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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压式气密检漏仪

GB／T 25752--20 1 0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差压式气密检漏仪的术语和定义、分类、结构与基本参数、试验条件、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差压传感器为感压元件检测被测物和基准物之间压力差来确定被测物是否存在泄

漏和漏率大小的各类差压式气密检漏仪(以下简称检漏仪)。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目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T 191—2008，ISO 780：1997，MOD)

GB／T 15479--1995工业自动化仪表绝缘电阻、绝缘强度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差压式气密检漏仪differential pressure air leak t％ter

以差压传感器为感压元件检测被测物和基准物之间压力差来确定被测物是否存在泄漏和漏率大小

的仪器或装置。

3．2

基准物maser

和被测物的形状、材质及容积相同且其漏率和被测物相比可以忽略的参照物体。

3．3

容积校正器internal volume calibrator

通过精确、微小的容积变化量，使检漏仪产生不同压力差的装置。

4分类、结构与基本参数

4．1分类

检漏仪按测试压力分为：

a)真空检漏仪，测试压力低于1×i05 Pa(表压压力范围为一100 kPa～O kPa)；

b)微压检漏仪，测试压力范围为1×105 Pa～1．5×105 Pa(表压压力范围为0 kPa～50 kPa)；

c)低压检漏仪，测试压力范围为1．5×105 Pa～3×105 Pa(表压压力范围为50 kPa～200 kPa)；

d)中压检漏仪，测试压力范围为3×105 Pa～8×105 Pa(表压压力范围为200 kPa～700 kPa)；

e) 高压检漏仪，测试压力高于8×105 Pa(表压压力高于700 kPa)。

4．2结构

检测带有充气口的被测物的一般检漏仪(结构示意图见图1)。检测没有充气口的密封元器件的检

漏仪(结构示意图见图2)。
】



GB／T25752--20101——气源；5——平衡阀；2——减压阀；6——差压传感器3——测试压力传感器；7——球阀}4——加压排气阀；8——基准物；注：虚线内为一般检漏仪标准气路。图1一般检漏仪结构示意图9——被测物；10——球阀；11——容积校正器12——平衡阀。1——气源；2——减压阀；3——测试压力传感器4——加压排气阀；4．3基本参数基本参数按表1规定。5——平衡阀；9——基准物；6——差压传感器；10——密封容器7——配容容器；11——密封容器8——大泄漏检测阀；12——被测物；图2密封元器件检漏仪结构示意图表1基本参数13——容积校正器；14——大泄漏检测阀15——配容容器；16——平衡阀。项目最大允许误差稳定性测试压力传感器误差差压传感器误差l基本参数≤士5％≤士2％≤士2％(相对于满量程)≤士1％(相对于满量程)4．4技术要求4．4．1正常工作条件a)温度：(5～40)℃；b)相对湿度：不大于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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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气源：洁净、干燥且不含腐蚀性气体，露点温度不大于--25℃；

d)交流电源电压：(100～240)V；

e)电源频率：50 Hz或60 Hz；

f)环境中无紊乱气流、紊乱热流、剧烈振动、强电场、强磁场。

4．4．2零点漂移

检漏仪开机后，差压传感器的零点显示值应不超过满量程的士1％，其漂移量应不超过满量程的

士1％。

4．4．3气密性

检漏仪气密性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检漏仪气密性

测试压力范围 泄漏产生的压力差

真空：低于1x105 Pa(一100 kPa～O kPa)

微压：1×105 Pa～1．5×105 Pa(0 kPa～50 kPa)
土5 Pa

低压：1．5×105 Pa～3×105 Pa(50 kPa～200kPa)

中压：3×10 5 Pa～8×105 Pa(200 kPa～700 kPa)

