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计量标准

序号 专业所 计量标准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1 电磁 音频电压比率标准装置
电压：10V；比率：1V/（1×10

－8～1）

V；频率：50Hz～20kHz

1kHz：α＝3×10
-9；β＝3×10

-9  
k＝2

（参考电势法）   10kHz：α＝1×10
－

8；β＝1×10
－8

 k＝2（参考电势法）

2 电磁 磁通量具标准装置 100μH～100mH U rel＝5×10
-3～5×10

-4（k＝3）

3 电磁 电感标准装置 1μH～1H U rel＝0.01％（k＝2）

4 电磁 电感工作基准装置 1μH～1H
1μH～100μH：U＝3nH（k＝3）

200μH～1H：U rel＝30μH/H（k＝3）

5 电磁 电容工作基准装置 0.001pF～1μF

1kHz：（4～8）×10
-7（k＝2）（替代

测量）；

1kHz：（0.2～5）×10
-5（k＝2）（直

接测量）；                          （50～20）

kHz：（1～50）×10
-5（k＝3）（直接

测量）                   （1k～10M）Hz：

（0.5～500）×10
-5（k＝3）（替代测

量）

6 电磁 模拟应变量标准装置 （0.01～10
5）με 0.01级

7 电磁 直流数字电压表标准装置 直流电压：±（10mV～1000V） U rel＝7.4×10
-7～4×10

-6 （k＝2）

8 电磁 直流电动势工作基准装置 （1.0186000～1.0186700）V U＝0.8×10
-6（,

k =3）

9 电磁 强磁场标准装置 （0.04～2.0）T U rel＝2×10
-5，k＝2

10 电磁 直流高阻标准装置 （10
6～10

14）Ω U＝5×10
-6～2.5×10

-3，k＝2

11 电磁 数字阻抗电桥标准装置
C：1pF～1μF；L：1mH～1H；R：1Ω

～1MΩ
0.005％（k＝2）

12 电磁 数字多用表检定装置

直流电压：±（10mV～1000V）

直流电流：±（1μA～20A）

直流电阻：0.1Ω～1GΩ

交流电压：10mV～1000V，10Hz～

1MHz                   交流电流：0.1mA～

10A，40Hz～5kHz

直流电压：U rel＝7.4×10
－7～4.0×10

-6

（k＝2）；直流电流：U rel＝2.8×10
－6

～5.0×10
－5（k＝2）；直流电阻：U rel

＝1.0×10
－6～3.0×10

－5（k＝2）；交流

电压：U rel＝2.2×10
－5～6.5×10

－4（k＝

2）；交流电流：U rel＝1.4×10
－4～2.0×

10
－4（k＝2）；

13 电磁
电压、电流交直流转换标

准装置

ACV:0.5～1000V，10Hz～1MHz；

ACI：10mA～10A，40Hz～5kHz

ACV：U＝2.5×10
-5～1×10

-3（k＝

2）；ACI：U＝1×10
-4（k＝2）

14 电磁
交直流电压电流功率表检

定装置

DCV:±(1mV～1000V），DCI：±（10μ

A～10A），ACV：0.1V～600V（

40Hz～10kHz），ACI：1mA～10A

（50Hz）；ACP：7.5V0.02A～

600V10A（50Hz）

DCV：1.5×10
-4，DCI：1.9×10

-4，ACV

、ACI、ACP：3.8×10
-4（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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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所 计量标准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15 电磁
非铁磁金属电导率标准装

置
（1～100）％IACS

电导率范围：（1～24）％IACS，不确

定度为0.05％δx+0.10％  IACS         （k

＝2）电导率范围：（24～100）％

IACS，不确定度0.05％δx+0.20％IACS

（k＝2）

16 电磁
耐电压测试仪及高压静电

电压表检定装置

电压：0.5kV～30kV；电流：0.1mA～

400mA；时间：1s～180s

电压：0.5kV～30kV DC：0.2％（k＝

2）AC ：0.5％（k＝2）电流：0.1mA

～400mA DC：0.2％（k＝2），AC ：

0.5％（k＝2） 时间：1s～180s  0.5％

（k＝2）

17 电磁 高压高阻检定装置
电阻：（1×10

2～1×10
12）Ω，电压：

50V～5kV

电阻：U＝5×10
-4～1×10

-2（k＝3）

电压：U＝5.2×10
-4（k＝3）

18 电磁 直流高阻计检定装置
电阻：（10

6～10
13）Ω；电压：1～

1000V

电阻：U rel＝（0.3～6）％，k＝2

电压：U rel＝0.6％，k＝2

19 电磁 变压比电桥检定装置
变比值：K＝1～10000；连接方式：

Y/Y、△/△、Y/△、△/Y
0.01级

20 电磁 工频电压比率标准装置 （10～600）V

两次平衡参考电势比较法：8×10-9

k=3

比较法：（0.05～1）×10-6 k＝3

21 电磁 直流高电压标准装置 DCV：10～100kV

U＝0.0007％，k＝2      修正电压系数

U＝0.0008％～0.002％，k＝2不修正电

压系数

22 电磁
接地导通电阻测试仪检定

装置

对于接地导通电阻标准：1A：100mΩ

～1000mΩ;10A：100mΩ～600mΩ;

30A：20mΩ~300mΩ                    对于接

地导通电阻表检定仪：10A：100mΩ～

600 mΩ；25A：20mΩ～300mΩ

对于接地导通电阻标准：电阻：
U rel=0.2%,k＝2；电流：U rel＝0.1％，

k＝2                            对于接地导通电

阻表检定仪：电阻：U rel＝0.6％，k＝

2；电流：U rel＝0.5％，k＝2

23 电磁 互感器校验仪检定装置

比值差：（0.001～100）％ 相位差:

（0.01～1000）′ S：（0.1～500）VA

COSΦ：0～1

0.2级

24 电磁 超导强磁场标准装置 （2～12）T 不确定度为：U＝6×10
-5（k＝1）

25 电磁 低频弱磁场标准装置 100nT—1mT  10Hz—10kHz

U=（3×10
-4

-1×10
-3）B +10nT(k =3)

(10Hz~1kHz）                  U=（8×10
-4

-2×10
-

3）B +10nT(k=3) (1kHz~10kHz）

26 电磁 固态电压标准装置 10 V、1.018 V
10 V:     U＝  1.4×10

-7（k＝2）;

1.018 V:     U＝6.1×10
-7 

(k = 2)

27 电磁 工频电流比率标准装置 （0.025～2000）A U＝5×10
-7（k＝2）

28 电磁 电阻应变仪检定装置 （0.01～10
5）με 0.02级

24δx

100

δ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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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所 计量标准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29 电磁 直流低电阻表检定装置 10µΩ～100kΩ MPE: ±(0.01%～0.5%)

30 电离 锗γ谱仪活度标准装置 能量:(3～3000)keV;活度:(1～3.7×10
5
 )Bq 活度：U＝1.0%～10％（k＝3）

31 电离
4πγ电离室活度标准装

置

能量:大于30KeV的x、γ射线;活度:(3×10
4～1.2

×10
11

 )Bq
活度：U＝0.3％～3％（k＝3）

32 电离 重铬酸银剂量计标准装置  (0.4～5)kGy 4% (k =2)

33 电离
（Cr2O7重铬酸钾（银）剂

量计标准装置
 (5～40)kGy 4% (k =2)

34 电离
丙氨酸（ESR）剂量计标

准装置
 (0.05～40)kGy 4% (k =2)

35 电离 热释光剂量计检定装置 (1.0×10
-4～3.0)Sv U rel＝3.1% (k =2)

36 电离 中子参考辐射场标准装置
周围剂量当量率H

*（10）：（6～600）

μSv/h
uc＝5.0%

37 电离 X射线探伤机检定装置 （70~700）mGy/s U rel＝2.5％（k＝2）

38 电离
X射线诊断水平剂量仪检

定装置
1μGy/s～1Gy/min U rel =2.7 % （k =2）

39 电离
γ射线空气比释动能（环

境水平）标准装置
1×10

-8
Gy/h～1×10

-4
Gy/h U rel＝4.5％（k =2)

40 电离 氡测量仪检定装置

氡气体浓度：（1×10
2 

~ 5×10
4）Bq·

m
3 平衡当量氡浓度：（1×10

2
 ~

3×10
4）Bq·m

3

氡气体浓度：U rel=2％～4％ （k =2）

平衡当量氡浓度：U rel=6.0%（k=2）

41 电离 γ射线探伤机检定装置

核素和能量范围
60Co(1.25MeV)、

137
Cs(0.662MeV)、

192
Ir(0.60 MeV)、

170Tm(0.084 MeV)

