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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压力表中的元件包括弹性元件、敏感元件，因此被

广泛应用在液体和气体压力检测的工作中，同时也能

针对检测装置、设备的真空状态实施检测，因此被广

泛应用在科研以及工业行业发展中。压力表设备应用

前必须针对其进行严格的检查工作，还要严格按照我

国相关规章制度提出相关要求。检测工作就是对压力

表的性能进行评估，不过在压力表应用过程中还是会

发生很多问题，影响压力表计量检测的准确性，导致

工业生产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受到影响。

1    关于压力表的概述

1.1    压力表的主要应用环境

压力表的使用环境直接影响压力表的质量，稳定的

使用环境能够保障压力表得到合理、良好的使用，同

时延长压力表的使用时间。弹簧管压力表的工作环境

要求较高，如在检测储液罐压力的时候，若遇到严重

的强酸性腐蚀、空气湿度高、雾气等环境，要在弹簧

压力表上涂抹防护型材料，有效避免其内部构件发生

腐蚀，有效保护压力表。若是储液罐中的液体为稀硝酸、

硫酸、重油等腐蚀性液体，则要避免使用弹簧管压力表；

若是出现了易燃易爆机械振动事故，就要合理应用防

震压力表和防爆型压力表。

压力表检测不同介质的时候要做好不同的防护措

施，保证压力表正常、安全运行。比如：在压力表的运

行过程中，若是水蒸气、气体的温度超过了 80℃，就

要使用虹吸管；在检测气体的冰点较低的过程中要加用

分离器，从而更好地检测气体压力；如果大气环境中有

粉尘、大固体颗粒的时候，就会对压力表的精准度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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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影响，要注意做好防尘处理，以免灰尘影响压力表

的使用寿命。要采用绝缘、冷却措施保护压力表，若

是使用环境对压力表的使用环境带来损害，就要采取

有效的手段保护压力表性能。

1.2    压力表计量检测内容

压力表的检测工作，就是在相关监测部门、法律授

权机构的指导下开展的定期检测工作，压力表检测能够

保障压力表的灵敏度和数据准确度。压力表检测内容

包括外观检查、误差检查等，外观检查主要用于各零

件的检查，观察零件是否存在脱落、松动的情况。要

保证压力表生产厂家、精准度等符合使用要求，检查

压力表表面的玻璃，注意做好压力表表面玻璃的清洁，

保持数据读取准确清晰。误差检验需要在无压力的状

态下实施，保证压力表使用时能够自动归零，若是出

现了误差还要判断是否超过了标准指标。

2    压力表计量检测的注意事项

压力表在应用中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压力设备，采

用相应的检测手段。在实施压力检测工作的过程中，将

压力表使用在标准器中，根据标准器设备将油作为压

力表检测的介质。就比如说，特殊气体在压力检测的

过程中，就要选用禁油压力表，禁油压力表相比普通

压力表有很大的差异，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利用油水

分离技术处理后将其安装在接头位置，完成后使用检

验器械进行压力表的检测工作，完成调节工作后要将

油路中的空气排出。

标准选择的时候，在压力表检测过程中，工作人员

要将相关规章制度和操作规范作为标准，选择合适的标

准器。在实际工作中，要分析压力表的精准度、量程

等因素，标准器通过检测后获取准确的检测结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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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标准器得到合理应用。

