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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明骏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明骏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吉林省华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华明。 

本文件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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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畜禽呼吸测热装置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畜禽呼吸测热装置（以下简称“装置”）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畜禽（猪、羊、家禽、水禽、兔、宠物、鼠、蛇、鸟、蝇）养殖场的呼吸测热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3836.4 爆炸性环境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GB/T 6587—201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4093.4 机械产品环境技术要求 工业腐蚀环境 

GB/T 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201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8—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11—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GB/T 18268.1—2010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设备 电磁兼容性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5480 仪器仪表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 

MT/T 408 煤矿用直流稳压电源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技术要求 

工作条件要求 4.1 

在以下条件中测热装置应能正常工作： 

a) 环境温度：0 ℃～45 ℃； 

b) 相对湿度：≤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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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气压：80 kPa～106 kPa； 

d) 供电电压：AC 220 V±22 V，50 Hz±5 Hz。 

注： 低温、低压等特殊环境条件下，仪器设备的配置应满足当地环境条件的使用要求。 

外观要求 4.2 

4.2.1 产品应具有产品铭牌，铭牌上应标有仪器名称、型号、生产单位、出厂编号以及制造日期等信

息。 

4.2.2 产品表面应完好无损，无明显缺陷，外壳或外罩应耐腐蚀、密封性能良好、防尘、防雨。各零

部件连接可靠，各操作键、按钮使用灵活，定位准确。 

4.2.3 主机面板应显示清晰，涂色牢固，字符、标识易于识别，不应有影响读数的缺陷。 

外形尺寸 4.3 

外形尺寸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规定，主要外形尺寸偏差指标应在±2 mm的范围内。 

功能要求 4.4 

测热装置应具有下列功能： 

a) 具备氧气含量、甲烷含量、二氧化碳含量、环境温度、环境湿度实时定量监测功能； 

b) 能够显示和设置系统时间； 

c) 能够显示仪器内部工作状态的参数信息； 

d) 具有中文数据采集和控制软件； 

e) 具备数据存储和查询，以及报警事件自动记录、自动存储、自动更新功能； 

f) 具备数据上传功能，接口宜采用 RS485，支持报警开关量输出； 

g) 具备自检及自动修正功能，宜具备在线校验模式和接口； 

h) 测量传感器宜具备防尘保护功能； 

i) 装置可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气体采样检测点，应满足现场扩展要求； 

j) 装置工作异常时，具有故障报警提示功能。 

检测性能要求 4.5 

4.5.1 氧气含量检测 

装置的氧气含量检测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检测范围：0%～25%（体积比）； 

b) 分辨率：0.001%。 

c) 线性精度：±1%FS； 

d) 重复性：±0.1%； 

e) 响应时间（T90）：小于 12 s； 

f) 零点漂移：不超过±1%FS； 

g) 量程漂移：不超过±1%FS； 

h) 温度影响：小于 1%FS/10K； 

i) 稳定性：小于±1%FS/每年； 

j) 信号输出：4 mA～20 mA； 

k) 操作温度：−10 ℃～50 ℃。 

注： “FS”表示仪器满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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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二氧化碳含量检测 

装置的二氧化碳含量检测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检测范围：0 ppm～10 000 ppm； 

b) 分辨率：1 ppm。 

c) 线性精度：±2%FS； 

d) 重复性：±0.5%FS（零点）；±2%FS（量程点）； 

e) 响应时间（T90）：小于 30 s； 

f) 零点漂移：不超过±1%FS； 

g) 量程漂移：不超过±1%FS； 

h) 温度影响：小于 1%FS/10K； 

i) 稳定性：小于±2%FS/每年； 

j) 信号输出：4 mA～20 mA； 

k) 操作温度：5 ℃～45 ℃。 

4.5.3 甲烷含量检测 

装置的甲烷含量检测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检测范围：0 ppm～2 000 ppm； 

