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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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上海市浦东新区计量质量检测所提出。

本文件由上海市计量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计量质量检测所、上海石油产品贸易行业协会、中国石化销售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销售分公司、正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上海市金山区计量质量检测所、上海市奉贤区计量检定所、上海市宝山区

计量质量检测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锋、张毅、刘琳、周楠、金鑫、李一、吴辰飞、朱海东、何金芳、杨文海

本文件首次制定。

首次承诺使用本文件的单位名单：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分公司航林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汇加油

中心、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分公司郊合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石

油分公司第十四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汇祝桥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石油分公司闵茂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分公司桃浦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分公司武夷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分公司天山加油站、中国

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分公司真北路汽车油气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石油分

公司公司方东路东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石油分公司闵颛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闵行石油分公司莘庄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石油分公司公司松江加

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分公司玉树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石

油分公司宝湾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石油分公司罗店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分公司长江加油站、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零售分公司宁国加油站、中

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分公司新市南路加油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销售分公

司苗圃加油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销售分公司杨思加油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销售分公司振兴加油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销售分公司人民西路加油站、上海浦

东龚路加油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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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燃油加油机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加油站内燃油加油机（以下简称加油机）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加油站对加油机的管理

要求和加油机的检校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加油站用于贸易结算的加油机管理。

公司内部加油站也可以参照本文件管理加油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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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1 机动车燃油加油机

GB 50156 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

GB 50759 油品装载系统油气回收设施设计规范

JJG 443 燃油加油机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除引用JJG 443的术语外，还采用下列术语。

3.1 铅（签）封 lead sealing

是一种封印标志，用于防止对加油机进行任何未经授权的修改、再调整或拆除部件等的标记。铅（签）

封一经正确锁上，除非暴力破坏否则无法打开，破坏后的铅（签）封无法重新使用。

3.2 强制检定 mandatory verification

强制检定是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授权的或者符合规定的计量技术机构，对用于贸易

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并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目录》

的计量器具实行定点定期检定。

3.3 强检合格标志 mandatory inspection mark

是一种检定标记。检定合格的加油机，由检定部门在加油机显著位置粘贴的一种标识，是对被检加

油机计量性能及法律地位的证明。

4 管理要求

4.1 总则

加油站经营者对加油机的管理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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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采购

4.2.1 新建加油站采购加油机按照公司的采购制度和采购程序执行。

4.2.2 运行中的加油站需要更换加油机，公司按照采购制度统一采购，并尽可能结合强检周期合理安排

更换。

4.2.3 加油站采购的加油机应取得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

4.2.4 采购汽油加油机的技术指标，应符合 GB/T 9081 和 JJG 443 的相关技术要求。

4.3 安装和验收

4.3.1 安装

4.3.1.1 根据加油站的规模和经营情况配置加油机台数和枪数。

4.3.1.2 加油机的安装应当符合 GB 50156 的规定。

4.3.1.3 加油机的安装应由有相应资质的安装单位，在加油站的配合下安装完成。

4.3.1.4 安装完成后的加油机：输油前，应对加油机进出管道进行清理，使其达到输油标准，检查加油

机过滤器是否好用，保持过滤部件清洁；首次输油后，应检查和清洗进口过滤网。

4.3.1.5 加油机安装完毕后务必做好油路循环处理的准备工作，保持油罐到加油机之间的管路和加油机

内部管路被油品充满。新站新机器，建议每把加油枪循环处理（1000～2000）L；老站新机器，建议每

把加油枪循环处理（200～500）L。

4.3.2 验收

4.3.2.1 加油机需符合 GB/T 9081 和 JJG 443 的要求。

4.3.2.2 加油机须经强制检定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4.3.2.3 加油机在投用前必须启动防作弊功能。

4.3.2.4 加油机的油气回收装置应符合GB 50759的相关要求。

4.4 检维修和日常保养

4.4.1 基本原则

坚持“维修保养并重，保养重于维修”的原则，把加油机的维护保养工作列入加油站的工作日常。

应保证对加油机定期检查、定期保养。

4.4.2 基本要求

4.4.2.1 建立健全加油机的技术档案。加油站应建立加油机台账制度（其形式可参考附录 A中的表 A.1），

并附有其相关的资料（应包括以下内容：型式批准证书、质量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强检证书、保修单