剂量的扩展不确定度U REL=2.5%

（k =3）

42 电离
低本底α、β测量仪标准

装置

α：(8.0E-03~4.0E+04)s
-1

β：(1.6E+00~4.5E+04)s-1
U rel= 1.5% ~ 3.5% (k =2)

43 电离
γ射线空气比释动能(防

护水平)标准装置
1×10

-5
Gy/h～1×10

-1
Gy/h U =3.2% (k =2

44 电离α、β表面污染仪检定装置 (10
3
~10

6
)/ min·2π 4% (k =3)

45 工程
10kV/1000A高压电能表标

准装置
电压：1kV-10kV；电流：1A-1000A 2×10

-4（K=2）

3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计量标准

序号 专业所 计量标准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46 工程 硅钢片标准样品检定装置  P1.0～P1.7; B8～B100 Ps:U rel=0.5%(k =2);  B:U rel=0.3%(k =2)

47 工程
软磁材料标准样品检定装

置

Hc:(1～1000)A/m;  Bs 、Br:(0.01～2.0) T; μi、μm:

(0.0001~2)H/m；μr：1.001～4.0

 Bs、Br、Hc: U rel=1.0%(k =2); μm:

U rel=1.5%(k =2)；μi: U rel=2.5%(k =2); μ

r:U rel=1.5%(k =2)

48 工程
永磁材料标准样品检定装

置

B r：（0.1～2.0）T；H cJ：（24～

2230）KA/m；（BH）max：（10～500）

Kj/m3

B r：U rel＝0.3％，k＝2；H cJ：U rel＝

0.5％，k＝2（BH）max：U rel＝

1.0％，k＝2

49 工程
软磁材料音频磁特性标准

样品检定装置

（20Hz～200kHz）：Ps，Bm，Hm，

Br，Hc，μa，μ′,μ″，θ

Ps:U rel=1.5%(k =2)；

Bm:U rel=1.0%(k =2)；Hm：U rel＝1.0％

（k＝2）；Br：U rel＝1.0％（k＝

2）；Hc：U rel＝1.0％（k＝2）；μa：

U rel＝1.0％（k＝2）；μ′：U rel＝

1.0％（k＝2）；μ″：U rel＝1.0％（k

＝2）；θ: ±0.30°

50 光学 激光微小能量标准装置 （1×10
-2～1×10

-6）J U rel＝4％（k＝2）

51 光学 白炽灯总光通量标准装置 （50～2×10
4）lm U＝1.0％（k＝2）

52 光学 发光强度工作基准装置 （1～1400）cd U＝0.35％（k＝2）

53 光学
荧光灯总光通量工作基准

装置
（800～3500）lm U＝1.6％（k＝2）

54 光学 总光通量工作基准装置 （50～2×10
4）lm U＝0.6％（k＝2）

55 光学
高压汞灯总光通量工作基

准装置
18000lm（额定） U＝2.0％（k＝2）

56 光学 激光能量工作基准装置 （1×10
-2～40）J U rel＝2.5％（k＝2）

57 光学 光纤功率工作基准装置

定标波长：（1310±20）mm，（1550±

20）nm，（850±10）nm 功率测量范

围：2×10
-3

W～1×10
-12

W

U rel＝1％（k＝2，在1μW～1mW范围

。）

58 光学 反射烟度工作基准装置 烟度Rb＝（0～10）BSU U＝0.15BSU（k＝2）

59 光学
紫外辐射照度工作基准装

置

UVA1：320nm～390nm；

UVA2:365nm；UVB：290nm～

320nm；UVC：253.7nm

UVA1：U＝3.3％（k＝1）；UVA2:U

＝3.3％（k＝1）；UVB：U =3.9％（k

＝1）；UVC：U＝3.9％（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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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所 计量标准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60 光学
光电探测器相对光谱响应

度工作基准装置
300nm～1600nm

300nm～400nm：U＝1.3％～1.2％，

随波长变化（k＝2）

400nm～450nm ：U＝1.2％～0.8％，

随波长变化（k＝2）

450nm～1000nm ：U＝0.8％～0.7％，

随波长变化（k＝2）

1000nm～1050nm ：U＝0.7％～

1.2％，随波长变化（k＝2）

1050nm～1600nm ：U＝1.2％～1.5％

，随波长变化（k＝2）

61 光学
光通信光功率工作基准装

置

定标波长：（1310±20）mm，（1550±

20）nm功率测量范围：1×10
-2

W～1×

10
-12

W

U rel＝1％（k＝2，在1μW～1mW范围

。）

62 光学
小型白炽灯总光通量工作

基准装置
（3-1500）lm U＝0.6％（k＝2）

63 光学
漫透射视觉密度工作基准

装置
0.00～5.00

D＜2.00 U＝0.01（k＝2）

2.00≤D＜4.00 U＝0.015（k＝2）

4.00≤D≤5.00 U＝0.02（k＝2）

64 光学 色度工作基准装置
Y：0.0～100.0

x，y：全色域

U（Y）＝0.6，k＝2

U（x）＝0.002，k＝2；U（y）＝

0.003，k＝2

65 光学 荧光亮度标准装置
光照度：（0～500）lx；辐照度：（0

～2.8）mW/cm
2

光照度：U＝4％（k＝2）；辐照度：

U＝18％（k＝2）

66 光学 光亮度工作基准装置 （0.5～50000）cd/m
2 U＝（1.0~1.2）％，k＝2

67 光学 照度工作基准装置 （1～3000）lx U＝0.40％，k＝2

68 光学 激光衰减器标准装置 （1～70）dB
（1～30）dB  U rel＝2.5％（k＝2）

（30～70）dB U rel＝5％（k＝2）

69 光学
滤纸式反射烟度计标准装

置
烟度R b＝（0～10）BSU U＝0.2BSU（k＝2）

70 光学 常温黑体辐射标准装置 （20～250）℃

U L=0.92%(k＝2） U E=1.9%(k＝2）U ε

＝2～5％（k＝2） U M＝0.92％（k＝

2） U T＝0.8K（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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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所 计量标准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71 光学 雾度标准装置 雾度Hd：0.1～35.0  透射比 0.1～1.0
雾度：U(H d )＝0.18+0.002Hd（k＝2）

透射比：U( ) =0.006 （k＝2）

72 光学 光谱光度滤光器标准装置
波长：200nm～3000nm 透射比：0.01～

1.00

波长：0.08nm～0.35nm（k＝2） 透射

比0.19％～0.30％（k＝2）

73 光学 微弱光照度标准装置 照度（1×10
-7
～2×10

0
）lx U =1.6%(k =2)

74 光学
中红外规则透射比标准装

置

波长： （500-4000）cm
-1

透射比：（1-100）％
波长：U＝0.52cm

-1（k＝2） 透射

比：U＝0.0045（k＝2）

75 光学 激光光束分析仪校准装置 光束宽度：(0.2~10)mm U=2%（k＝2）

76 光学 标准太阳电池校准装置
AM1.5G光谱（300-1200）nm条件下的

标定值范围：0～500mA

AM1.5G光谱（300-1200）nm条件下的

标定值测量不确定度：U rel＝0.8％（k

＝2）

77 光学 太阳模拟器校准装置

光谱匹配度：(300～1000)nm

辐照不均匀度：(0～100)%

辐照不稳定度：(0～100)%

（300～1100）nm光谱匹配度：U＝

6.4％（k＝2）  辐照不均匀度：U＝

0.6％（k＝2）          辐照不稳定度：U

＝0.6％（k＝2）

78 光学 小功率LED单管校准装置

平均发光强度：（0.1~100）cd；

总光通量：（0.5~200）lm；

色品坐标：x（0～0.74），y（0～

0.84）

平均发光强度：U =1.8%～

2.0%(k =2)；             总光通量：U

=1.7%～1.9%(k =2)；

色品坐标：U =0.0017～0.0025(k =2)

79 光学
太阳电池光电性能校准装

置

短路电流I sc：（0.1～10）A

开路电压V oc：（0.1～200）V

最大功率：Pm：（0.01～500）W

短路电流U＝ 1.5％（ k＝ 2）

开路电压U＝ 0.5％（ k＝ 2）

最大功率：U＝1.6％（k＝2）

80 光学 逆反射系数测量校准装置

逆反射系数：1cd·lx-1·m-2
~1999cd·lx-1·

m
-2     几何条件：入射角范围：-

4
o
~40

o；观测角范围：0.2
o
~1.5

o

U rel =3 .0%~6.0%  （k=2）

81 光学 微弱光亮度标准装置 亮度：（1×10-5～1×101）cd/m2 U=（1.2～1.8）%，k=2

82 光学
高速光电探测器时域脉冲

波形校准装置

上升时间：2ps~100ps；

脉冲宽度：4ps~100ps

上升时间：U =0.5ps(k =2) 脉冲宽

度：U =0.5ps(k=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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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所 计量标准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83 光学
瞬态有效光强测定仪校准