高压：高于8×105 Pa(700 kPa) 土20Pa

注：括号中为表压压力。

4．4．4气源压力变化影响

检漏仪在检测过程中，由于气源压力发生变化而引起的显示变化值应符合表2的规定。

4．4．5绝缘电阻

检漏仪绝缘电阻应符合GB／T 15479--1995中4．1的规定。

4．4．6泄蔫电流

在开机状态时，外壳与地之间泄漏电流应不大于2 ITIA。

4．4．7绝缘强度

检漏仪绝缘强度应符合GB／T 15479--1995中4．2的规定。

4．4，8外观和附件

a)检漏仪的显示装置应无影响读数的划痕，应有良好的表面处理，不应有镀层脱落、锈蚀、划伤、

玷污等痕迹。面板的标志、文字应鲜明、清晰。

b)检漏仪应标有产品名称、型号、测试压力范围、工作电压、制造厂名、出厂编号、制造年月等标

识，并清晰可辩。检漏仪附件包括减压阀、过滤器、电源线应齐全。

4．4．9正常工作性能

a)开机后，检漏仪的自检功能、加压保持动作、减压阀的调节性能、报警功能应保持良好。

b)检漏仪上的开关、旋钮、功能键及连接件、接插件不应有松动现象，应能正常工作。

4．4．10温度适应性

在环境温度为5℃、20℃及40℃时，在每一温度上其最大允许误差、稳定性应符合4．3的要求。

4．4．11抗运输环境性能

检漏仪在包装条件下做连续冲击试验和跌落试验，试验后包装件无损坏，其最大允许误差、稳定性

应符合4．3的要求。

5试验条件

5．1主要试验设备

5．1．1流量计：最大允许误差应不大于士1％。

3



GB／T25752--20105．1．2压力计：最大允许误差应不大于士1％。5．1．3差压计：最大允许误差应不大于±0．5％。5．1．4校准漏孔：最大允许误差应不大于土5％。5．1．5容积校正器：最大允许误差应不大于士1％。5．2附属设备5．2．1温度计：最大允许误差为士1℃。5．2．2湿度计：最大允许误差为士5％。5．2．3气压计：最大允许误差为士100Pa。5．3环境要求5．3．1温度：15℃～30℃。5．3．2相对湿度：不大于85％。5．3．3大气压力：以当地试验室气压为准。5．3．4介质为洁净、干燥空气，露点温度不大于--25℃。5．3．5环境中无紊乱气流、紊乱热流、剧烈振动、强电场、强磁场。6试验方法6．1最大允许误差试验6．1．1一般检蔫仪最大允许误差试验6．1．1．1试验方法首先将检漏仪放置在检验场所至少1h，预热180s后，将校准漏孔连接至被测物侧，并保证基准物侧外接气路的容积与被测物侧的容积大小相同。然后调整测试压力至校准漏孔的标称压力，并按表3要求设置检漏仪的各时间参数后，启动检漏仪进行测试，记录检漏仪漏率测量值。测试共进行三次，每次测试需间隔一定时间，以确保气路恢复到原始温度及形变状态。然后在同样的测试压力和环境条件下用流量计对校准漏孔检测。表3时间设定要求测试压力范围加压时间／s平衡时问／s检测时间／s真空：低于1×105Pa(一lOOkPa～0kPa)微压：1×105Pa～1．5×105Pa(0kPa～50kPa)低压：1．5X105Pa～3×105Pa(50kPa～200kPa)10510中压：3×105Pa～8X105Pa(200kPa～700kPa)高压：高于8X105Pa(700kPa)注：括号中为表压压力。6．1．1．2检渭仪渭率测量值按照公式(1)计算检漏仪漏率平均测量值。西一鲥孚坦式中：西——检漏仪漏率平均测量值，单位为帕立方米每秒(Pa·m3／s)或标准大气压立方厘米每分钟(atm．cm3／rain)；Q。——检漏仪漏率第1次测量值，单位为帕立方米每秒(Pa·i113／s)或标准大气压立方厘米每分钟(arm．c／T13／rain)；Qz——检漏仪漏率第2次测量值，单位为帕立方米每秒(Pa·1213／s)或标准大气压立方厘米每分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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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C1T13／rain)；

Q3——检漏仪漏率第3次测量值，单位为帕立方米每秒(Pa·m3Is)或标准大气压立方厘米每分钟

(atm．CITl3／min)。

6．1．1．3最大允许误差

按照公式(2)计算最大允许误差。最大允许误差应符合4．3的要求。

d一鱼；j虹X lOO％ ⋯⋯⋯⋯⋯⋯⋯⋯⋯(2)
q斟

式中：

8——最大允许误差。

蕴——检漏仪漏率平均测量值，单位为帕立方米每秒(Pa·m3is)或标准大气压立方厘米每分钟

(atm．crll3／rain)；

QsN——流量计测量值，单位为帕立方米每秒(Pa·m3／s)或标准大气压立方厘米每分钟

(atm．am3／rain)。

6．1．2密封元器件检渭仪最大允许误差试验

6．1．2．1试验方法

首先将检漏仪放置在检验场所至少1 h，预热180 S后，根据要求调整测试压力。操作检漏仪将二个

平衡阀和二个大泄漏检测阀关闭。首先调节容积校正器给出一个变化量△y，读出检漏仪产生的压力

差测量值AP，然后调节容积校正器恢复至原始位置，且重复三次，记录在同一个容积变化量△y下产生

的压力差测量值△P。

6．1．2．2 由检嗣仪压力差测量值计算窖积变化量

由压力差测量值按照公式(3)计算每次容积变化量。

战一本芒警(H’2’3)．．⋯⋯⋯⋯⋯⋯⋯(3)
式中：

△U——第i次容积变化量计算值，单位为立方米(m3)；

y——容积校正器调节前，检漏仪被测物侧密封容器及连接气路的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3)；