等资料）。

4.4.2.2 对加油机进行检维修和保养的人员应建立人员档案制度。人员档案应包括以下内容：学历证明、

培训证明、上岗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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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3 建立检修、维护保养记录。检维修保养人员按照检维修操作要求，积极开展检维修保养工作，

保质按时完成加油机检维修工作，并做好相应的记录。

4.4.3 具体内容

4.4.3.1 加油机的检维修：公司加油机检维修人员根据加油机的实际损坏情况，能公司内部检维修的，

报站长后自行检维修；需要邀请维修单位上门检维修的，执行公司检维修程序。检维修前加油站站长要

查验检维修单位和检维修人员的资质证明，以及检维修安全措施（如：隔离措施、防静电措施）。

4.4.3.2 加油机的日常保养：加油员在交接班和当班作业中都应经常检查加油机的工作情况；应经常对

加油机的外壳进行擦拭，做到清洁无灰尘、无污垢。保养人员要经常打开加油机门板，擦除机内的污垢，

并对加油机的轴承及传动部位加注适量润滑油；每月检查铅（签）封有无松动、脱落；每月清洗加油机

滤网。加油站的日常保养记录可以参照附录 A中的表 A.2。

4.5 加油员

4.5.1 加油员必须经过岗前培训，方可进行加油操作。

4.5.2 加油站应建立加油员的人员档案，详细记录参加各类培训的时间、内容、考核成绩等。

4.5.3 加油员应熟知自己的岗位要求和技能（应包括:加油员的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要求、加油站业务

流程、加油站作业规范服务、加油站安全管理、加油操作流程等）。

4.6 加油操作

4.6.1 加油员可以参照附录 B.1 操作加油机。

4.6.2 加油员在加油过程中，必须从客户的实际需求出发，在各个阶段做到操作服务规范化。

4.6.3 加油员加油操作规范可以参照附录 B.2 执行。

4.7 安全使用管理

4.7.1 加油操作中应听声音，听泵机的声音是否正常。

4.7.2 加油机运转时，电机和泵体温度应无异常，计量器和泵的轴封应无明显泄露，汽油加油流量不应

大于 50L/min。

4.7.3 加油机各部件应保持性能良好，油气分离器及过滤器应保持功能正常，排气管应畅通、无损，拉

断阀应保持灵活好用。

4.7.4 加油机进油管线和付油胶管连接处应无泄漏。

4.7.5 应根据流量变化，要不定期检查吸油管路滤网并清洗保养。

4.7.6 使用油枪时，要避免用油枪的注油管敲击受油容器、按压开关等不正确操作，以免损坏注油管根

部、造成漏油。

4.7.7 加油站宜不定期进行油枪的静电导通测试，合格后才能使用该油枪，不合格由当班负责人报维修

保养部门。

4.7.8 高强雷电情况下停止加油。

4.8 计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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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总体要求

4.8.1.1 遵守计量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对使用的加油机及时维护和管理，接受计量行政部门的计量

监督。

4.8.1.2 配备专（兼）职计量人员，负责加油站加油机的计量管理工作。计量人员必须经专业技术培训

合格后，持证上岗。

4.8.1.3 加油站应对加油机进行强制检定申请，并配合计量行政部门及其符合规定的计量技术机构做好

计量监督和强制检定工作。

4.8.1.4 影响计量准确性的维修，维修前应报备；修理后，应经符合规定的计量技术机构检定合格后，

重新投入使用。

4.8.1.5 不得使用未经检定、超过检定周期或者经检定不合格的加油机；不得擅自改动加油机的机械和

电路结构；未经计量行政部门许可，不得在加油机上私接其它设备；不得随意更换加油机电脑芯片；不

得破坏加油机铅（签）封。

4.8.1.6 按照要求开展自校工作，对发生超差的加油机应停止使用。

4.8.2 管理部门和职责

4.8.2.1 公司计量部门负责对本公司加油机计量性能及加油机的铅（签）封、强检合格标志、枪号进行

监督检查。

4.8.2.2 加油站站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负责本站所有加油机的计量性能及加油机铅（签）封、强检合格