装置
瞬态有效光强（10~5000）cd U rel=3.0%（k=2）

84 化学 微量水渗透管检定装置 体积分数：（3～2000）μL/L MPE:±4％

85 化学 精密露点仪标准装置 露点：（-85～+85）℃ MPE：±0.15℃

86 化学 湿度传感器校准装置
湿度：（5～95）％RH；温度：（-10

～+80）℃
湿度：±2％RH（在温度为20℃时）

87 化学
紫外可见近红外分光光度

计检定装置

波长：（200-2600）nm 透射比：（0～

100）％ τ

波长：U＝（0.1～0.3）nm（k＝2）

透射比：U＝（0.1～0.3）％ τ （k＝

2）

88 化学 测汞仪检定装置
冷原子荧光型：Hg（0～50）ng
冷原子吸光型：Hg（5～200）ng

冷原子荧光型：U rel＝3％（k＝2）

冷原子吸收型：U rel（2％（k＝2）

89 化学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检定

装置

 λ：（190～900）nm

Cu：（0-5.00）μg/mL

Cd：（0-5.00）ng/mL

 λ：±0.1nm

Cu：U rel＝1％（k＝2）； Cd：U rel＝

2％（k＝2）

90 化学 极谱仪检定装置
Cd；（0.5～2.5）mg/L；Cu、Pb、Cd

、Zn：5mg/L
U＝2％（k＝2）

91 化学 液相色谱仪检定装置

标准物质：萘-甲醇溶液标准物质1.00

×10-4g/mL 1.00×10-7g/mL 甲醇中胆
固醇溶液标准物质200μg/mL 5.0μ

g/mL             质量：（0～320）
g 温度：（0～100）℃ 时间：（0～

30）min

标准物质：萘-甲醇溶液标准物质U rel

＝4％（k＝2）甲醇中胆固醇溶液标准
物质U rel＝2％～5％（k＝2） 质量：

U＝0.3mg，k＝2；温度：U＝0.1℃，
k＝2；时间：1h MPE：±0.10s

92 化学 火焰光度计检定装置
钾：（0.004～0.20）mmol/L

钠：（0.004～1.00）mmol/L

钾：U rel＝1％（k＝2）

钠：U rel＝1％（k＝2）

93 化学 熔点测定仪检定装置 (40～300）℃ U =0.2℃（k＝2）

94 化学 红外分光光度计检定装置 波数：（4000～400）cm
-1 波数：U＝（0.05～0.68）cm-1（k＝

2）

95 化学 荧光分光光度计检定装置 波长：±0.5nm
波长：±0.5nm

荧光标准物质：U rel＝0.5％（k＝2）

96 化学
旋光仪及旋光糖量计检定

装置
-35°～+35° U＝0.003°（k＝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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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所 计量标准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97 化学 发射光谱仪检定装置
ICP光谱仪：0.05μg/mL～5.0μg/mL；
直读光谱仪：含量 0.001％～2％；

摄谱仪：Ni含量 0.0015％～0.017％；

ICP光谱仪：U＝2％，k＝2；
直读光谱仪：SD 0.0002％～0.02％
摄谱仪：U＝0.0001％～0.0007％，k

＝2

98 化学
X射线荧光光谱仪检定装

置
Ba、Co、Cr、Cu等几十种元素 Urel≤20％（k＝2）

99 化学 定碳定硫分析仪检定装置

钢铁：C：0.0015％～2.88％ S：

0.0024％～0.142％

煤炭： S：0.26％～4.29％

钢铁：C：U =(0.0005～0.02)％

(K =2)；S：U =（0.0003％～0.003）％

(K=2)                    煤炭：S：U =（0.02

～0.08）％(K=2)

100 化学
手持糖量（含量）计及手

持折射仪检定装置
（0～80）％                 1.3000～1.7000

U糖量：1.2％，k＝2

UnD：5.2×10
-5，k＝2

101 化学 移液器检定装置 （0.1～10000）μL MPE：±（6.7～0.17）％

102 化学 总有机碳分析仪检定装置
总有机碳（0～1000）mg/L                 总

无机碳（0～500）mg/L

U TOC＝1％（k＝2）

U TIC＝1％（k＝2）

103 化学 离子色谱仪检定装置
阴离子CI

-、SO42-、NO3
-：：阳离子：

Na
+ 

Ca
2+

阴离子：U rel＝0.7％（k＝2）

阳离子：U rel＝0.5％（k＝2）

104 化学 常用玻璃量器检定装置 （0.1～2000）mL MPE：±（0.00067～6.7）mL

105 化学 谷物水分仪检定装置 水分：6％～30％ MPE：±0.1％

106 化学
水中油份浓度分析仪检定

装置
（0～1000）mg/L U =3％，k＝2

107 化学 原子荧光光度计检定装置
As：（0.00-20.0） ng/mL

Sb：（0.00-20.0） ng/mL
U rel＝3％（k＝2）

108 化学
台式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仪校准装置

标准物质：八氟萘-异辛烷100pg/μL，

六氯苯-异辛烷10.0ng/μL、二苯甲酮-

异辛烷10.0ng/μL，硬脂酸甲酯-异辛烷

10.0ng/μL

U rel＝3％，k＝2

109 化学
化学需氧量（COD）测定

仪检定装置
0～1500mg/L

化学需氧量标准溶液：U rel＝2％（k＝

2）                               1/6K2Cr2O7标准

物质：U rel＝0.2％（k＝2）

110 化学
稳定同位素气体质谱仪校

准装置
δ：±（0.1～100）×10

-3 U＝0.1％（k＝2）

111 化学
四级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质谱仪校准装置
10μg/L～1g/L U＝6.0％（k＝2）

112 化学
表面热电离同位素质谱仪

校准装置
丰度比：0.1～0.9 U＝0.12％（k＝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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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所 计量标准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113 化学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校

准装置
异丙醇-水溶液中利血平，量值1.0μg/ mL U rel  = 2% （k = 2）

114 化学 元素分析仪校准装置

金属：    氧：（0.0012～0.170）%；氮：

（0.0051 ～0.014）%；氢：（0.00024～

0.00065）%；        有机元素：碳：（20.0～

83.4）%；氢：（4.03～11.9）%；氮：

（11. 6～22.3）%;氧:（12.7～26.4）%；硫:

（12.8～26.5）%；                             煤炭：

碳:  (45.40～78.83)%; 氢: (2.49～4.59)%;

氮：(0.80～1.41)%;  硫:(4.31～0.28)%。

金属：氧：U=(0.0001～0.004)% ，k  = 2；

氮：U=(0.00014～0.002)%， k = 2；氢：

U=0.00001%； k  = 2

有机元素：碳：U=(0.2～0.3)%， k=2；

氢：U=(0.2～0.3)% ，k = 2；氮：U=(0.4～

2.0)% ，k = 2； 氧：U=(0.4～2.0)% ，k =

2；硫：U=(0.4～2.0)%， k = 2；

煤炭： 碳：U=(0.34～0.28)% ，k = 2；

氢：U=0.11%， k = 2；氮：U=(0.04～

0.03)% ，k = 2；硫：U=(0.06～0.04)% ，

k=2。

115 化学 氨基酸分析仪检定装置
标准物质:氨基酸混合溶液标准物

质，1.00 mmol/L
U =（0.02～0.04）mol/L，k=2

116 力声 F1等级大砝码标准装置 20kg～5t F1等级

117 力声 杠杆式力标准装置 5kN－1MN 0.01级

118 力声 0.01级测力仪标准装置 20N－1MN 0.01级

119 力声 杠杆式力标准装置 1kN-60kN 0.01级

120 力声 二等金属量器标准装置 （20～100）L ±2.5×10
-4

121 力声 0.1级测力仪标准装置 0.1kN～30MN 0.1级

122 力声 一等玻璃量器标准装置 （0.05～2000）mL 准确度等级：一等

123 力声 E2等级砝码组标准装置 1mg～180kg E2等级

124 力声 一等海水密度计标准器组 （1.0000～1.0400）相对密度 U＝4×10
-5相对密度（k＝3）

125 力声 静重式力标准装置 0.5N～100N 0.01级

126 力声 洛氏硬度工作基准装置 （20-100）HR
A、B、C标尺：U＝0.3HR（k＝2）；

E标尺：U＝0.4HR（k＝2）

127 力声 0.03级测力仪标准装置 10kN～15MN
0.01级(F≤1MN） 0.03级（F≤

15MN）

128 力声 计量罐容积检定装置 10m
3～300000m

3 U rel =（10～1）×10
-4，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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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所 计量标准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129 力声 落锤式冲击力标准装置 500N-1MN U r＝3.0％， k＝3