a) 分辨率：1 ppm。 

b) 线性精度：±2%FS； 

c) 重复性：±0.5%FS（零点）；±2%FS（量程点）； 

d) 响应时间（T90）：小于 30 s； 

e) 零点漂移：不超过±1%FS； 

f) 量程漂移：不超过±1%FS； 

g) 温度影响：小于 1%FS/10K； 

h) 稳定性：小于±2%FS/每年； 

i) 信号输出：4 mA～20 mA； 

j) 操作温度：5 ℃～45 ℃。 

安全要求 4.6 

4.6.1 绝缘电阻 

在环境温度为0 ℃～45 ℃，相对湿度≤85%条件下，测热装置电源端子对地或机壳的绝缘电阻不应

小于20 MΩ。 

4.6.2 绝缘强度 

在环境温度为0 ℃～45 ℃，相对湿度≤85%条件下，测热装置在1 500 V（有效值）、50 Hz正弦波

试验电压下持续1 min，不应出现击穿或飞弧现象。 

4.6.3 接地保护 

测热装置应具有漏电保护装置，具备良好的接地措施，防止累计等对系统造成损坏。 

4.6.4 防爆要求 

测热装置防爆性能应符合GB 3836.4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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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防腐蚀要求 

测热装置防腐蚀性能应符合GB/T 14093.4中对于户内型轻腐蚀环境产品的有关规定。 

环境适应性 4.7 

装置的环境影响量包含温度、湿度、振动、冲击和包装运输等5个方面，其中温度、湿度、振动、

冲击应符合GB/T 6587—2012中4.7环境组别为Ⅱ组的相关规定要求，包装运输应符合GB/T 6587—2012

中5.10流通条件等级为2级的规定要求，装置的性能特性指标考察重复性和线性精度。 

电源适应性 4.8 

装置的电源适应性应满足GB/T 6587—2012中4.10的要求。 

电磁兼容性 4.9 

装置的电磁兼容性应满足GB/T 18268.1—2010 6.2中工业场所用设备的特殊抗扰度要求，其中： 

a) 静电放电抗扰度应满足 GB/T 17626.2—2006中 5规定的试验等级 3的试验要求； 

b)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应满足 GB/T 17626.3—2016中 5规定的试验等级 3的试验要求； 

c)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应满足 GB/T 17626.4—2008 中 5规定的试验等级 3的试验要求； 

d) 浪涌（冲击）抗扰度应满足 GB/T 17626.5—2008 中 5规定的试验等级 3的试验要求； 

e)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应满足 GB/T 17626.8—2006 中 5规定的试验等级 4的试验要求； 

f)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的抗扰度应满足 GB/T 17626.11—2008 中 5 规定的严酷等级第 3 类的试

验要求。 

长期稳定性 4.10 

在正常环境条件下，装置应能连续运行28 d。试验期间，装置应能正常工作，试验后装置的检测性

能应满足4.5的要求。 

显示部件 4.11 

装置显示屏失效点标准（每种类型最大失效点数/百万像素）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液晶屏时效点标准 

项目 要求 

亮点（全黑画面时） 

单点 红+绿+蓝≤4个 

两点连续（指水平或者垂直两个方向） ≤2对 

三点及三点以上连续 0 

非连续之两处亮点间距 ≥15 mm 

亮点总数 ≤4个 

暗点（全白画面时） 

单点 红+绿+蓝≤5个 

两点连续（指水平或者垂直两个方向） ≤2对 

三点及三点以上连续 0 

非连续之两处暗点间距 ≥5 mm 

暗点总数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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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液晶屏时效点标准（续） 