标志、枪号的日常管理检查。

4.8.2.3 当班加油员对加油机进行日常检查工作，并做好记录。

4.8.3 工作内容

4.8.3.1 加油站应指派一位专（兼）职加油机计量人员，专门对加油机的计量工作进行管理。

4.8.3.2 每天对站内所有油枪进行巡查工作，查看所有在用油枪能否正常工作。发现问题应停用，粘贴

停用标识并做好报备手续。

4.8.3.3 加油站应每月定期对加油机进行自校，并记录好自校数据；当月有计量技术机构强制检定加油

机的可以免去自校。

4.8.3.4 自校完成后，发现加油机示值误差超过公司规定，必须及时报上级管理部门；并向符合规定的

计量技术机构提出重新检定申请。

4.8.3.5 同一把加油枪经 3次以上顾客反映计量有问题，必须报上级管理部门并进行自校，结果确实超

差的应先停止使用，并向符合规定的计量技术机构提出重新检定申请。

4.8.3.6 加油机的铅（签）封：加油站应做好三类（计量技术机构、生产厂家、企业内部）铅（签）封

的台账和记录，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4.8.3.7 计量技术机构的铅（签）封：流量测量变换器的调整装置处、编码器与流量测量变换器之间、

计控主板与机体之间三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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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8 加油机生产厂家的铅（签）封：流量测量变换器的调整装置处（首次检定需要厂家铅封，后续

检定不需要）、编码器与流量测量变换器之间、计控主板与机体之间、流量测量变换器盖板处。

4.8.3.9 企业管理封：企业对流量测量变换器的调整装置处、编码器与流量测量变换器之间、计控主板

与机体之间、流量测量变换器盖板处进行铅（签）封管理。

4.8.3.10 公司计量部门应不定期的对下属加油站的加油机进行公司内的监督检查和考核工作。

4.8.4 加油机计量结果的确认

4.8.4.1 加油站应配备按规定定期溯源的标准金属量器，每月对站内的加油机（每把加油枪）进行检校。

自校的示值误差结果在-0.25%～+0.25%，说明此加油枪超差风险较小，可以继续使用；示值误差结果超

过-0.25%～+0.25%范围内，但不超差，说明此加油枪存在超差风险，需增加自校次数，一旦出现超差情

况，应停止使用，报上级管理部门，并向计量检定部门申请重新检定。

4.8.4.2 计量技术机构，在对加油机进行强制检定的过程中，应该对每把油枪进行检定，检定合格的粘

贴强检合格标志，发给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

4.8.4.3 加油机的检定和校准方式有多种，详见5.1加油机的检校形式。

4.9 故障及对策

4.9.1 加油机发生故障时，应按公司规定做好故障报修并配合做好修理工作。

4.9.2 加油前后发现加油机有故障，及时通知站长，由站长和相关维修人员到场查看，并确定维修方案。

并在醒目位置安放停用标志。加油中发现加油机出现故障，则立即停止加油，切断电源，并做好记录，

并在醒目位置安放停用标志。

4.10 投诉和处理

4.10.1 站长和员工应积极面对客户投诉，做到合法、实事求是。

4.10.2 在加油站的醒目位置张贴投诉牌（明示投诉部门和投诉电话）、放置意见箱（簿）。

4.10.3 客户对油品数量提出异议的：加油员应立即报告站长，并对该油枪进行自校，自校不合格的停

止使用，报上级管理部门，并向符合规定的计量技术机构申请重新强制检定。

4.10.4 因加油机故障影响现场加油和刷卡的：加油员应正确告知顾客解决方案。

4.10.5 对于已经被行政部门受理的投诉：按照 5.4 条款执行，且被投诉的油枪自受理之日起至处理结

果出来前，应停止使用，并保持原状。

5 加油机的检校管理要求

5.1 加油站加油机的检校形式：

a．自校

b．强制检定

c．仲裁检定

d．加油机计量性能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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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自校

5.2.1 加油站应制定加油机自校管理方案并按照自校方案开展自校，自校方案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相应的

