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力验证计划项目收费说明 
 

机构名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先进测量工程中心（计量检测与校准中心）（CNAS PT0037） 

地    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 18 号 

 

一、工业锅炉燃料燃烧性能检测 

 

二、磁性能检测 

 

三、光伏组件、标准太阳电池检测 

 

四、总光通量校准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工业锅炉典型燃料燃烧烟气产

物检测能力验证计划 
20000 

参照多元气体分析测量审核项目的收费标

准、检测单一气体成分收费标准，结合本

计划需要检测的气体为混合多元气体、样

品制备成本、运输、存储等费用确定价

格。 

2 
工业锅炉燃用煤碳和氢元素检

测能力验证计划 
6000 

参照工业锅炉燃用煤元素分析检测的收费

标准，结合样品制备成本、运输、存储等

费用确定价格。 

联系人：潘冠福            电话：010-64525312             邮箱：pangf@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电工钢交流磁性测量能力验证

计划 
5000 

根据样品制备、运输传递、检测、数据分

析和报告等费用确定。 

2 
永磁材料磁性测量能力验证计

划 
5000 

根据样品制备、运输传递、检测、数据分

析和报告等费用确定。 

联系人： 龚文杰         电话：010-64525415/18611316275       邮箱：wjgong@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新型晶体硅光伏组件关键光电

参数测量能力验证计划 
10000 

光伏组件关键光电参数测量能力验证项目

10000元/项。 

联系人：张俊超、蔡川            电话：010-64524822             邮箱： zhangjc@nim.ac.cn 

                                                                       caichuan@nim.ac.cn 

2 
光伏组件关键光电参数户外检

测能力验证计划 
10000 

光伏组件关键光电参数户外检测能力验证

项目 10000元/项。 

联系人：张俊超                  电话：010-64524822             邮箱： zhangjc@nim.ac.cn                                                                     

3 
标准太阳电池标准测试条件下

短路电流检测能力验证计划 
6000 

参照标准太阳电池标准测试条件下短路电

流测量审核收费标准确定。 

联系人：刘文德                  电话：010-64524823            邮箱：wendeliu@nim.ac.cn 



 

五、多参数监护仪电压校准 

 

六、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校验镜头调制传递函数校准 

 

七、振动参数校准（原项目） 

 

八、转速参数校准 

 

九、容量参数校准 

1 总光通量校准能力验证计划 8100 参照总光通量测量审核项目收费确定。 

联系人：赵伟强                  电话：010-64524830             邮箱： zhaowq@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多参数监护仪电压校准能力验

证计划 
3000 

参照”多参数监护仪电压、呼末二氧化碳

浓度与呼吸率”校准能力验证计划项目的

收费，并结合校准参数确定此价格。 

联系人：吴思圻            电话： 18811406551            邮箱： wusq@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校验镜

头调制传递函数校准能力验证

计划 

6000 
参照光学传递函数测量仪校准项目收费标

准，并结合本计划的校准参数确定价格。 

联系人：陈燕            电话： 13611382686           邮箱： cheny@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振动加速度计校准能力验证

计划 
6000.00 

参照加速度传感器测量审核费用确定价

格。 

联系人：   左爱斌        电话：  010-64524605           邮箱： zuoab@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发动机转速表校准能力验证计

划 
5400 

参照发动机转速表测量审核项目收费确定

价格。 

联系人：   白杰         电话：  010-64524648           邮箱： baijie@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十、硬度参数校准 

 

十一、工作玻璃浮计校准 

 

十二、石油产品相关检测 

1 移液器容积校准能力验证计划 

收费单价：3000元/支 

（按照能力验证计划

项目的样品数量确定

最终收费价格） 

参照移液器测量审核项目收费标准，

结合样品数量、成本等，确定 3000

元/支的收费单价。（能力验证计划

项目的收费按照使用的样品数量确定

最终收费价格。） 

2 计量罐容积校准能力验证计划 8000 参照计量罐测量审核收费确定价格。 

联系人： 佟林           电话：010-64524649            邮箱： tonglin@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洛氏硬度计校准能力验证 3000.0 参照洛氏硬度计测量审核费用确定价格。 

2 显微维氏硬度计测量能力验证 3000.0 参照维氏硬度计测量审核费用确定价格。 

3 里氏硬度计校准能力验证 4000.0 参照里氏硬度计测量审核费用确定价格。 

联系人：张峰   电话：010-64524624   邮箱：zhangf@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工作玻璃浮计校准能力验证计

划 
3000.00 

根据制备及运输成本，结合样品数量，确

定价格。 

联系人：时文才      电话：13426290168      邮箱：shiwc@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润滑油蒸发损失（诺亚克法）

检测能力验证计划 
1500 参照测量审核收费确定费用。 

2 
水质石油类（紫外法）检测能

力验证计划 
1500 参照测量审核收费确定费用。 

3 汽油辛烷值检测能力验证计划 1500 参照测量审核收费确定费用。 

4 
柴油十六烷值检测能力验证计

划 
1500 参照测量审核收费确定费用。 

5 
石油产品饱和蒸气压检测能力

验证计划 
1500 参照测量审核收费确定费用。 



 