130 力声 一等酒精计标准器组 q：（0～100）％ U＝q：0.04％（k＝2）

131 力声 E1等级公斤砝码标准装置 1g～50kg E1等级

132 力声 E1等级克砝码标准装置 500mg～1mg E1等级

133 力声 E1等级砝码组标准装置 1mg～50kg E1等级

134 力声 液体密度计检定装置 （650～1200）kg/m
3

U＝0.1kg/m
3（k＝3）

135 力声 电声标准装置 频率：2Hz～200kHz

频率计权：U＝0.4dB～1.0dB（k＝2）

参考频率处声压级：U＝0.07db（k＝

2）[压力场]

136 力声 一等密度计标准器组 （0.65～2.00）g/cm
3

U＝（0.8～2.0）×10
-4

g/cm
3（k＝3）

137 力声
E1等级微克组砝码标准装

置
0.5mg～0.1mg E1等级

138 力声 比较法中频振动标准装置 f：20Hz～4kHz，a：（1～400）m/s
2 2.0％(k＝3)

139 力声 一等金属量器标准装置 （1～500）L ±5×10
-5

140 力声 显微硬度工作基准装置 （5～1000）HV U＝1.5％～3.5％（k＝3）

141 力声 洛氏硬度块检定装置 （20-100）HR
A、B、C标尺：U＝0.3HR（k＝3）；

E标尺：U＝0.4HR（k＝3）

142 力声 振动台检定装置

频率：0.10 Hz ～ 20.0 kHz

加速度：1×10
-2

 m/s
2
 ～ 1×10

5
 m/s

2

振动：幅值：2%（0.1 Hz ～ 5.0

kHz），3%（5.0 kHz ～ 10 kHz），

6%（10.0 kHz ～ 20 kHz），（k =

2）；相位：2°（0.1 Hz ～ 5.0 kHz），

3°（5.0 kHz ～ 10.0 kHz）；冲击：3%

（4×10
2
  ～ 2×10

4
 m/s

2），（6%～

11%）（2×10
4
  ～ 1×10

5 
 m/s2），（k

= 2）。

143 力声 扭矩标准装置 （0.1～4000）Nm 0.1级 0.5级 1.0级

144 力声 医用超声源检定装置 超声功率：1mW～20W 超声功率：U =±10％ k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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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所 计量标准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145 力声 工业超声检测仪检定装置

超声探伤：总衰减范围（0～81）dB；

声波检测仪：声时：（0～9999.9）μ

s；    相控阵超声探伤仪：测距：55mm

超声探伤：0.5％A±0.02dB（A－衰减

量）  声波检测仪：声时测量结果不确

定度：电信号U rel＝0.1％（k＝2）  声

信号U rel＝0.5（k＝2）；幅值测量结

果不确定度：U＝0.1dB（k＝2）；

相控阵超声探伤仪：U＝0.01mm（k＝

2）

146 力声
绝对法振动幅值和相位标

准装置

1.中高频振动系统CS18P HF：频率：

5Hz～20kHz，加速度：120m/s
2，位

移：8mmp-p         2.低频振动系统

CS18PSTF：频率：0.4Hz～160Hz，加

速度：50m/s
2，位移：100mmp-p

1.中、高频振动系统CS18PHF ：（k＝

2）灵敏度幅值：0.5％～3.0％（5Hz～

20kHz）；灵敏度相移：0.5°～1.5°

（5Hz～10kHz），；  2.低频振动系统

CS18PSTF（k＝2） 灵敏度幅值：

0.5％～1.0％（0.4Hz～160Hz）；灵敏

度相移：0.5°～1.0°（0.4Hz～

160Hz）

147 力声
机动车雷达测速仪检定装

置

雷达测速仪：（10～250）km/h；地感
线圈测速系统检定装置频率：（0.25～

20）Hz

雷达测速仪MPE：±0.1km/h；地感线
圈测速系统检定装置1秒频率稳定度：

1×10-8

148 力声 风速表检定装置 （0.1～32）m/s
（0.1～5.0）m/s U＝0.2m/s k＝2

（5.0～32.0）m/s U＝0.1m/s k＝2

149 力声 转速标准装置 （10～40000）r/min U rel＝1×10
-5，k＝3

150 力声
0.03级标准扭矩仪标准装

置
0.5Nm～5000Nm ±0.03％

151 力声 0.3级测力仪标准装置 30kN～60MN 0.3级

152 力声
医用超声诊断仪声场校准

装置
（1～15）MHz 12％（k＝2）

153 力声
比较法冲击加速度标准装

置

1：冲击加速度峰值（1.0×10
2～2.0×

10
4）m/s

2 
    脉冲持续时间：（0.5～

10）ms

2：冲击加速度峰值（>2.0×10
4～1.0

×10
5）m/s

2
     脉冲持续时间：（0.1

～0.5）ms

冲击加速度峰值1：U rel =3%

（k =2）      冲击加速度峰值2：

Urel=5% （k=2）

154 力声
材料声学特性测量仪器校

准装置

声速（1000~6000）/s、衰减

（0~20）dB/（cm·MHz）、频率范围

（1~10）MHz

声速测量不确定度0.2% （k =2）；

声衰减系数测量不确定度2%

（k =2）

155 力声 声功率标准装置 50 Hz～ 20 kHz A计权声功率级：U  = 0.5 dB (k =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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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所 计量标准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156 力声 助听器标准装置
气导声压级：125 Hz ~ 8 kHz 骨力

级：250 Hz ~ 8 kHz

气导声压级：U  = 1.5dB (k =2) 骨导

力级：U = 2.5dB (k=2)

157 力声 医用测听设备检定装置
气导听力零级：50 Hz ~ 10 kHz     骨

导听力零级：250 Hz ~ 8 kHz

气导听力零级：U  = 1.0dB (k =2) 骨

导听力零级：U = 1.5dB (k=2)

158 力声
机动车雷达测速模拟器检

定装置

雷达测速模拟器速度范围：
X波段：（10-400）km/h K波段：
（10-400）km/h Ka波段：（10-

250）km/h

频率准确度：2×10-7

159 力声
重力加速度（绝对法）校

准装置 （9.77～9.83）m/s
2 U＝1.2×10

-7
m/s

2，k＝2

160 力声 声发射传感器校准装置
100kHz～1MHz，灵敏度级：20dB～

120dB（re 1V/（m·s-1））
灵敏度级：U＝1.2dB（k＝2）

161 力声 1000N力标准装置 （0.01～1000）N
（0.01～10）N：±0.05％
（10～1000）N :±0.01％

162 力声 30kNm扭矩标准装置

（100～1000）Nm
(3000～30000)Nm

(100～1000)Nm  Urel=0.05% （k=2）
(3000～30000)Nm  Urel=0.3%

（k=2）

163 力声 绝对法低频振动标准装置

垂直：频率范围：（0.1～120）Hz；

加速度幅值：（0.01～30）m/s2

水平：频率范围：（0.4～80）Hz；

加速度幅值：（0.01～30）m/s2

加速度复灵敏度：

 参考点（16.0Hz，10m/s2）：幅值
0.5% （k＝2），相移0.5°(k = 2)；
通频带：幅值1.0％（k＝2），相移

1.0°(k = 2)

164 力声 低频振动标准装置

频率：（0.40 ～ 120.00） Hz

加速度：（0.01 ～ 10.00） m/s2

幅值：1.0% （参考点16.00Hz），
1.5% （通频带）（k = 2）；

相位：1.0°  （参考点16.00Hz），
1.5°  （通频带）（k = 2）。

165 力声 比较法高频振动标准装置

频率：5.00 Hz ～ 10.0 kHz
加速度：0.10 m/s2 ～ 100.00 m/s2

幅值：1.0%（5.00～5000.0）Hz，
2.0%（5000.0～10000.0）Hz，（k =

2）；
相位：1.0° （5.00～5000.0）Hz，
2.0° （5000.0～10000.0）Hz，（k

= 2）。

166 力声 静重式测力机标准装置 （0.1～10）kN 0.01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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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所 计量标准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167 力声 移液器检定装置 （0.1～10000）μL 最大允许误差：±（6.67～0.2）％

168 力声
高精度机动车GPS测速仪

校准装置

速度测量：(5-250) km/h 距离测量：

(1.0-999.9) m

速度测量不确定度：不大于20 km/h

时，U ＝0.036 km/h (k＝2)；大于20

km/h时，Urel<0.3 %（k＝2）距离测

量不确定度：不大于30m时，U＝0.1

m(k＝2)