法律法规。

5.2.2 加油站应配备专（兼）职计量人员，负责加油站的加油机自校工作。加油站的计量人员应当接受

相应的计量业务知识培训，持证上岗。

5.2.3 自校所用的标准金属量器及辅助设备应按规定定期溯源，并对溯源证书进行书面确认；在确认计

量性能满足使用要求后方可使用，使用时确保在有效期内。

5.2.4 在自校工作中，应由专（兼）计量人员进行自校操作。

5.2.5 自校项目、自校方法和数据处理可参照 JJG 443 中“使用中检查”的要求进行；如实记录测得的

数据并对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

5.2.6 加油站可以参照附录 A 中的表 A.3 进行自校记录，技术要求可以参照附录 C 的要求执行，并保存

自校的原始记录。

5.2.7 自校结果为内部控制使用，不得作为周期检定结果使用。

5.3 强制检定

5.3.1 加油机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加油站应接受和配合好强制检定工作。

5.3.2 加油站在加油机检定前应向符合规定的计量技术机构提出强制检定申请，并配合该机构做好网上

申请工作。

5.3.3 加油站应配合计量技术机构的检定人员开展现场检定并告知本站的安全规定。

5.3.4 对影响计量性能的加油机的维修：维修前加油站要事先做好登记工作（记录加油机的编号及抢号，

以及铅封号）；加油机维修后，加油站应向符合规定的计量技术定机构提出维修后强制检定申请。

5.3.5 加油站应配合计量技术机构检定员检查封印是否完整，强检合格标志是否完好，枪号是否齐全，

防作弊功能是否开启。

5.3.6 检定工作完成后，检定用油的回罐应由加油站指定的工作人员进行，以免造成油品混淆或者其他

安全事故。

5.4 仲裁检定

5.4.1 被顾客投诉的加油机，加油站应保持原状，不得再次使用，并安放停用标志。

5.4.2 加油站应配合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指派的检查人员对被投诉加油机的上门检查工作。

5.4.3 加油站应配合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指派的计量技术机构对被投诉加油机进行的仲裁检定工作。

5.5 加油机的计量性能监督检查

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实施的加油机计量性能监督抽查，加油站应接受监督检查，并配合准备好计量监

督检查所需的资料。

5.5.2 加油站应配合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实施的计量性能监督抽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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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检校注意事项

5.6.1 标准金属量器的刻线和标尺不能随意的调整和拆卸，如果它们的位置有变化或者损坏，应进行修

理，经过量值溯源后才能再次使用。

5.6.2 标准金属量器始终处于直立的状态，盖好上盖，液位玻璃管需做好防护措施；并做好清洗工作。

5.6.3 在检校的过程中，要避免使用铁质工具，不得去除量器内的导管。

5.6.4 检校加油机的过程中，避免油品外溢或者未关闭阀门，否则按照要求重做。

5.6.5 调整、维修或者铅封加油机时，应切断电源

5.6.6 检校全过程以及回罐全过程必须确保标准金属量器有效接地。

5.6.7 在检校加油机时，待量器中的油沫和气泡消失后，再读取并记录量器的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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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加油站加油机管理用表

表 A.1 计量器具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流量范围 最小被测量 生产厂家 检定周期 状态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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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加油机日常检查保养表

记录人： 年 月 日

项目 枪号 枪号 枪号 枪号 要求

加油机外观

加油机内外干净完好、无油污、胶管盘

理整齐、无漏油、显示屏无破损、字迹

完整

视油窗 清洁无渗漏

标签
铭牌、枪号、油号、强检合格标志、注

意事项等标签完整正确

油枪
干净整洁、无损坏、万向节转动灵活、

无渗漏

流量测量变化器 螺丝坚固、无渗漏、铅封完好有效

油气回收装置

油气回收泵体转动正常、阀门开启标志

明显，无渗漏，填砂洁净平整，接地规

范

计控主板
电脑控制板整洁无积尘，走线整齐、铅

封牢固有效

电源盒 内部各装置接地良好

防爆电磁阀
防爆线盒紧固，进出线密封完好，无渗

漏

三角皮带 不松动

过滤器 定期检查、清洗过滤网

泵、轴承 加注适量润滑油

注：检查后没问题的在相应表格打“√”，有问题的打“×”，并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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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加油机自校记录表

加油站名称： 自校日期：

自校人员： 记录人：

序号 枪号 油品号 外观
油温

t（℃）

实测体积

VB（L）

实际体积

VBt（L）

示值误差

EV（%）
结果 备注

注：

1 外观检查：按照 JJG443 的要求检查加油机的铭牌和标记、指示装置、铅封。符合要求的填写正常，不符合要求

的请写明问题。

2 示值误差的计算可按照下列公式计算：EV=[（VJ-VBt）/VBt]×100%

其中：VJ是指加油机的显示值，L;VBt 是指量器在 t条件下的实际体积值，L;t:量器内的油温，℃

VBt=VB[1+50×10
-6
×(t-20)]

加油机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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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加油机操作规程和加油操作规范

