截止，第一水泵5和第二水泵6均开启，第一电控制动球阀15

导通，第二电控气动球阀19截止，分流电控气动三通阀20控制回流管10与第二收集管22相

导通，第一收集管21截止，此时，第一介质水箱1内的低温水依次经第一水泵5和第一循环管

16回流至第一介质水箱1内，形成水循环，第二介质水箱2内的高温水经依次经第二水泵6、

分支管17、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11、进水管8、被试验热量表、出水管9、回流管10和分流电

控气动三通阀20至第二收集管22内，由第二收集管22回流至第二介质水箱2内，使高温水试

验形成一水循环，该高温水试验操作运行3.5分钟，这样即可形成一次温度冲击试验，如此

运行4000次，即完成国产热量表符合欧洲《热量表》标准的4000次温度循环冲击试验，且

4000次温度冲击试验仅需19天完成；进行2400小时的磨损试验时只需将第二介质水箱2的

水加热至95℃，并使汇流电动气控三通球阀11控制第二水泵6与进水管8相导通，第一水泵5

与进水管8相截止，第一水泵5停止工作，第二电控气动球阀19截止，分流电控气动三通阀20

控制回流管10与第二收集管22相导通，第一收集管21截止，然后调节电动气控三通球阀11

的流量，使进水管8的流量在1.5倍的被试热量表最小流量qi的情况进行15分钟的高温水循

环，15分钟后将进水管8的流量提高到被试热量表的常用流量qp，在该常用流量qp下运行8小

时，之后再用15分钟将被试热量表的常用流量qp提高到被试热量表的最大流量qS，在此最大

流量qS下运行1小时，之后用15分钟将被试热量表的最大流量qS降低被试热量表的常用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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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在该常用流量qp下运行8小时，之后用15分钟将被试热量表的常用流量qp降低至1.5倍的

最小流量qi，在该1.5倍的最小流量qi的情况下进行6小时即可完成一个周期的测试，如此持

续100个周期，即可完成欧洲《热量表》标准的2400小时的磨损试验；该2400小时的磨损试验

也可采用第一介质水箱1进行试验，其原理与第二介质水箱2的原理相同。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的热量表耐久性试验装置，其可对被试验热量表进行2400小时的磨损试验和4000次

的温度冲击试验，提高了国产热量表寿命试验能力，使国产热量表的质量能够达到欧洲热

量表的标准，并具有结构简易，操作方便的优点，对提高国产热量表质量促进节能减排和环

境保护具有积极的作用，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同时，通过分流电控气动三通阀20可使

回流管10内的水相应回流至介质水箱内，即低温水回流至第一介质水箱1内，高温水回流至

第二介质水箱2内，从而不会造成能源的消耗。

[0017] 本发明中，该第一介质水箱1的出水口与第一水泵5的输入端之间连通有第一水管

23，此第一水管23上安装有控制第一水管23导通或截止的第二手动球阀24，第二介质水箱2

的出水口与第二水泵6的输入端之间连通有第二水管25，第二水管25上安装有控制第二水

管25导通或截止的第二手动球阀26；这样通过第一手动球阀24和第二手动球阀26可控制第

一介质水箱1和第二介质水箱2的出水，便于工人对热量表耐久性试验装置的维护。

[0018] 本发明中，该出水管9的第二端上安装有用于测量出水管9流量的电磁流量计27，

且出水管9的第二端端部安装有一三通管接头28，三通管接头28的其一接头与出水管9的第

二端相连通，另一接头上连接有第一过流管29，再一接头上连接有第二过流管30，第一过流

管29上依次安装有第一电控气动球阀31和DN25电控调节阀32，第二过流管30上依次安装有

第二电控气动球阀33和DN15电控调节阀34，第一过流管29和第二过流管30通过一三通管接

头35与回流管10的第一端相通连接；使用时，先通过电磁流量计27来检测出水管9上的流

量，再根电磁流量计27的流量值相应控制第一电控气动球阀31或第二电控气动球阀33导

通，当出水管9内的流量较大时，第一电控气动球阀31导通，第二电控气动球阀33截止，出水

管9内的水经DN25电控调节阀32回流至回流管10内，当出水管9内的流量较小时，第二电控

气动球阀33导通，第一电控气动球阀31截止，出水管9内的水经DN15电控调节阀34回流至回

流管10内，这样，使出水管9回流至回流管10内的回流水较为稳定，不会影响热量表的检测。

[0019] 本发明中，该回流管10上安装有可查看到回流管10内部的视镜36，通过此视镜36

可查看到回流管10内的水是否有气泡产生，若有气泡时及时关闭耐久性试验装置，以防被

试验热量表的检测受影响，造成检测不精准。

[0020] 本发明中，该第一介质水箱1内还安装有制冷机组37，通过此制冷机组37与第一加

热器3的配合可保证第一介质水箱1内的水温终始达至20±2℃。

[0021] 本发明中，在使用过程中，该进水管8上也可安装用于控制进水管8导通或截止的

电动气动进水阀38。

[0022] 本发明的热量表耐久性试验装置，由于各管道的阀门均采用电控气动阀门，这样，

整套试验装置可采用计算机智能控制，具体流程可见图2，通过计算机智能控制可保证试验

过程中能够自动存储试验过程中的时间、流量、温度、压力等检测信息参数，并自动生成试

验过程中流量、温度和压力等试验状态数据，并生成、打印试验过程的数据表格和工作状态

曲线，实现无人值守，自动试验的功效。

[0023] 上述实施例和图式并非限定本发明的产品形态和式样，任何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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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对其所做的适当变化或修饰，皆应视为不脱离本发明的专利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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