项目 要求 

失效点总数 亮与暗点之间无间距要求 ≤6个 

注1：每个像素点包括红色（R）、绿色（G）、蓝色（B）三个单点。 

注2：在黑色画面下，每个常亮的单点（常亮面积超过该单点的50%）都称为一个亮点；在白色画面下，每个不发光

的单点（常暗面积超过该单点的50%）都称为一个暗点。亮点和暗点统称失效点。 

注3：非连续之两个失效点间距，取两个失效点的水平间距和垂直间距中的最大值。 

5 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 5.1 

除环境试验或有关标准中另有规定外，试验应按照GB/T 6587-2012表2的基准工作条件中进行。 

试验用气样和试验用主要仪器 5.2 

5.2.1 基准工作条件 

按5.1的规定，通电30 min后进行试验。 

5.2.2 试验用气样 

氮气标准气样（以下简称“标准气样”）)应采用经国家计量部门考核认证的单位提供的气样，其

不确定度≤3%，纯氮气要求精度为＞99．999%，各项试验所用气样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气样试验 

试验项目 所需气样及取值范围（%） 

基本误差试验 0.1 

响应时间试验 2.5 

零点校准试验 纯氮气 

注： 标准气样值与标准气样标称值的允许偏离不超过±10%。 

5.2.3 试验用主要仪器 

5.2.3.1 气体流量计 

测量范围：100 mL/min～300 mL/min；准确度：2.5级。 

5.2.3.2 秒表 

分度值为0.01 s。 

5.2.3.3 直流稳压电源 

输出电压：0 V～30 V；输出电流：2 A（且符合MT/T 408的规定）。 

5.2.3.4 电压表及电流表 

采用四位半的数字万用表，其准确度应不小于0.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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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检查 5.3 

装置外观用目测方法检查，结果应符合5.2的要求。 

外形尺寸 5.4 

采用精度不低于1 mm的测量尺进行测量。 

基本功能检查 5.5 

启动装置，按产品说明书进行各项功能检查，结果应满足4.3的要求。 

检测性能检查 5.6 

5.6.1 零点漂移与量程漂移 

使待测仪器处于零状态，待测仪器运行稳定后，通入零点标准气（高纯氮气），记录仪器零点稳定

读数为Z；然后通入等效浓度为80%量程的标气，记录稳定读数M。通气结束后，连续运行24 h（期间不

允许任务维护和校准）后重复上述操作，并分别记录稳定后读数，分别按照公式（1）、（2）计算待测

仪器的零点漂移ZD、量程漂移USD，重复测量3次取平均值，计算结果均不大于满量程的5%为合格。 

 𝑍𝐷𝑛 = (𝑍𝑛 − 𝑍𝑛−1)/𝑅 ·······························································(1) 

式中： 

ZD——待测仪器的24h零点漂移； 

Zn——待测仪器第n次零点标准气测量值； 

R——待测仪器量程范围。 

 𝑈𝑆𝐷𝑛 = (𝑀𝑛 −𝑀𝑛−1)/𝑅 ·····························································(2) 

式中： 

USD——待测仪器的24h量程漂移； 

Mn——待测仪器第n次标准气测量值； 

R——待测仪器量程范围。 

5.6.2 重复性 

使待测仪器处于零状态，待测仪器运行稳定后，将等效浓度为20%～80%量程的标准气体依次通入标

准气体样品池，待示值稳定后，得到测量值，然后回零，上述步骤重复6次，记录各次测量数据。按式

（3）计算相对标准偏差Sr即为待测仪器的重复性，Sr不大于5%为合格。 

 𝑆𝑟 =
1

𝐶
√
∑ (𝐶𝑖−𝐶)
6
𝑖=1

5
× 100% ···························································(3) 

式中： 

Sr——待测仪器的重复性； 

Ci——待测仪器第i次的浓度测量值； 

C——待测仪器6次浓度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 

5.6.3 线性精度 

使待测仪器处于零状态，待测仪器运行稳定后，将等效浓度为20%～80%量程的标气依次通入标准气

体样品池，读数稳定后记录显示值；再通入零点标准气（高纯氮气），重复测试3次，按公式（4）计算

待测仪器的示数误差Le，Le不大于满量程的5%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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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𝐿𝑒 =
(𝐶−𝐶𝑠)