B.1 加油机操作规程

a．加油员在使用加油机前，应检查加油机运转是否正常及有无渗漏油品现象，并要保持加油机的整

洁。

b．无政府部门发放合格证的加油机，或流量测量变换器的调整装置、编码器与流量测量变换器之间、

计控主板与机体之间三个位置无铅（签）封，或铅（签）封不完整的加油机，或强检合格标志损坏、

脱落的加油枪，或无枪号的加油枪均不得给用户加油。

c．加油员在启动加油机前，汽车必须熄火并打开油箱盖后方可启动加油机。

d．加油机指示装置回零后方可加油。

e．加油过程中，应注意加油机的工作状况，发现异常，应停机检查，清除故障后，方可继续使用。

f．加油员加油时要精神集中，严防油品洒冒。

g．操作加油机时要注意油枪轻拿轻放，加油胶管不得拆扭，或强行拉长，不得用油枪支撑身体，防

止损坏设备。

h．加油作业中，如遇有暴雨、雷电时应暂时停止作业。

B.2 加油操作规范

a．引车问候。车辆进站时，员工主动引导车辆进入加油位置。车辆停稳，员工主动上前，面带微笑，

用文明、亲切的语言问候顾客（提醒熄火加油）。

b．开油箱盖。员工主动征询顾客同意后，帮助开启油箱盖。

c．提示确认。员工询问并确认顾客所需油品品种、数量及结算方式，以规范的手势，提示顾客加油

机泵码已回零。

d．加注油品。集中精力，认真操作，工况允许时，做到“加一看二照顾三”。

e．盖油箱盖。加油结束后，员工主动为顾客盖好油箱盖。

f．结算货款。客户使用现金结算货款时，员工要唱收唱付；加油卡加油结束后，员工要向顾客提示

卡内余额，并取出加油卡双手归还顾客。

g．送车出站。员工精神饱满，面带微笑，礼貌引导顾客车辆出站。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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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检校加油机的技术要求

C.1 通用技术要求

a．加油机铭牌应标明:

a）制造厂名；

b）产品名称；

c）规格型号；

d）制造年、月；

e）出厂编号；

f）流量范围；

g）最大允许误差；

h）最小被测量；

i) 电源电压；

j）Ex标志和防爆合格证编号；

b．多于一条油枪的加油机应标注油枪编号、油品号。

C.2 外观结构

a．指示装置

加油机的指示装置应显示单价、付费金额、交易的体积量。单价显示的每个数字的高度应不小于4mm；

付费金额、交易的体积量显示的每个数字的高度应不小于10mm。

加油机显示的体积量应是工况条件下的体积量。

b．当多条油枪共用一个流量测量变换器时，其中一条油枪加油时，其他油枪应由控制阀锁定不能加

油。

c．在加油机的流量测量变换器的调整装置处，编码器与流量测量变换器之间、计控主板与机体间的

三个位置应加封印。

d．计控主板与指示装置的连接电缆中间不得有接插头

e．指示装置的显示控制板不得有微处理器。

C.3 自锁功能

自锁功能由监控微处理器、编码器、POS机和相应的程序来实现。当加油机内涉及到计量的应用程

序或参数被非法变更时，加油机应被锁机。

a．监控微处理器

当计量微处理器或编码器中微处理器的程序被非法变更时，监控微处理器应对加油机进行锁机，即

不能进行加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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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编码器和计控主板

C.3.b.1 编码器应与监控微处理器进行相互验证，当编码器与监控微处理器相互验证失败时，加油机

应不工作。

C.3.b.2 初始化后的加油机，更换计控主板后，如不重新初始化，在进行3次加油操作后编码器应停止

向计控主板发送脉冲数,编码器应记录、保存更换计控主板的相关信息。

C.3.b.3 当加油量异常（偏离正常脉冲当量的士0.6%）时，在累计加油5次后编码器应停止向计控主板

发送脉冲，编码器应记录、保存异常况的相关信息。

C.4 计量性能要求

加油机最大允许误差为士0.30％，其重复性不超过0.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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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4影响计量准确性的维修，维修前应报备；修理后，应经符合规定的计量技术机构检定合格后，重新
	4.8.1.5不得使用未经检定、超过检定周期或者经检定不合格的加油机；不得擅自改动加油机的机械和电路
	4.8.1.6按照要求开展自校工作，对发生超差的加油机应停止使用。