           大于30m时，Urel＜0.3 %（k

＝2）

169 纳米
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校准

装置
R a：（0.01-1000）μm ±2％

170 纳米 单刻线样板标准装置 H：（0.1～46）μm U99＝（5～2）％

171 纳米 多刻线样板标准装置 R a：（0.1～4.3）μm U 95＝（5～2）％

172 纳米 纳米几何结构标准装置

台阶类及其它垂直结构：（0～2）μm

线间隔类及其它水平结构：（0～20）μ

m

U＝0.5nm，k＝2

173 纳米
纳米光栅线距样板校准装

置

线距500线/mm到线距3000线/mm的反

射式光栅

物理光栅（500线/mm到小于1200线

/mm）：U＝0.5nm（k＝2）

光谱光栅（1200线/mm到3000线

/mm）：U＝0.1nm（k＝2）

174 纳米 气体热量计检定装置 （4000～60000）kJ/m
3 U rel＝0.6％（k＝2）

175 纳米 毛细管黏度计标准装置 （1～1×10
5）ｍｍ2

/ｓ 不确定度为（0.15～0.6）％（k＝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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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所 计量标准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176 纳米 电导率仪检定装置

电导率仪检定装置：（0.05～1×10
4）

μ

S/cm                               氯化钾电导率标

准物质：（1×10
2～1.5×10

5）μS/cm

电导率仪检定装置：U＝0.02％（k＝

2）                           氯化钾电导率标准

物质 一级：Urel＝0.1％（k＝2）

氯化钾电导率标准物质 二级：Urel＝

0.25％（k＝2）

177 纳米 pH（酸度计）检定装置
pH：（0～14） ；电位：（-2000～

2000）mV

酸度计检定仪：0.0006级

pH标准物质：一级标物，U＝0.005pH

（k＝3） 二级标物，U＝0.01pH（k＝

3）

178 纳米 烟尘采样器检定装置 （0.1～1200）L/min MPE：±1.0％

179 纳米 粉尘采样器检定装置 （0.1～80）L/min MPE：±1.0％

180 纳米 氧弹热量计检定装置 （1500～15000）J/k Urel＝0.2％（k＝2）

181 纳米 毛细管黏度计检定装置 （1～1×10
5）mm

2
/s 不确定度为（0.3～1）％（k＝2）

182 纳米 旋转黏度计检定装置 （1～1×10
7）mPa·s 不确定度为（0.4～1.5）％（k＝2）

183 纳米 流出杯式黏度计检定装置 （1～700）mm
2
/s 不确定度为3％（k＝2）

184 纳米 恩氏黏度计检定装置 （1～1×10
3）mm

2
/s 不确定度为2％（k＝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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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纳米 落球黏度计检定装置 （1~1×10
5）mPa·s 不确定度为（0.4～1.5）％（k＝2）

186 纳米 浊度计检定装置 （0～400）NTU U rel＝3.1％，k＝2

187 纳米 熔体流动速率仪检定装置 MFR:（1～8）g/10min U＝（0.06～0.35）g/10min（k＝2）

188 纳米 示差扫描热量计检定装置 100℃～600℃

熔化温度：U＝（0.06～0.94）℃，k

＝2                                      熔化热：U

＝（0.18％～1.3）J/g，k＝2

189 纳米 凝胶色谱仪检定装置

窄分布聚苯乙烯分子量标准物质：

（10
4～10

6）g/mol                窄分布葡聚

糖分子量标准物质：（10
3～10

5）g/mol

窄分布聚苯乙烯分子量标准物质：U rel

＝1.2％～2.0％（k＝2）              窄分

布葡聚糖分子量标准物质：U rel＝7.6％

～7.8％（k＝2）

190 纳米 大气采样器检定装置 （0.1～6）L/min U rel＝1.5％，k＝2

191 纳米 血细胞分析仪检定装置 工作级

红细胞计数（RBC）：U=2.0%  k=2

白细胞计数 (WBC)：U=2.5%  k=2

血小板（ PLT）：U=3.0%，k=2

血红蛋白浓度 (HGB)：U=2.0%  k=2

192 纳米
开口/闭口闪点测定仪校

准装置

闭口闪点：（40~200）℃  开口闪点：

（79~300）℃

闭口闪点：≤ 110℃，U=3.0℃

（k=2）；＞110℃，U＝4.4℃（k＝

2）                                                   开口

闪电：≤200℃，U=6.0℃（k=2）；＞

200℃，U＝7.4℃（k＝2）

193 纳米 纳米薄膜厚度校准装置 (0～100) nm
U = 0.3 nm +1.5 % H，k=2，H为测量

厚度值，单位：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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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所 计量标准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194 纳米
液体颗粒物计数器检定装

置

水介质类液体颗粒计数器：粒径挡设定
或粒径测量：（5～100）μm；颗粒计

数：（5～30）μm范围内的颗粒数量

浓度                      油介质类液体颗粒计

数器：（1～50）μm粒径范围内的颗

粒数量浓度

水介质类液体颗粒计数器：粒径挡设
定或粒径流量：U R≤3％（k＝2）水

介质中颗粒计数：U R≤6％（k＝2）

油介质类液体颗粒计数器：油介质中
颗粒计数：U R≤10％（k＝2）

195 纳米 扫描电子显微镜校准装置 （70-10000）nm U rel＝2.86％－0.08％，k＝2

196 纳米 扫描探针显微镜校准装置 垂直Z：0～2μm 水平X、Y：0～200μm
垂直Z：U rel＝（2.8％～0.6），k＝2

水平X、Y：U＝5.0nm，k＝2

197 纳米
毫米级纳米几何结构样板

校准装置
X、Y、Z：10mm×10mm×5μm

位移Z：U＝1.0nm+1.0×10-5H，k＝

2，H垂直位移      位移X、Y：U＝

1.0nm+2.0×10-7P，k＝2，P水平位移

198 纳米
激光共聚焦拉曼光谱校准

装置
拉曼频移：(10～4000) cm

-1 拉曼频移：U =2.0 cm
-1，k =2；拉曼

强度：U =16.0%，k =2

199 纳米
X射线坐标测量机标准器

校准装置
（X，Y，Z）：（130，130，100）mm

MPEE：±(0.25+L/666)μm，L—被测

长度，单位mm   MPEP=±0.25μm

200 纳米
PM2.5质量浓度监测仪校

准装置 （1~10000）μg/m
3 U =6%，k =2

201 纳米
多晶X射线衍射仪检定装

置
2θ角：15°～125°  0.002 °（k =2）

202 能源环境 气相色谱仪检定装置

标准物质：苯/甲苯5.00mg/ml；正十六

烷/异辛烷100ng/μl；甲基对硫磷/无水

乙醇10.0ng/μl；丙体六六六/异辛烷

101ng/ml；偶氮苯、马拉硫磷/异辛烷：

10.1ng/μL、8.68ng/μL；甲烷/空气：

0.99％（mol/mol）；甲烷/氮气：100.5

×10
6（mol/mol）

标准物质：U rel＝（1～3）％（k＝2）

203 能源环境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检定

装置
（0～100）％LEL U rel＝1％,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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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能源环境
汽车排放气体测试仪检定

装置

CO：（0.425~0.575）×10
-2，（2.04～

2.76）×10
-2，（4.08～5.52）×10

-2，

（6.8×9.2）×10
-2；C3H8：（170～

230）×10
-6，（816～1104）×10

-6，

（0.163～0.221）％，（0.272～

0.368）％；CO2：（3.06～4.14）×10
-

2，（5.1～6.9）×10
-2，（6.12～8.28）

×10
-2，（10.2～13.8）×10

-2；O2：

（0.425～0.575）×10
-2，（4.25～

5.75）×10
-2，（8.5～11.5）×10

-2，

（17.765～24.035）10
-2；NO：（255～

345）×10
-6，（765～1035）×10

-6，

（1530～2070）×10
-6，（2550～

3450）×10
-6；

CO：U rel＝1％，k＝2；C3H8：U rel＝

1％，k＝2；CO2：U rel＝1％，k＝2；

O2：U rel＝1％，k＝2；NO：U rel＝

2％，k＝2

205 能源环境 氧气析仪检定装置
（0.1～100）％mol/mol                   （0

～1000）×10
-6

mol/mol

U rel＝（1～2.5）％（k＝2）

U rel＝（1～3.5）％（k＝2）

206 能源环境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红外
线气体分析器检定装置

一氧化碳：（0～100）％
二氧化碳:（0～100）％

一氧化碳：U rel＝1.2％，（k＝2） 二

氧化碳：U rel＝1.1％，（k＝2）

207 能源环境
一氧化碳检测报警器检定

装置
（0～2000）μmol/mol U rel＝1.5％  k＝2

208 能源环境 甲醛气体检测仪检定装置 （0-2.00）μmol/mol U = 4.5%（ k =2）

209 能源环境
气体测试仪（H2S、SO2

、SF6、烟气）检定装置

H2S（0-500）×10
-6

mol/mo
l；SO2（0-

5000）×10
-6

mol/mo；SF6 (0~100)%；

CO（0-5000）×10
-6

 mol/mo；O2（0

～25）％  NO（0～5000）×10
-

6
mol/mo  NO2（0～500）×10

-

6
mol/mo

CO、NO、、SF6、SO2、O2 ：

U rel = 1.1% （ k =2）  NO2

U rel = 2.1% （ k=2）   H2S

U rel = 1.6%    （ k=2）

210 能源环境
臭氧气体分析仪检定装

置
 Urel=2% (k=2)   Urel=4% (k=2)