P。——大气压力，单位为帕(1×105 Pa)；

P——测试压力(表压压力)，单位为帕(Pa)；

AP．——检漏仪第i次压力差测量值，单位为帕(Pa)。

按照公式(4)计算容积变化量平均值。

面一盟业笋些
式中：

五矿——容积变化量平均值，单位为立方米(ma)；

△y，——第1次容积变化量计算值，单位为立方米(m3)；

AV：——第2次容积变化量计算值，单位为立方米(m3)；

AV。——第3次容积变化量计算值，单位为立方米(m3)。

6．1．2．3最大允许误差

按照公式(5)计算最大允许误差。最大允许误差应符合4．3的要求。

8一％笋×100％ ⋯⋯⋯⋯⋯⋯⋯．(5)
式中：

扣一最大允许误差；

△v——平均容积变化量，单位为立方米(m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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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容积校正器变化量，单位为立方米(m3)。

6．2稳定性试验

6．2．1一般检漏仪稳定性试验

对6．1．1试验所得数据，按照公式(6)计算稳定性。稳定性应符合4．3的要求。

8。一垒鼍j纽×100％ ⋯⋯⋯⋯⋯⋯⋯⋯⋯⋯⋯⋯(6)
"／SN

式中：

盈——稳定性，

Q一——Q，、Qz、Q3中最大值，单位为帕立方米每秒(Pa·m3／s)或标准大气压立方厘米每分钟(atm．
cm3／min)；

Q。。——Q。、Qz、Q。中最小值，单位为帕立方米每秒(Pa·1213／s)或标准大气压立方厘米每分钟(atm．

ClTi3／min)；

Q。——流量计测量值，单位为帕立方米每秒(Pa·m3／s)或标准大气压立方厘米每分钟(arm．cm3／rmn)。

6．2．2密封元器件检漏仪稳定性试验

对6．1．2试验所得数据，按照公式(7)计算稳定性。稳定性应符合4．3的要求。

正一盟亩监X 100％⋯⋯⋯⋯⋯⋯⋯．(7)

式中：

辞——稳定性，

△y～——△y。、△乩、△y。中最大值，单位为立方米(m3)；

AV。。——△y1、△U、AV。中最小值，单位为立方米(m3)；

△v——容积校正器变化量，单位为立方米(m3)。

6．3测试压力传感器误差试验

6．3．1试验方法

将压力计与检漏仪气源连接，按照测试压力传感器量程选择四个试验点：P⋯0．75P⋯0．5P一、
0．25P～，分别调整气源压力到各试验点，每点试验一次。

6．3．2各试验点误差

各试验点误差按照公式(8)计算。

屯一毕×loo％(；
』FS

式中：

屯——测试压力传感器各试验点误差；

P．——检漏仪第i个压力显示值，单位为千帕(kPa)；

Psw——压力计显示值，单位为千帕(kPa)；

Pm——测试压力传感器满量程，单位为千帕(kPa)。

6．3．3测试压力传感器误差

按照公式(9)计算测试压力传感器误差。其误差应符合4．3的要求。

屯一士1％l一(i一1，2，3，4)⋯⋯⋯⋯⋯⋯⋯⋯⋯⋯⋯⋯(9)
式中：

也——测试压力传感器误差；

屯——测试压力传感器各试验点误差。

6．4差压传感器误差试验

6．4．1试验方法

将差压计、容积校正器与检漏仪差压传感器一侧连接，操作检漏仪将两个平衡阀关闭。按照差压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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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量程选择四个试验点：△P一、0．75△P～、0．5△P⋯0．25△P一，使用容积校正器分别调整差压到各
试验点，每点试验一次。再将差压计、容积校正器与检漏仪差压传感器另一侧连接，使用容积校正器分

别调整差压到各试验点，每点试验一次。

6．4．2各试验点误差

各试验点误差按照下面公式计算。

氐；；垒半×100％
式中：

“——差压传感器各试验点误差；

AP．——检漏仪第i个差压显示值，单位为帕(Pa)；

△PⅢ——差压计显示值，单位为帕(Pa)；

△PFs——差压传感器满量程，单位为帕(Pa)。

6．4．3差压传感器误差

按照公式(11)计算差压传感器误差。差压传感器误差应符合4．3的要求。

岛一士l瓯l一 (i一1，⋯，8) ⋯⋯⋯⋯⋯⋯⋯⋯⋯⋯(11)