	4.8.2管理部门和职责
	4.8.2.1公司计量部门负责对本公司加油机计量性能及加油机的铅（签）封、强检合格标志、枪号进行监督
	4.8.2.2加油站站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负责本站所有加油机的计量性能及加油机铅（签）封、强检合格标志
	4.8.2.3当班加油员对加油机进行日常检查工作，并做好记录。

	4.8.3工作内容
	4.8.3.1加油站应指派一位专（兼）职加油机计量人员，专门对加油机的计量工作进行管理。
	4.8.3.2每天对站内所有油枪进行巡查工作，查看所有在用油枪能否正常工作。发现问题应停用，粘贴停用
	4.8.3.3加油站应每月定期对加油机进行自校，并记录好自校数据；当月有计量技术机构强制检定加油机的
	4.8.3.4自校完成后，发现加油机示值误差超过公司规定，必须及时报上级管理部门；并向符合规定的计量
	4.8.3.5同一把加油枪经3次以上顾客反映计量有问题，必须报上级管理部门并进行自校，结果确实超差的
	4.8.3.6加油机的铅（签）封：加油站应做好三类（计量技术机构、生产厂家、企业内部）铅（签）封的台
	4.8.3.7计量技术机构的铅（签）封：流量测量变换器的调整装置处、编码器与流量测量变换器之间、计控
	4.8.3.8加油机生产厂家的铅（签）封：流量测量变换器的调整装置处（首次检定需要厂家铅封，后续检定
	4.8.3.9企业管理封：企业对流量测量变换器的调整装置处、编码器与流量测量变换器之间、计控主板与机

	4.8.3.10公司计量部门应不定期的对下属加油站的加油机进行公司内的监督检查和考核工作。


	4.8.4加油机计量结果的确认
	4.8.4.1加油站应配备按规定定期溯源的标准金属量器，每月对站内的加油机（每把加油枪）进行检校。自
	4.8.4.2计量技术机构，在对加油机进行强制检定的过程中，应该对每把油枪进行检定，检定合格的粘贴强

	4.9 故障及对策
	4.9.1加油机发生故障时，应按公司规定做好故障报修并配合做好修理工作。
	4.9.2加油前后发现加油机有故障，及时通知站长，由站长和相关维修人员到场查看，并确定维修方案。并在

	4.10 投诉和处理
	4.10.1站长和员工应积极面对客户投诉，做到合法、实事求是。
	4.10.2在加油站的醒目位置张贴投诉牌（明示投诉部门和投诉电话）、放置意见箱（簿）。
	4.10.3客户对油品数量提出异议的：加油员应立即报告站长，并对该油枪进行自校，自校不合格的停止使用
	4.10.4因加油机故障影响现场加油和刷卡的：加油员应正确告知顾客解决方案。
	4.10.5对于已经被行政部门受理的投诉：按照5.4条款执行，且被投诉的油枪自受理之日起至处理结果出


	5加油机的检校管理要求
	5.1加油站加油机的检校形式：
	a．自校
	b．强制检定
	c．仲裁检定
	d．加油机计量性能监督检查

	5.2  自校
	5.2.1加油站应制定加油机自校管理方案并按照自校方案开展自校，自校方案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相应的法律法
	5.2.2加油站应配备专（兼）职计量人员，负责加油站的加油机自校工作。加油站的计量人员应当接受相应的
	5.2.3自校所用的标准金属量器及辅助设备应按规定定期溯源，并对溯源证书进行书面确认；在确认计量性能
	5.2.4在自校工作中，应由专（兼）计量人员进行自校操作。
	5.2.5自校项目、自校方法和数据处理可参照JJG 443中“使用中检查”的要求进行；如实记录测得的
	5.2.6加油站可以参照附录A中的表A.3进行自校记录，技术要求可以参照附录C的要求执行，并保存自校
	5.2.7自校结果为内部控制使用，不得作为周期检定结果使用。

	5.3  强制检定
	5.3.1加油机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加油站应接受和配合好强制检定工作。
	5.3.2加油站在加油机检定前应向符合规定的计量技术机构提出强制检定申请，并配合该机构做好网上申请工
	5.3.3加油站应配合计量技术机构的检定人员开展现场检定并告知本站的安全规定。
	5.3.4对影响计量性能的加油机的维修：维修前加油站要事先做好登记工作（记录加油机的编号及抢号，以及
	5.3.5加油站应配合计量技术机构检定员检查封印是否完整，强检合格标志是否完好，枪号是否齐全，防作弊
	5.3.6检定工作完成后，检定用油的回罐应由加油站指定的工作人员进行，以免造成油品混淆或者其他安全事