十三、固体材料骨架密度（真密度）测量 

 

十四、轻质油品中硫元素含量测量 

 

十五、石油产品中氯元素含量测量 

 

十六、质量浓度校准 

 

十七、氮气中硫化氢检测 

联系人：宋小卫            电话： 13070167531            邮箱： songxw@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固体材料骨架密度（真密度）

测量能力验证计划 
2500 

参照真密度测定仪的仪器校准项目的收费

标准确定。 

联系人：王梅玲          电话：15120003182（010-64524994）     邮箱：wangml@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2 
轻质油品中硫元素含量测量能

力验证计划 
1500 

结合检测的参数数量、样品成本、运输等

费用确定收费。 

联系人：张艾蕊     电话：18701547844（010-64524993）     邮箱：zhangairui@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3 
石油产品中氯元素含量测量能

力验证计划 
1500 

结合检测的参数数量、样品成本、运输等

费用确定收费。 

联系人：张艾蕊     电话：18701547844（010-64524993）     邮箱：zhangairui@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PM2.5质量浓度测量仪质量浓

度校准能力验证计划 
12000 

参照 PM2.5质量浓度测量仪质量浓度校准

费用确定。 

2 
气溶胶光度计质量浓度校准能

力验证计划 
4000 

参照气溶胶光度计质量浓度校准费用确

定。 

联系人： 张文阁           电话： 010-64524973            邮箱： zhangwg@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氮气中硫化氢测量能力验证计

划 
3500 

参照标准气体检测收费标准，结合样品成

本、运输等费用确定。 



 

十八、电化学氧测定仪示值误差校准 

 

十九、硫化氢气体检测仪示值误差校准 

 

二十、一氧化碳检测报警器示值误差校准 

 

二十一、转基因玉米、油菜、大豆检测 

联系人：杨柳青            电话：010-64278071             邮箱：yanglq@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电化学氧测定仪示值误差校准 

能力验证计划 
3800 参照示值误差校准能力验证项目收费。 

 联系人：郝静坤、刘沂玲   电话： 010-64228402    邮箱： haojk2008@126.com，liuyil@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硫化氢气体检测仪示值误差校

准能力验证计划 
3800 参照示值误差校准能力验证项目收费。 

联系人：郝静坤、刘沂玲   电话： 010-64228402    邮箱： haojk2008@126.com，liuyil@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一氧化碳检测报警器示值误差

校准能力验证计划 
3800 参照示值误差校准能力验证项目收费。 

联系人：郝静坤       电话： 010-64228402      邮箱： haojk2008@126.com，liuyil@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转基因玉米 MON87427 PCR检

测能力验证计划 
2000 

根据样品制备测试成本、耗材、运费等确

定收费。 

2 
转基因油菜 GT73 PCR 检测能

力验证计划 
2000 

根据样品制备测试成本、耗材、运费等确

定收费。 

3 
转基因大豆 ZH10-6 PCR检测

能力验证计划 
2000 

根据样品制备测试成本、耗材、运费等确

定收费。 

4 
转基因大豆 GTS40-3-2 PCR

检测能力验证计划 
2000 

根据样品制备测试成本、耗材、运费等确

定收费。 

联系人：高运华、王迪    电话： 010-64525062   邮箱： gaoyh@nim.ac.cn: wangdi@nim.ac.cn 

mailto:haojk2008@126.com
mailto:haojk2008@126.com
mailto:haojk2008@126.com
mailto:haojk2008@126.com
mailto:haojk2008@126.com
mailto:haojk2008@126.com
mailto:gaoyh@nim.ac.cn


 

二十二、新型冠状病毒 N蛋白抗原检测 

 

二十三、奶粉中菌落总数定量测量 

 

二十四、鸡肉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定性检测 

 

二十五、生活饮用水中菌落总数检测 

 

二十六、生活饮用水中总大肠菌群检测 

 

二十七、拉曼光谱仪拉曼频移检测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新型冠状病毒 N 蛋白抗原检

测能力验证计划 
3000 

参照新冠病毒核酸测量能力验证的收费，

同时结合计划的样品成本、运输、存储等

等方面，综合考虑，最后确定价格。 

联系人：武利庆    电话：010-64525068  邮箱：wulq@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奶粉中菌落总数定量测量能力

验证计划 
2000 

根据样品成本、耗材、运费等确定收费标

准。 

联系人： 刘思渊       电话：010-64526364     邮箱： liusy@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鸡肉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

菌定性检测能力验证计划 
2000 

根据样品成本、耗材、运费等确定收费标

准。 

联系人： 刘思渊       电话：010-64526364     邮箱： liusy@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生活饮用水中菌落总数检测能

力验证计划 
1500 根据样品成本、耗材等确定收费标准。 

联系人：傅博强 李曼莉   电话：010-64526364  邮箱： fubq@nim.ac.cn，limanli@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生活饮用水中总大肠菌群检测