𝐶𝑠
× 100% ·································································(4) 

式中： 

Le——待测仪器线性精度； 

Cd——待测仪器3次测量浓度平均值； 

Cs——标准气体浓度标称值。 

5.6.4 分辨率 

使待测仪器处于零状态，待测仪器运行稳定后，将零点标准气（高纯氮气）通入标准气体样品池，

每2min记录该时间段仪器显示的测量数据的平均值ri（记为1个数据），获得30个数据。按公式（5）计

算取得数据的标准偏差S0（又称待测仪器的零点噪声），2S0即为该仪器的最低检出限RDL，符合附录A的

要求为合格。 

 𝑅𝐷𝐿 = 2𝑆0 = 2√
∑ (𝑟𝑖−𝑟)

2𝑛
𝑖=1

𝑛−1
····························································(5) 

式中： 

RDL——待测仪器的分辨率； 

S0——待测仪器的零点噪声； 

ri——待测仪器的第i次测量值； 

r——待测仪器测量的平均值； 

i——记录数据的序号； 

n——记录数据的总个数（30）。 

5.6.5 响应时间 

将制造厂提供的取样微型气泵装置与装置进气部位相接，按规定流量通入纯氮气，待装置零点稳定

后，以相同的流量通入量程50%左右的标准气样3 min，记录显示值。然后通入纯氮气，待显示值达到原

显示测量值90%所需要的时间，测量3次，取其算术平均值。 

5.6.6 温度影响 

将装置放入控温设备中，在温度稳定后调整好装置的基准点，记录显示值，启动升温程序，每10 ℃

稳定10 min，以相同的流量通入量程50%左右的标准气样3 min，记录显示值，测量5次，取其算术平均

值和基准点的差值。 

电气安全性能试验 5.7 

5.7.1 绝缘电阻试验 

装置不连接供电电源，但接通电源开关，用500V绝缘电阻表测量装置的电源输入端对机壳及地的绝

缘电阻，结果应符合4.6.1的要求。 

5.7.2 绝缘强度试验 

装置不连接供电电源，但接通电源开关，对采用工频电源供电的装置，用交流耐压测试仪在装置电

源输入端与机壳及地间施加1 500 V电压，1 min，结果应符合4.6.2的要求。 

5.7.3 接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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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视检查。 

5.7.4 防爆要求 

按GB 3836.4的规定执行。 

5.7.5 防腐蚀要求 

按GB/T 14093.4的规定执行。 

环境适应性试验 5.8 

5.8.1 温度、湿度、振动、冲击试验 

装置的温度、湿度、振动、冲击试验按GB/T 6587—2012中5.9环境组别为Ⅱ组的规定和方法进行，

结果应符合4.5的要求。 

5.8.2 包装运输试验 

装置的包装运输试验按GB/T 6587—2012中5.10流通条件等级2级规定的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进行，

结果应符合4.5的要求。 

电源适应性试验 5.9 

装置的电源适应性试验按GB/T 6587—2012中5.12规定和方法进行，结果应符合4.8的要求。 

电磁兼容性试验 5.10 

5.10.1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装置按GB/T 17626.2—2006中8的规定和方法进行；试验等级：3级；试验对象：装置外壳；试验结

果应符合4.9a）的要求。 

5.10.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装置按GB/T 17626.3—2016中8的规定和方法进行；试验等级：3级；试验对象：装置外壳；试验结

果应符合4.9b）的要求。 

5.10.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装置按GB/T 17626.4—2008中8的规定和方法进行；试验等级：3级；试验对象：装置的电源端口及

数据端口；试验结果应符合4.9c）的要求。 

5.10.4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装置按GB/T 17626.5—2008中8的规定和方法进行；试验等级：3级；试验对象：装置的电源端口；

试验结果应符合4.9d）的要求。 

5.10.5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装置按GB/T 17626.8—2006中8的规定和方法进行；试验等级：4级；试验对象：装置外壳；试验结