式中：

乱——差压传感器误差；

瓯——差压传感器各试验点误差。

6．5零点漂移试验

将检漏仪被测物和基准物侧气路对大气开放。读出检漏仪差压传感器零点输出值。在30 min内，

观察差压传感器零点的变化量，其结果应符合4．4．2的要求。

6．6气密性试验

对于一般检漏仪，将二个球阀关闭。对于密封元器件检漏仪，将二个密封容器关闭，将二个大泄漏

检测阀打开。按表3的要求设定加压时间、平衡时间和检测时间。将气源调至检漏仪允许的最大测试

压力，启动检测。观察检漏仪显示值，泄漏产生的压力差应符合4．4．3的要求。

6．7气源压力变化影响试验

对于一般检漏仪，将二个球阀关闭。对于密封元器件检漏仪，将二个密封容器和二个大泄漏检测阀

关闭。按表3要求设置检漏仪的各时间参数，调整测试压力至检漏仪允许的最大测试压力，启动检测。

在检测环节将测试压力减小50 kPa(最大测试压力低于50 kPa时，测试压力词至为零)，观察检漏仪显

示值。检测结束后，再次启动检测。在检测环节将测试压力调至最大测试压力，观察检漏仪显示值，显

示值应符合4．4．4。

6．8绝缘电阻试验

按GB／T 15479--1995中5．3规定进行。绝缘电阻应符合4．4．5的要求。

6．9泄漏电流试验

在开机状态时，用泄漏电流检测装置测量检漏仪外壳对地之间泄漏电流，应符合4．4．6的要求。

6．10绝缘强度试验

按GB／T 15479--1995中5．4规定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4．4．7的要求。

6．11外观和附件试验

目视检查，应符合4．4．8的要求。

6．12正常工作性能试验

手动检查，应符合4．4．9的要求。

6．13温度适应性试验

在环境温度为5℃、20℃及40℃时，各保持至少1 h。在每一温度上其最大允许误差、稳定性应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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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4．4．10的要求。

6．14抗运输环境性能试验

6．14．1试验要求

将包装完好的检漏仪在专用的实验设备上进行连续冲击试验和跌落试验，其结果应符合4．4．11的

要求。

6．14．2连续冲击试验

连续冲击试验参数：

a)加速度：100 m／s2；

b)脉冲持续时间：11 ms士2 ms；

c)脉冲重复频率：60次／分～100次／分；

d)连续冲击：1 000次士10次；

e)振动波形近似半正弦波。

6．14．3跌落试验

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从高度250 mm处跌落，跌落次数为4次。

7检验规则

7．1出厂检验

7．1．1产品应逐台检验，检验合格方可出厂。

7．1．2按照第6章规定的方法对下列项目进行出厂检验。

a)最大允许误差；

b)稳定性；

c)测试压力传感器误差；

d)差压传感器误差；

e)零点漂移；

f)气密性；

g)气源压力变化影响；

h)绝缘电阻；

i)泄漏电流；

j)绝缘强度；

k)外观和附件；

1)正常工作性能。

7．1．3按出厂检验项目对检漏仪进行逐台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全部合格的检漏仪，被判定为合格品。

如有不合格项应退回生产部门进行检查，并更换有故障的零件，对不合格项及相关项进行复验，以复验

结果为准。如有不合格项，应判定为不合格。

7．2型式检验

检漏仪的型式检验应按第6章规定的全部项目进行检验。检验样品为三台。正常生产时，每年进

行一次。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研制的产品；

——当设计、工艺、材料及元器件等有重大变更时；

——停止生产的产品再次恢复生产时；

——国家法定管理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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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标志

检漏仪应有铭牌，铭牌上应标明下列内容：

a)制造厂名称及商标；

b)产品名称及型号；

c)主要特征参数；

d)出厂序号。

8．2包装

8．2．1 外包装图示标志符合GB／T 191的要求；

8．2．2外包装的标志应清晰，运输和贮存后不应模糊不清，其内容包括如下：

a)制造厂名称、厂址；

b)产品名称、型号；

c)产品标准编号；

d)包装箱的尺寸“长×宽×高”及毛重；

e)收货单位名称和地址。

8．2．3包装箱内附有装箱单、合格证、保修单及使用说明书。说明书应注明检漏仪的型号、产品标准编

号、测试压力范围、试验环境条件、使用标准仪器的名称、型号、使用方法、常见故障分析及易损件更换

方法。

8．3运输和贮存

产品的运输、贮存条件：

——温度，一5℃～45℃；

——相对湿度不大于85％；

——避免雨淋、剧烈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