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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技術規範依度量衡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技術規範歷次公告日期、文號、實施日期及修正內容如下：

版次 公告日期 文號(經標四字) 實施日期 修正內容

１ 110.6.23 第 11040003600 號 110.10.1

三、本技術規範參考標準如下：

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加油站加油槍抽氣量與加油量比率檢測方法 (NIEA

A211.71B, 2006).

2. BS EN 12480 Gas meters -Rotary displacement gas meters (2015).

3. OIML R 137-1&2 Gas meters (2012).

4. ISO 9300 Measurement  of  gas  flow by means  of  critical  flow of  Venturi

nozzle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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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6 月 23 日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實   施   日   期

110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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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1.1 本技術規範適用於應受檢定、檢查之公務檢測用氣油比檢測儀。

1.2 氣油比檢測儀為用於量測加油站加油槍抽氣量與加油量比率之容積式氣

油比檢測設備，由本體及連接裝置組成；本體包括轉子式氣量計、微壓

計及顯示裝置等部件，連接裝置包括密合組件及氣密軟管。

2. 用詞定義

2.1 氣油比 (Air to Liquid Volumetric Ratio, A / L)

加油時回收的油氣體積與同步加油體積的比值。

2.2 轉子式氣量計 (Rotary gas meters)

以靜止表體內壁和旋轉元件間形成之剛性腔室進行量測、紀錄並顯示通

過氣體體積的氣量計。

2.3 顯示裝置 (Displaying device)

用來顯示量測結果的部件，顯示方式可為連續或依要求而顯示。

2.4 循環體積 (Cyclic volume)

氣量計內部動件完成一次完整循環所對應的氣體體積。

2.5 器差 (Error)

檢測儀顯示值與標準器標準值之差值，除以標準器標準值（相對器差）。

2.6 公差 (Maximum Permissible Error, MPE)

指法定允許之器差。

2.7 解析度 (Resolution)

可有效辨識的指示值間之最小差值。

2.8 流量 (Flow rate, Q))

單位時間內通過氣量計的氣體體積量。

2.9 最大流量 (Maximum flow rate, Q)max)

氣量計在公差範圍內使用的上限流量。

2.10 最小流量 (Minimum flow rate, Q) min)

氣量計在公差範圍內使用的下限流量。

2.11 分界流量(Transitional flow rate, Q)t)

介於最大流量與最小流量之間的特定流量值，其將流量範圍劃分為高流

區與低流區，分別對應不同公差。

2.12 工作溫度範圍 (Working temperature range, Tm)

氣量計在公差範圍內所能承受的溫度範圍。

2.13 工作壓力範圍 (Working pressure range, Pm)

氣量計在公差範圍內所能承受的壓力範圍。

2.14 標稱內徑 (Nominal diameter, D)

管道的標稱內徑。

3. 構造

3.1 氣油比檢測儀應於表體明顯處以清晰且不易磨滅方式標示以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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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製造廠商之名稱或標記。

(2) 產品型號及出廠器號。

(3) 循環體積：以 V = … dm3表示。

(4) 轉子式氣量計脈波解析度：以 R = … dm3表示。

(5) 最大流量及最小流量：分別以 Q)max =  … dm3/min 及 Q)min =  …

dm3/min 表示。

(6) 工作溫度範圍：以 Tm = … ℃ － … ℃表示。表示。

(7) 工作壓力範圍：以 Pm = … kPa － … kPa 表示。

(8) 氣體流動方向：以表示。

(9) 檢測儀入口及出口之標稱內徑（至少須 19 mm）：分別以 Di = …

mm 及 Do = … mm 表示。

(10) 製造年份：以西元年 4 碼表示。

(11) 分界流量：以 Q)t = … dm3/min 表示。

3.2 氣油比檢測儀之轉子式氣量計流量範圍應涵蓋 11.8 dm3/min 至 120

dm3/min，解析度應優於 0.25 dm3；顯示裝置應能顯示氣體總量 (dm3 或

L)，且有效位數應至小數點以下 2 位；微壓計壓力範圍應涵蓋 1245 Pa，

解析度應優於 1 Pa。

4. 檢定、檢查與公差

4.1 檢定、檢查設備及整合成檢定、檢查程序一部分的輔助設備，應適合氣

油比檢測儀之測試。

4.2 檢定、檢查設備須具追溯性

量測參考設備應具備有效的校正證明文件，並能追溯到國家或國際量測

標準。

4.3 氣油比檢測儀流量檢定、檢查設備之相對擴充不確定度應小於或等於檢

定公差絕對值的 1/3。

4.4 受測氣油比檢測儀在檢定、檢查前，應在檢定、檢查場所存放至少 12 小

時以上。

4.5 洩漏檢測功能試驗

採用一個替代槍管與密合組件連接，再以氣密軟管與氣油比檢測儀出口

側連接，並將入口側予以封閉。

正壓測試時，以微壓產生裝置，使檢測儀內部產生 1245 Pa 的壓力；3 分

鐘後壓力應保持在 1230 Pa 以上。

負壓測試時，以真空產生裝置，使檢測儀內部產生 1245 Pa 的真空壓

力；3 分鐘後真空壓力應保持在 1230 Pa 以上。

4.6 檢定、檢查之流量及給定體積量

依表 1 規定之檢定、檢查流量及最少檢定、檢查給定體積量執行，其實

際流量與表 1 規定之檢定、檢查流量的差異不得大於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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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檢定、檢查流量(dm3/min) 最少檢定、檢查給定體積量(dm3)

11.8 50

24 100

48 100

72 100

96 120

120 120

4.7 氣油比檢測儀之器差計算

器差應以相對值的百分率表示，即通過氣油比檢測儀之空氣體積顯示值

與標準器標準值之差值，除以標準器標準值計算；標準器標準值之參考

狀態為氣油比檢測儀入口絕對壓力及出口溫度。

器差 %= 
氣油比檢測儀顯示值(Vm)-標準器標準值(Vs)

標準器標準值(Vs)
×100 % 

以音速噴嘴作為標準器時，標準器標準值計算如下：

V s=
Cd× A*× C*× P0× t

√̄R T0/M× ρ(T m, Pm )

Cd ：音速噴嘴流出係數

A* ：音速噴嘴喉部面積

C* ：音速噴嘴臨界流函數

P0 ：音速噴嘴上游靜滯壓力

T0 ：音速噴嘴上游靜滯溫度

t   ：檢定收集時間

R̄ ：萬有氣體常數

M  ：空氣分子量

Pm ：氣油比檢測儀入口絕對壓力

Tm ：氣油比檢測儀出口絕對溫度

ρ(T m, Pm) ：氣油比檢測儀溫度及壓力狀態下之空氣密度

4.8 氣油比檢測儀之檢定及檢查公差

以一般常溫常壓之空氣作為介質，依流量範圍不同，其檢定及檢查之公

差應符合表 2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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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流量 Q) 檢定及檢查公差

Q)min ≤ Q) < Q)t ± 2 %

Q)t ≤ Q) ≤ Q)max ± 1 %

4.9 檢定合格有效期間

氣油比檢測儀之檢定合格有效期間為 6個月，自附加檢定合格印證之日

起至附加檢定合格印證月份之次月始日起算 6個月止。

5. 檢定合格印證

5.1 氣油比檢測儀經檢定合格後，應於本體、密合組件及氣密軟管分別附加

檢定合格印證，並得將檢定合格有效期間另標示於本體明顯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