211 能源环境 比吸收率标准装置

0.76GHz-1.15GHz每输入100mW的比

吸收率为：0-0.36W/kg(0.9GHz)

1.72GHz-2.61GHz每输入100mW的比

吸收率为：0-2.75W/kg(1.8GHz)

最大输入1W。

0.76GHz-1.15GHz U=8.4%(k=2)

1.72GHz-2.61GHz U=9.6%(k=2)

212 能源环境
空调器制冷（热）量测量

标准装置
1200W～14000W 10×10

-2（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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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能源环境 氨气检测报警器检定装置 (0～500) ×10
-6 

mol/mol

直接使用标准物质：U rel

=2.2%，k =2；使用动态稀释装

置：Urel =2.8%，k=2；

214 热工
0.005级活塞式压力计标

准装置
(-95～-7)kPa; 7kPa～100Mpa 0.005级

215 热工
一等补偿式微压计标准装

置
（-2500～2500)Pa 一等

216 热工 0.02级活塞式压力计标准装置 （0.1～100）Mpa 0.02级

217 热工 皂膜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0.02～12）L/min ±0.5％，±1.0％

218 热工 钨带灯工作基准装置 （800～2200）℃ 工作基准

219 热工 光电高温计标准装置 （800～3200）℃ U＝（0.6～4.2）℃，k＝2

220 热工
标准组铂铑10-铂热电偶

固定点检定装置
（419.527～1084.62）℃ U＝0.1℃ k＝2.85

221 热工
铂电阻温度计工作基准装

置
（-189.3442～660.323）℃ 工作基准

222 热工
音速喷嘴法气体流量标准

装置
（10～1138）m

3
/h U＝0.2％，（k＝2）

223 热工 辐射温度计检定装置 （-50～2800）℃ U＝（0.14～6.5）℃,k=2

224 热工
一等铂电阻温度计标准装

置
（-80～300）℃ 一等标准

225 热工 流量积算仪检定装置
频率：50Hz～5MHz 电阻：0.0107Ω～

10000.06Ω  电流：（4～20）mA

频率：±0.01％ 电阻：10级～0.01级 电

流：0.0006mA，k＝2

226 热工
标准铂铑30-铂铑6热电偶

组标准装置
（1100～1554.8）℃

（1100～1500）℃：U99＝（1.5～

2.1）℃ k＝2.58   1554.8℃：U＝0.8℃

k＝2

227 热工
气体活塞式压力计标准装

置
（5～10000）kPa Urel：3.3×10

-5（k＝3）

228 热工 比较法真空标准装置 （1×10
-4～1×10

5）Pa 5.0％～0.06％（k =2）

229 热工
0.01级数字式压力计标准

装置
（-100~10000）kPa 0.01级

230 热工 红外体温计校准装置 (20 ～ 50) ºC U  = (0.034～0.041) ºC , k =2

231 热工 表面温度计校准装置 (30 ～ 400) ºC
U  = (0.5～2.4) ºC , k =2 （对于示值

分辨力为0.1 ºC的表面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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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热工
环境试验设备温度、湿度

校准装置

温度测量范围（-80～300）℃

湿度测量范围：（10～98）%RH

温度测量不确定度： U =（0.1～

0.6）℃ k =2

湿度测量不确定度：    U

=1.5%RH，k=2

233 热工 黑体辐射源校准装置 （-50～1000）℃ U＝（0.05～0.61）℃，k＝2

234 热工 热能标准装置 流量范围：（0.03-500）m
3
/h，

温度范围：（5～85）℃

流量：U r＝0.12％，k＝2（静态质量
法）；   U r＝0.40％，k＝2（标准表
法）                 温度：U＝
9mK，k＝2；温差：U＝14mK，k＝2

（3K）
热量：Ur＝0.50％，k＝2（分量组合

法）。

235 热工 热像仪校准装置 （-50～2800）℃

（-50～50）℃，U＝（0.19～
0.16）℃，k＝2

（50～2800）℃，U＝（0.16～
5.9）℃，k＝2

236 热工
一等铂铑10-铂热电偶标

准装置
（419.527～1084.62）℃ U＝（0.4～0.6）℃ k＝2.85

237 热工 风速表检定装置 （0.2～30）m/s U rel≤0.36％，k＝2

238 热工
（0~11）kPa活塞压力计

（绝压）标准装置
（0～11）kPa abs 0.008%p  +20mPa  (k =2)

239 热工
（0~15）kPa活塞压力计

（表压）标准装置
（0～15）kPa 0.005% P+20mPa  (k =2)

240 热工 真空漏孔校准装置

静态累计法：（1×10
-10～1.5×10

-9）Pa·

m
3
/s     动态比较法：（1.5×10

-9～5.0×

10
-5）Pa·m

3
/s

静态累计法：U rel=7.6％（k =2）

动态比较法： U rel=2.6％～1.6％

（k=2）

241 热工铟、锡、锌、铝固定点黑体辐射源校准装置 （156～661）℃

铟：156.5985 ºC，U =0.050 ºC，k

=2； 锡：231.928 ºC，U =0.050 ºC，

k =2       锌：419.527 ºC，U=0.050 º

C，k =2；    铝：660.323 ºC，

U=0.058 ºC，k =2

242 热工 体积管流量标准装置 （3～120）m
3
/h 0.05级

243 热工
静态质量法油流量标准装

置 （3～120）m3/h 0.05级，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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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热工 pVTt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压力范围：（0.1~2.5）MPa

流量范围：（0.019~1367）kg/h
U =0.06%，k=2

245 时频 光时域反射计检定装置

光纤长度：1km～100km （ 1310nm 波

段） 光纤损耗：0dB～40dB

（1310nm，1550nm 波段）波长：

1310nm波段、1550nm波段

光纤光学长度：U＝0.5m+1.5×10
－5

L

（k＝2）                                     光纤损

耗：U＝0.03dB/dB（k＝2）

波长：U＝1.0nm（k＝2）

246 时频
光纤损耗和光纤长度标准

装置

光纤长度：1km～40km（1310nm波

段）                              光纤损耗：0dB

～10dB（1310nm波段、1550nm波段）

光纤光学长度：U＝0.1m+1×10
－5

L（k

＝2）                                     光纤损耗：

U＝0.015dB/dB （k＝2）

247 时频 频谱分析仪检定装置

频率测量范围：30Hz～40GHz

功率测量范围：-30dBm～20dBm

衰减范围：0dB～90dB

频率：5×10
-14（外标）

功率MPE：±2％

衰减：0.01dB+0.002dB/10dB（k＝2）

248 时频 标准频率检定装置
1μHz～40GHz；定点频率：5MHz，

10MHz

测频MPE：1×10
-12

/s； 2×10
-13

/10s

比相MPE：3×10
-14

/d

249 时频 短期频率稳定度检定装置

时域：500kHz～18GHz；τ：1ms～100s

频域：100kHz～40GHz；f：0.01Hz～

1MHz

时域MPE:σy(1s)～1×10
-13

; 时域本底MPE:σy(1s)～5×

10-14;频域MPE:L(10kHz)～-165dBc/Hz; 频域本底MPE:L(10kHz)

～-175dBc/Hz

250 时频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信号模

拟器校准装置

射频信号载波频率偏差：（0~

100）Hz；功率范围：（-60~ -20）

dBm、（-170~ -70） dBm；速度: (0

~ 36000) m/s；加速度: (0 ~ 2000)

m/s2；加加速度: (0 ~ 2000) m/s3；

伪距分辨力： ( 0.01~0.1 ) m；伪距

率分辨力  ( 0.01~0.1 ) m/s；谐波： (

-60~-20)dBc；非谐波( -60~-

30)dBc；相对频率偏差：1.0×10-

9~1.0×10-5；频率准确度：1.0×10-

12~1.0×10-5（t=1s）；相位噪声：( -

130~-85)dBc/Hz,傅里叶频率

f =100kHz

射频信号载波频率偏差：U =6Hz

（k =2）；功率：U =（0.4~1.8）dB

（k =2）；速度： U =(0.8 ~ 1) m/s

（k =2）；加速度:U = (2.8 ~ 3.6) m/s
2

（k =2）；加加速度: U =(7.2~9.3)

m/s
3（k =2）；伪距分辨力：U =0.06

m（k =2）；伪距率分辨力：

U =0.006 m/s（k =2）；谐波U =2.0

dB（k =2）；非谐波：U =2.0dB

（k =2）；相对频率偏差：U =1.0×

10
-10（k =2）；频率稳定度U =3×10

-

13（k =2）；相位噪声：U =3dB

（k =2）

251 信电 衰减标准装置 10kHz～40GHz，0dB～100dB

10kHz～26.5GHz：0.01dB+0.0005×A

（0dB～80dB），0.1dB（90dB），

0.3dB（100dB）

26.5GHz～40GHz：0.01dB+0.001×A

（0dB～70dB），0.1dB（80dB）

0.6dB（90dB）

252 信电 高频Q值标准装置 f：50kHz~50MHz Qe：50~300 U：（2～5）％（k＝3）

253 信电 高频中电压标准装置
频率范围：10Hz～2000MHz ，电压范

围：0.2V～1.5V
电压：U rel＝0.8％～2％ （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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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信电 接收机检定装置
电压：1V～100mV 衰减：0dB～120dB