能力验证计划 
1500 根据样品成本、耗材等确定收费标准。 

联系人：傅博强 李曼莉   电话：010-64526364  邮箱： fubq@nim.ac.cn，limanli@nim.ac.cn 

mailto:fubq@nim.ac.cn
mailto:fubq@nim.ac.cn


 

二十八、微纳米尺度膜厚检测 

 

二十九、硫酸奎宁溶液荧光量子效率和荧光相对强度检测 

 

三十、石墨烯材料结构、组成及性能测量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拉曼光谱仪拉曼频移测量能力

验证计划 
6460 

结合校准的参数数量、所使用的标准物质

成本等费用确定收费标准。 

联系人：姚雅萱，任玲玲   电话：15901522697，13717873748     邮箱：yaoyx@nim.ac.cn; 

renll@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微纳尺度膜厚椭圆偏振法测量

能力验证计划 

15000 

（膜厚测量范围

1nm-10nm） 

结合校准的参数数量、所使用的标准物质

成本等费用确定收费标准。 

10200 

（膜厚测量范围

10nm-100nm） 

结合校准的参数数量、所使用的标准物质

成本等费用确定收费标准。 

12000 

（膜厚测量范围

100nm-1000nm） 

结合校准的参数数量、所使用的标准物质

成本等费用确定收费标准。 

联系人：高慧芳，任玲玲   电话：13426262761，13717873748    邮箱：gaohf@nim.ac.cn; 

renll@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硫酸奎宁溶液荧光量子效率绝

对法测量能力验证计划 
21000 

结合校准的参数数量、所使用的样品成

本、样品封装、运输等费用确定收费标

准。 

2 
硫酸奎宁溶液荧光相对强度测

量能力验证计划 
19000 

结合校准的参数数量、所使用的样品成

本、样品封装、运输等费用确定收费标

准。 

联系人：贾志立，任玲玲 电话：18810782729，13717873748 邮箱：jiazl@nim.ac.cn; renll@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mailto:yaoyx@nim.ac.cn
mailto:jiazl@nim.ac.cn


1 
石墨烯材料结构、组成及性能

测量能力验证计划 

9000 

（石墨烯材料拉

曼光谱测量能力

验证计划） 

结合校准的参数数量、所使用的标准物质

成本、石墨烯样品成本等费用确定收费标

准。 

9000 

（石墨烯材料晶

体结构 X 射线衍

射测量能力验证

计划） 

结合校准的参数数量、所使用的标准物质

成本、石墨烯样品成本等费用确定收费标

准。 

13000 

（石墨烯材料厚

度原子力显微镜

测量能力验证计

划） 

结合校准的参数数量、所使用的标准物质

成本、石墨烯样品成本等费用确定收费标

准。 

15000 

（石墨烯材料结

构透射电镜测量

能力验证计划） 

结合校准的参数数量、所使用的标准物质

成本、石墨烯样品成本等费用确定收费标

准。 

13000 

（石墨烯材料尺

寸扫描电镜测量

能力验证计划） 

结合校准的参数数量、所使用的标准物质

成本、石墨烯样品成本等费用确定收费标

准。 

11000 

（石墨烯材料碳

氧比 X 射线光电

子能谱测量能力

验证计划） 

结合校准的参数数量、所使用的标准物质

成本、石墨烯样品成本等费用确定收费标

准。 

10000 

（石墨烯材料功

能基团红外光谱

测量能力验证计

划） 

结合校准的参数数量、所使用的标准物质

成本、石墨烯样品成本等费用确定收费标

准。 

10000 

（石墨烯材料电

阻率测量能力验

结合校准的参数数量、所使用的标准物质

成本、石墨烯样品成本等费用确定收费标

准。 



 

三十一、雷电冲击电压测量 

 

三十二、医用 X 射线 CT模体参数校准 

 

 

注：2022年部分能力验证计划项目的收费请您查阅《2021年能力验证计划及收费》。 

证计划） 

9000 

（石墨烯材料比

表面积测量能力

验证计划） 

结合校准的参数数量、所使用的标准物质

成本、石墨烯样品成本等费用确定收费标

准。 

联系人：姚雅萱，任玲玲  电话：15901522697，13717873748   邮箱：yaoyx@nim.ac.cn; 

renll@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雷电冲击电压校准能力验证计

划 
20000 

高压设备尺寸数米至数十米，重量数百千

克至数吨。参照冲击电压测量系统校准收

费标准，结合设备（样品）成本、运输保

险等费用确定此收费标准。 

联系人：赵伟         电话： 010- 64524535          邮箱： zhaowei@nim.ac.cn 

序号 计划名称 费用（元） 收费说明 

1 
医用 X射线 CT模体参数校准

能力验证计划 
10000 

参照 CT模体单个参数校准收费标准，结合

能力验证计划项目中参数校准的数量、样

品成本、耗材、运输等确定收费标准。 

联系人：李孟飞           电话：15201135105             邮箱： limf@nim.ac.cn 

mailto:yaoyx@nim.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