	5.4  仲裁检定
	5.4.1被顾客投诉的加油机，加油站应保持原状，不得再次使用，并安放停用标志。
	5.4.3 加油站应配合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指派的计量技术机构对被投诉加油机进行的仲裁检定工作。

	5.5  加油机的计量性能监督检查
	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实施的加油机计量性能监督抽查，加油站应接受监督检查，并配合准备好计量监督检查所需的资
	5.5.2加油站应配合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实施的计量性能监督抽查工作。

	5.6检校注意事项
	5.6.1标准金属量器的刻线和标尺不能随意的调整和拆卸，如果它们的位置有变化或者损坏，应进行修理，经
	5.6.2标准金属量器始终处于直立的状态，盖好上盖，液位玻璃管需做好防护措施；并做好清洗工作。
	5.6.3在检校的过程中，要避免使用铁质工具，不得去除量器内的导管。
	5.6.4检校加油机的过程中，避免油品外溢或者未关闭阀门，否则按照要求重做。
	5.6.5调整、维修或者铅封加油机时，应切断电源
	5.6.6检校全过程以及回罐全过程必须确保标准金属量器有效接地。
	5.6.7 在检校加油机时，待量器中的油沫和气泡消失后，再读取并记录量器的示值。



	附　录　A（资料性）加油站加油机管理用表
	附　录　B（资料性附录）加油机操作规程和加油操作规范
	B.1　加油机操作规程
	a．加油员在使用加油机前，应检查加油机运转是否正常及有无渗漏油品现象，并要保持加油机的整洁。
	b．无政府部门发放合格证的加油机，或流量测量变换器的调整装置、编码器与流量测量变换器之间、计控主板与机体
	c．加油员在启动加油机前，汽车必须熄火并打开油箱盖后方可启动加油机。
	d．加油机指示装置回零后方可加油。
	e．加油过程中，应注意加油机的工作状况，发现异常，应停机检查，清除故障后，方可继续使用。
	f．加油员加油时要精神集中，严防油品洒冒。
	g．操作加油机时要注意油枪轻拿轻放，加油胶管不得拆扭，或强行拉长，不得用油枪支撑身体，防止损坏设备。
	h．加油作业中，如遇有暴雨、雷电时应暂时停止作业。

	B.2　加油操作规范
	a．引车问候。车辆进站时，员工主动引导车辆进入加油位置。车辆停稳，员工主动上前，面带微笑，用文明、亲切的
	b．开油箱盖。员工主动征询顾客同意后，帮助开启油箱盖。
	c．提示确认。员工询问并确认顾客所需油品品种、数量及结算方式，以规范的手势，提示顾客加油机泵码已回零。
	d．加注油品。集中精力，认真操作，工况允许时，做到“加一看二照顾三”。
	e．盖油箱盖。加油结束后，员工主动为顾客盖好油箱盖。
	f．结算货款。客户使用现金结算货款时，员工要唱收唱付；加油卡加油结束后，员工要向顾客提示卡内余额，并取出
	g．送车出站。员工精神饱满，面带微笑，礼貌引导顾客车辆出站。


	附　录　C（资料性附录）检校加油机的技术要求
	C.1　通用技术要求
	a．加油机铭牌应标明:
	b．多于一条油枪的加油机应标注油枪编号、油品号。

	C.2　外观结构
	a．指示装置
	b．当多条油枪共用一个流量测量变换器时，其中一条油枪加油时，其他油枪应由控制阀锁定不能加油。
	c．在加油机的流量测量变换器的调整装置处，编码器与流量测量变换器之间、计控主板与机体间的三个位置应加封印
	d．计控主板与指示装置的连接电缆中间不得有接插头
	e．指示装置的显示控制板不得有微处理器。

	C.3　自锁功能
	a．监控微处理器
	b．编码器和计控主板
	C.3.b.1　编码器应与监控微处理器进行相互验证，当编码器与监控微处理器相互验证失败时，加油机应不工作。
	C.3.b.2　初始化后的加油机，更换计控主板后，如不重新初始化，在进行3次加油操作后编码器应停止向计控主板发送脉冲
	C.3.b.3　当加油量异常（偏离正常脉冲当量的士0.6%）时，在累计加油5次后编码器应停止向计控主板发送脉冲，编码


	C.4　计量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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