（频率：0.1MHz～40GHz）

电压：±0.5％ 衰减：（0.04～0.1）dB

k＝2

255 信电 高频介质检定装置
F：（0.1～100）MHz； ε:2～1 0 tgδ ：

1×10
-5～1×10

-2 ε：±（0.5％～1％） tgδ：±5％+1×10
-5

256 信电 同轴热电转换标准装置
电压：0.2～1.5V，频率： 20Hz～

1000MHz
电压 U rel＝0.7％～0.86％（k＝2）

257 信电 抖晃度标准装置
中心频率：3150Hz，3000Hz 量程：

（0.001～3.999）％
0.05％（k＝2）

258 信电 失真度检定装置

失真仪检定装置：频率：10Hz～
200kHz；失真：0.003％～100％；失真
源检定装置：基波：10Hz～200kHz；谐
波：20Hz～400kHz；电压：90μV～10V

失真仪检定装置：失真U：（0.06％×
R+10μV）～（10％×R+10μV)(k =2)
失真源检定装置：电压U：0.0082％～

6.4％（k＝2）；基波失真：≤
0.00012％～≤0.0012％

259 信电 调制度标准装置

f：50kHz-5200MHz；AM：（0～

99）％；FM：（0～700）kHz；ΦM：

（0～700）rad

AM：U＝（0.1～0.2）％（k＝2）；

FM：U＝（0.1～0.2）％（k＝2）；Φ

M：U＝（0.5～1）％（k＝2）

260 信电
电信传输测试仪表检定装

置

零电平频率范围：10Hz～500MHz电平

频率范围：DC～1MHz 电平范围：

+10dB～-100dB

零电平：0.03dB（k＝2）电平：
0.08dB（k＝2）

261 信电 干扰场强测量仪检定装置

电压量程：（0～120）dBμV，频率范

围：9kHz～3000MHz；输入衰减器：

（0～100）dB，频率范围：9kHz～

1000MHz；标准脉冲：13.5μ

Vs@25Hz，0.316μVs@100Hz，0.044μ

Vs@100Hz 频率范围：9kHz～

1000MHz

电压量程：（0～120）dBμV，U＝

0.21dB（k＝2）                                标

准衰减器：（0～100）dB，U＝

0.16dB（k＝2）                        标准脉

冲：13.5μVs@25Hz，0.316μ

Vs@100Hz，0.044μVs@100Hz，U＝

1.2dB（k＝2）

262 信电
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校准仪

检定装置

DCV：100mV～1000V；DCI：10μA～

10A；阶梯Vs：（0.01～2）V/s；阶梯

Is：（1μA～200mA）A/s

DCV:±0.03％，DCI：±0.05％ 阶梯电

压Vs：±0.1％，阶梯电流Is：±0.1％

263 信电 高频阻抗标准装置 F：（0.1-13）MHz 丨Z丨：1Ω-100kΩ 丨Z丨：（0.01-2.5）％（k＝2）

264 信电 信号发生器检定装置

信号发生器：频率：5kHz～50GHz；电

平：-127～30dBm（1.3GHz以下）；-

100dBm～30dBm（1.3GHz～

50GHXz）调幅：（0～99）％；调

频：（0～400）kHz ；调相：（0～

300）rad；频谱纯度：（0～80）dBc

信号发生器：频率：1×10
-10；电平：

（0.2～0.5）dB（k＝2）；调幅：（1

～2）％（k＝2）；调频：（1～2）％

（k＝2） 调相：（1～2）％（k＝

2）；频谱纯度：（0.6～2.0）dB（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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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信电 S参数标准装置

频率范围（f）：0.3MHz～67GHz；反

射系数模值（r）：0～1 衰减（A）：

（0～70）dB；相位（Φ）：（0～

360）°

反射系数模值(r）U :0.003～0.015（k

＝2）                             衰减（A）U：

（0.01+0.0015×A）dB（k＝2）

相位（Φ）U：0.2°～0.5°（k＝2）

266 信电 低频相位标准装置 1Hz～100kHz；0°～360°

MPE：±0.005°～0.04°,测量低频相位计

±0.01°～±0.03°测量工频相位计

±0.01°～0.04°测量相位发生器

267 信电 高频小电压标准装置
频率：10Hz～1000MHz 电压：1μV～

100mV
电压：0.05％～3％（k＝2）

268 信电
（1～18）GHz功率密度标

准装置

频率范围：（1～18）GHz；功率密

度：（0.1～10）mW/cm
2

1.8GHz，U＝0.96dB（k＝2）；

2.45GHz，U＝0.90dB（k＝2）；

4.8GHz，U＝0.82dB（k＝2）；

10GHz，U＝0.92dB（k＝2）；

18GHz，U＝0.92dB（k＝2）；

2.45GHz（far field），U＝0.73dB（k

269 信电 硅单晶电阻率标准装置 （0.005～1000）Ω·cm U＝1.5×10
－2， k＝2

270 信电
数字移动通信综合测试仪

校准装置

频率范围：10Hz～6GHz 功率电平：信
号发生器：-127dBm～20dBm 分析仪：-
50dBm～40dBm 数字调制：GSM、CDMA、
WCDMA、TD-SCDMA、BLUETOOTH、WLAN

、LTE

频率：U＝5×10-9 k＝2 功率电平：
信号发生器：U＝0.15dB（-47dBm～
20dBm）；0.19dB（-110dBm～-
47dBm）；0.22dB（-127dBm～-

110dBm）k＝2 分析仪：U＝0.12dB
（－50dBm～10dBm），0.15dB（10dBm
～40dBm）k＝2 数字调制：均方根相
位误差U95＝0.3deg，EVM（RMS）：

U95＝1.5％ k＝1.65

271 信电
谐波和闪烁分析仪校准装

置

交流电压：10V～500V，50Hz；交流电
流：0.25A～16A，50Hz 谐波电流：（2
～40）次，（0.05～2）A；短期闪烁：

1、5

MPE：交流电压：±（0.012％×输出
电压值+8.8mV） 交流电流：±

（0.019％×输出电流值+0.72mA） 谐
波电流：±（0.052％×输出电流值
+0.24mA） 短期闪烁：±0.25％

272 信电
高频电场标准装置
（10MHz～1GHz）

频率：10MHz-1GHz，场强：20V/m

10MHz U＝0.71（k＝2）

30MHz U＝0.64（k＝2）

50MHz U＝0.70（k＝2）

100MHz U＝0.61（k＝2）

200MHz U＝0.87（k＝2）

300MHz U＝0.67（k＝2）

400MHz U＝0.66（k＝2）

500MHz U＝0.67（k＝2）

600MHz U＝0.81（k＝2）

700MHz U＝0.82（k＝2）

800MHz U＝0.85（k＝2）

900MHz U＝0.90（k＝2）

1000MHz U＝0.81（k＝2）

22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计量标准

序号 专业所 计量标准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273 信电 吸收式功率钳校准装置 频率范围：30MHz-1.0GHz 插入损耗：U＝3.0dB （k＝2）

274 信电 生理电信号检定装置

频率：1mHz~300MHz       交流电

压：1mV~300V        失真：

0.01%~100%         上升时间：>1μs

频率：1×10
-10

      交流电压：

0.005%~0.3%    失真：1dB         上升

时间：0.5%

275 信电
地面反射场法天线测量标

准装置
30MHz~1GHz

水平极化：0.26 dB； 垂直极化： 0.34

dB.