压力表外观检测的过程中，工作人员要根据以往

的工作经验、基础知识作为依据，未采用检测设备的

情况下可以先视觉观察，然后对零部件实施全面检查，

观察零件是否出现松动、脱落的情况，检查每个螺丝

的位置，检查指针在归零的状态下。新购买的压力表

设备要特别注意，生产商会在设备表面涂抹保护材料，

检测人员要注意观察设备表面是否出现了刮痕、涂料

脱落的情况。压力表外观检测工作较为简单，不过也

对检测工作的专业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工作人员必

须严格落实自身职责，详细记录外观检测环节的结果，

为后续检测工作提供有价值的数据。

3    压力表检测常见问题分析

3.1    压力表计量检测误差较大

压力表检测工作有固定且完善的工作流程，压力表

运行阶段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因此会导致工作复核方

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具体的检测工作中会产生各

种问题，检测误差经常会发生某个数据增加或减少的

情况，这是人工检查、压力表操作中常见的误差问题。

检查误差在一般情况下会在标准数据的基础上上下浮

动，这个浮动的数值若是无法采取有效的处理就会影

响工业生产质量及科研结果。通过大量数据和安全分

析后，我们可知检查误差数据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安装

压力表指针造成的，在总结的时候，通过微调工作要

尽可能避免拆卸压力表设备。压力表计量检测及其试

验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测量以及试验结果都会

产生一定的误差，计量检测过程中压力表读取数据必须

反复多次，压力表检测以及检测次数基本不符合要求，

因此无法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同时误差的形成也与设

备客观因素有密切关系，比如设备零件发生松动、老化、

脱落等，同时压力表指示器波动较弱或不动，压力表指

示器发生损害或者无法读取数据，造成数据出现误差。

3.2    无定期计量检测

一些厂家对压力表的检测和试验测试的重视度较

差，未能建立完善的测量体系，也未能构建完善的校

准机制。压力表测量和试验过程需要按照上级部门提

出的要求开展，无法科学判断压力表的工作状态。当

前我国大多数企业都未能制定压力表评估机制，从而

无法评估压力表是否合格，为了减少企业运行成本，

无法及时对压力表实施计量检测，导致埋下安全隐患。

压力表运行阶段，生产企业在压力表应用上未能树立

安全意识，生产中就算压力表出现了问题，工作人员

也缺乏检查意识，小问题就会发展为大问题，从而给

企业生产带来极大的损失。

3.3    计量检测人员综合素质较差

在计量人才的团队中，由于一些检测工作人员的整

体素质较差，不仅无法掌握压力表检测的实用技术，也

无法认识到压力表检测应用的重要意义，因此工作态

度不积极、不规范。压力表计量检测工作中，一些检

测人员缺乏重视的问题导致无法及时开展压力表检测，

如检测人员对压力表老化、松动的认知较差，也无法认

识到压力表读取数据错误对企业生产带来的不良影响。

导致压力表存在的问题无法得到积极的解决，也有一些

测量人员过度追求工作效率，在测量过程中不够仔细，

导致检测质量较差。在实际工作中，为了减少工作量

会选择抽样检查的方式，这些也是导致压力表检测数

据不准确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企业的发展。

3.4    压力表无指示

测量以及试验过程中出现压力表无指示或摇摆的情况，

这一问题的发生原因为：压力表工作环境中存在很多的尘

埃和聚合颗粒物，压力表也未能采取防尘措施，日积月累

就会在压力表中聚集大量的灰尘，导致压力表发生堵塞，

阻碍压力表的正常运行。压力表使用寿命较长，因此内齿

轮的磨损较为严重，就算检测到压力也无法将数据显示出

来。压力表容易受到灰尘的影响，从而齿轮转动的摩擦力

会提高，指针摆动是由于齿轮被卡住，运动停止导致的。

4    压力表计量检测问题的解决对策

4.1    提高计量检测人员的综合素质

压力表计量检测工作中，要构建完善的监督管理机

制，保证压力表可靠的运行。企业还要针对压力表计量

检测人员实施专业培训并且构建考核机制，保证每个

计量检测人员都能做到持证上岗，符合岗位工作要求。

计量检测人员必须具备完善的专业知识，遇到问题要积

极解决。同时，计量检测人员还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严格履行相关职责，工作中若是出现了异常问题要及时

上报，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按照要求实施压力表

计量试验，在试验中及时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提

出合理的改正意见，定期对测量和试验人员实施考核，

规范其工作态度，对不符合要求的试验人员要进行谈

话沟通，如果依然得不到改善可以辞退，待通过严格

培训和考核后再次上岗。要通过前期的各项准备和监

督管理机制的构建，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4.2    构建完善的压力表计量检测制度