果应符合4.9e）的要求。 

5.10.6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抗扰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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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按GB/T 17626.11—2008中8的规定和方法进行；严酷等级：第3类；试验对象：装置的电源端

口；试验结果应符合4.9f）的要求。 

长期稳定性试验 5.11 

接通电源，在正常环境条件下装置连续运行28 d，试验结束后按6.6规定方法进行示值误差和报警

误差测试，试验结果应满足4.5的要求。 

显示部件 5.12 

5.12.1 试验环境：温度 25 ℃±5 ℃；照明为正常照度（光度 300 lx～800 lx的正下方 1 m 处）。 

5.12.2 试验视角：试验时视线与液晶屏显示角度上下为 90°±10°，左右为 90°±30°，眼睛与液

晶屏表面距离 30 cm。 

5.12.3 试验方式：液晶屏在检查前需要处于点亮状态的时间至少为 10 min。试验时，首先把液晶屏

的亮度调节至最高。然后，把全屏画面设置为全黑，检查亮点，再把全屏画面设置为全白，检查暗点。

判断是否符合表 1 的规定。 

6 检验规则 

总则 6.1 

装置的检验分为型式试验和出厂试验。 

出厂试验 6.2 

每台装置均应进行出厂试验。 

型式试验 6.3 

6.3.1 试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装置应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鉴定投产前； 

b) 正式投产后，如产品设计、材料、工艺或结构等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或正式投产

满 4年； 

c)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 

d) 出厂试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结果差异较大；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 

6.3.2 抽样和合格判定规则 

装置型式试验的抽样和合格判定规则应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a) 从出厂试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1台为样品； 

b) 经过型式试验，全部试验项目合格，则判定该产品本次型式试验合格； 

c) 经过型式试验，有试验项目不合格的，则应加倍抽样，重新进行型式试验；如第二次抽样样

品仍存在不合格，则判定本次型式试验不合格。 

试验项目 6.4 

试验项目按表3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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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试验项目 

序号 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要求 √ √ 

2 外形尺寸 √ √ 

3 功能要求 √ √ 

4 零点漂移与量程漂移 — √ 

5 重复性 — √ 

6 线性精度 — √ 

7 分辨率 — √ 

8 响应时间 — √ 

9 温度影响 — √ 

10 安全要求 — √ 

11 环境适应性 — √ 

12 电源适应性 — √ 

13 电磁兼容性 — √ 

14 长期稳定性 — √ 

15 电磁兼容性 — √ 

16 显示部件 — √ 

注： “√”表示应检项目；“—”表示不检项目。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标志 7.1 

装置铭牌应有下列明显标志: 

a) 产品名称； 

b) 产品型号； 

c) 出厂编号； 

d) 出厂年月； 

e) 制造厂名； 

f) 产品生产标准号。 

包装 7.2 

7.2.1 产品包装按 GB/T 13384 执行。 

7.2.2 产品包装应符合 GB/T 191 的有关标志的规定，并标明“小心轻放”、“向上”、“防雨”等标

志。 

运输 7.3 

7.3.1 产品应适用于陆运、空运、水（海）运，运输装卸按包装箱上的标志进行操作。 

7.3.2 产品在运输中应防雨、防潮、避免强烈地振动与撞击。 

贮存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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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完好的装置应满足GB/T 25480条款的贮存运输要求，长期不用的装置应保留原包装，贮存在环

境温度为-10 ℃～40 ℃，相对湿度不大于85%的库房内，室内无酸、碱、盐及腐蚀性、爆炸性气体，不

受灰尘以及雨、雪的侵蚀。 

8 供货成套性 

随同装置供货应有的附件： 

a) 产品检验合格证； 

b) 装箱单； 

c) 仪器使用说明书，符合 GB/T 9969 规定； 

d) 随机备件、附件； 

e) 其他有关的技术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