276 信电
（0.2~40）GHz电磁兼容

喇叭天线校准装置

3米天线系数:0.0dB/m～
60.0dB/m;(0.75～40)GHz
1米天线系数：0.0dB/m～
60.0dB/m;(0.2～40)GHz

天线半功率波束宽度：0.0°～180.0°

3米天线系数: U = 0.65dB ( k＝
2)(0.75～40)GHz

1米天线系数： U = 1.3dB ( k＝
2)(0.2～40)GHz

天线半功率波束宽度（HPBW）： U =4%
( k＝2)(0.75～40)GHz

277 信电
外推法口面天线测量标准

装置

增益范围：0dBi~40dBi  频率范围：

250MHz～110GHz

0.25GHz~1GHz：U =0.40dB (k =2)

1GHz~2.6GHz： U =0.15dB (k =2)

2.6 GHz-8.2 GHz：U =0.08 dB (k =2)

8.2GHz-26.5 GHz：U =0.05dB (k =2)

26.5 GHz~110GHz：U =0.10dB (k =2)

278 医学生物
验光仪顶焦度工作基准装

置

主观式：(-15~+15)m
-1；客观式：(-

20~+20))m
-1；柱镜工作基准器：-

3.00m
-1

主观式：U＝0.03m
-1（k＝3）；客观

式：U＝0.03m
-1（k＝3）；柱镜工作

基准器：U＝0.051m
-1（k＝3）

279 医学生物
角膜接触镜顶焦度工作基

准(焦度计法)
（-20～+20）m

-1
U＝（0.02～0.03）m

-1（k＝3）

280 医学生物
眼镜片(透镜)中心透射比

标准装置
280nm～780nm U＝1.0%(k =2)

281 医学生物 瞳距仪标准装置 50mm～80mm U＝0.1mm(k=2)

282 医学生物 玻璃材料折射率标准装置 1.47～1.80 U＝5×10
-6（k＝3）

283 医学生物
光学传递函数工作基准装

置

可见光波段范围内的调制传递函数
（MTF）和相位传递函数（PTF），空

间频率：（0～1000）mm
-1

平凹：UMTF＝0.03～0.04、UPTF=10°

（k＝2）双胶合：UMTF＝0.04～0.05

（k＝2）测量重复性：UMTF＝0.01～

0.02、UPTF＝8°（k＝2）

284 医学生物
角膜曲率计工作基准装

置
（5.5~10.0）mm U  ：0.001mm（k =2）

285 医学生物 镜向光泽度标准装置 （0.0～120.0）光泽单位 U= 1.0光泽单位（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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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医学生物 拉曼光谱校准装置 （110~4000）cm-1
拉曼频移：U =1.0 cm

-1（k =2）（其

中520cm
-1
处U =0.1cm

-1
（k =2））

相对强度：U =3%（k =2）

287 医学生物 酶标分析仪检定装置
吸光度：0.2、0.5、1.0、1.5

波长：（340~750）nm

波长：U =0.5 nm（k =2）

吸光度：U =0.01 × A（k=2）

288 医学生物
医用注射泵和输液泵检测

仪检定装置

流量：（5～1000）mL /h 累积流
量：（0～50）mL  阻塞压力：（0～

200）kPa

流量：MPE±0.3% 累积流量：MPE±
0.3% 阻塞压力：0.2级

289 长度 塞规检定装置 Φ（1-200）mm U＝（0.2+L/1000）μm，k＝2  L：mm

290 长度 二等量块检定装置 （0.5～1000）mm MPE：±(0.03μm+0.5×10
-6

ln）

291 长度
多齿分度台标准装置

（391小型）
360° U＝0.5″（k＝3）

292 长度
多齿分度台标准装置

（360小型）
360° U＝0.5″（k＝3）

293 长度 齿轮渐开线标准装置 rb≤200mm

1）渐开线测量装置rb≤60mm：U＝1.0

μm（k＝3）；60mm＜rb≤150mm：U

＝1.5μm（k＝3）；150mm＜rb≤

200mm：U＝2.0μm（k＝3）2）：齿

轮测量中心rb≤60mm：U＝1.2μm（k

＝3）；60mm＜rb≤150mm：U＝1.8μ

m（k＝3）；150mm＜rb≤200mm：U

＝2.5μm（k＝3）

294 长度 光学机械比较仪标准装置 24m 三米工作基准尺：U＝0.8μm（k＝3）

295 长度 光学仪器检具检定装置

万能工具显微镜：（200×100）mm，双

轴自准直仪：（0～10）′，立式光学

计：±100μm

万能工具显微镜MPE：（1+L/100）μ

m，    双轴自准直仪MPE：0.5″，

立式光学计MPE：±0.25μm

296 长度
激光干涉比长仪工作基准

装置
（0～1000）mm

 U＝（0.1+0.1L）μm（k＝3）

（L：测量长度，单位：m）

297 长度 双频激光干涉仪标准装置
测长：（0～1000）mm；气压：（66～

110）kPa；温度：（5～40）℃

测长：0.5μm+1×10
-6

L  ，k＝2；

气压：MPE:±0.03％FS;

温度：0.02℃,k＝2

298 长度 温度线膨胀系数检定装置 24m，（-5～+35）℃ U＝20μm（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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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长度 环规检定装置 Φ（1～100）mm U＝（0.10+1L）μm，k=2

300 长度
检定端度测量仪器标准器

组
（0.5～1000）mm 量块：2等

301 长度 检定光学仪器标准器组 （0～500）mm 二等

302 长度 标准齿轮标准装置 m1-m10；r≤200mm U 95＝1.2μm，k 95＝2

303 长度 小角度检查仪标准装置
小角度检查仪：（0～40）′

量块：（0.5～100）mm

小角度检查仪：MPE:±(0.03+1.5niΔ

λ/λ)μm，量块：2等

304 长度 标准旋光度检定装置 （0~360）° U＝0.5″，k＝2

305 长度 校准坐标测量机标准器组 最长轴≤10m
U＝（0.05+0.5L）μm，k＝2，L单

位：m

306 长度 26m动态校准仪标准装置 （0～26）m U＝0.1μm+1×10
-7

L（k＝2）

307 长度 量块工作基准装置 （0.5～1000）mm
U99＝0.02μm+0.1×10

-6
L，L是量块的长

度。

308 长度 镀层膜厚标准装置 0～100μm U＝3%，k =2

309 长度 圆柱度测量仪标准装置 直径<Φ150mm,  高度：<300ｍｍ
U＝0.1μm/100mm（k＝2）（圆柱度评

定值2.3μm）

310 长度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接收机校准装置

超短基线：（6～12）m
短基线：（6～1176）m

中、长基线：（6～93）km

超短基线：MPE:±1 mm

短基线：U=1×10-6L   （k=2）
（L :1000m）

中、长基线：标准偏差≤3 mm +0.01

×10-6 L（L为距离，单位mm）

311 长度
光电测距仪、全站仪检定

装置

长度：（6～1176）m           角度：水平

角：0～360°；竖直角：±31°

长度：U＝1×10
-6

L k＝2（L：1000m）

水平角：≤0.3″ 竖直角：≤1.0″

312 长度
一维/二维多尺寸标准器

组校准装置
激光干涉仪系统：U rel＝2×10

-8
激光干涉仪系统：U rel＝2×10 -8

313 长度 比长基线标准装置 （6~1176）m U= 1×10
-6

L  k= 2    (L：1000m)

314 长度 超声波测厚仪校准装置 (1.2～197.9)mm U =0.01mm ，  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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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长度
检定涂覆层测厚仪标准器

组
10～10000）mm

标准片：H ≤  50μm时，U =0.15μ

m，k =2                              H ＞ 50μm

时，U =0.3% H ，k=2

标准镀层厚度：U =1% H    k=2，

H：厚度（mm）

316 长度 指示表检定仪标准装置 （0～100）mm MPE:±（ 0.1+L/100）μm

317 长度 材料热膨胀系数校准装置 （50～1000)mm
633nm稳频激光器 U Rel（  λ） =1.5×

10
-8（k =2）

318 长度
激光干涉比长仪工作基准

装置
（0～1200）mm

U＝（0.02+0.04L）μm（k＝2）（L：

测量长度，单位：m）

319 长度 二维线纹工作基准装置 300mm×300mm U＝（0.10～0.14）μm k＝2

320 长度 螺纹参量标准装置
直径：（1～600）mm    螺距：（0.2
～10）mm    牙侧角：27.5°～70°

MPEE=(0.6+L/200)μm，L：mm

MPEE：±（0.6+L/600)μm，L：mm

321 长度
一维/二维多尺寸(光学)

标准器校准装置
400mm×800mm U＝0.15μm+1.1×10

-6
L（k＝2）

322 长度 二维图形圆度校准装置 直径ø≤50mm U＝0.15μm，k＝2

323 长度 室内80m长度病毒装置 （0～80）m
U =0.1mm+1.0×10

-7
L（k =2）L =(0

～80)m

324 长度
石油螺纹单项参数检查仪

校准装置
（0～900）mm

MPEE＝±（0.9+L/2000）μm，L：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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