压力表检测和试验的相关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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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些规章制度还没有建立。测量及试验工作中经常

会出现问题，企业对压力表存在的问题不够重视，不

愿主动实施检测及测量工作。通过有效的培训，规范

工作人员思维意识，树立正确的认知，积极完善压力

表测量系统，对于未能按照计量检测的企业要给予相

应的惩罚，通过奖惩措施让企业认识到压力表计量检

测的重要性，通过构建规章制度，能够调动企业对压

力表计量检测工作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企业生产水平。

4.3    定期做好压力表的养护

第一，管理人员要注意做好压力表的维护和保养，

定期进行压力表检查和监督，根据压力表的实际环境

确定维护和保养的周期。采用专业仪表清洁压力表中

的污垢和灰尘，保持弹簧管道通畅。第二，经常观察压

力表中零部件的磨损程度，若是磨损程度严重就要及

时更换，更换后进行调试，保证压力表正常使用。第三，

要调节扇形齿轮与小齿轮的摩擦力，不仅要保证两者

正常啮合，还要避免发生间隙小、阻力大的问题。

4.4    加强对压力表计量检测工作的重视度 

企业要认识到压力表检测工作对促进企业生产的重

要性，加强对技术人员专业能力的培训，特别是企业

在使用新型压力表的时候，要积极对技术人员培训压

力表操作规范、工作原理等内容，保证技术人员能够

按照要求进行各项操作，也能及时认识到压力表中存

在的不良问题。企业还要针对不同型号、不同用法的

压力表制定对应的计量检测方案，构建完善的检测标

准和流程，加强监督管理力度。若是在压力表计量检

测工作中出现了失误，那么就要及时发现存在问题的

原因，为后续工作正常开展奠定基础。

4.5    压力表误差的解决方案

压力表计量检测工作中出现误差是常见的情况，往

往是由于检测人员对误差的认知不足导致的。要解决

这一问题，在工作中就要做好以下两项措施：第一，重

视为工作人员开展培训，保证工作人员掌握充足的理

论知识。企业要邀请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将压力表检

测中的注意事项告知操作人员，从而保证压力表计量

检测工作有序进行。同时，企业要组织培训和模拟训

练，让工作人员能够提前进行压力表的拟训练习，培

训小组可以进行竞赛，各成员之间相互帮助、相互鼓励，

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第二，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情

况制定压力表检测计量工作机制，有利于规范工作人

员意识和行为，提高其工作责任心，能够让工作人员

认识到误差带来的影响，从而提高计量检测质量。

4.6    计量检测周期较长的改善对策

企业要定期开展压力表检测，根据使用周期确定检

查的频率，比如新投入的压力表，每隔 6 个月检测一次；

使用多年的压力表每隔 3 个月检测一次。同时，构建完

善的计量检测机制，定期实施检查以免检查周期相隔过

长，通过定期检测能够及时发现压力表中存在的问题，

企业则可针对问题制定合理的优化和改进对策。同时，

不可为了减少工作量而减少检查项目。检查中要实施

有效养护措施，做好压力表维修工作，结合其工作环

境确定维修的周期。利用专业仪器清洁污垢，保持压

力表内部通畅的状态。

5    结语

压力表计量检测工作在某些行业中占据重要的位

置。企业应针对压力表计量检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制

定合理的解决对策，定期开展计量试验，保证压力表

稳定安全运行，促进企业稳定健康运行。要制定完善

的计量检测规章制度，保证压力表符合工作要求，相

关单位在使用压力表的时候，要明白其工作原理，了

解问题发生的原因，制定提前预防及解决对策，压力

表的结构和原理都非常简单，因此要做好日常的保养

和维护，落实好监督管理机制，有效提高压力表计量

检修的效率，以免对行业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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