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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  铸铁平尺 GB/T24760-2009 铸铁平尺  

2  建筑用电子水平尺 JG142-2002 建筑用电子水平尺  

3  游标、带表和数显

万能角度尺  

GB/T6315-2008 

 

游 标 、 带 表 和 数 显 万

能角度尺  

 

4  游标、带表和数显

卡尺  

GB/T 21389-2008 

 

游 标 、 带 表 和 数 显 卡

尺  

 

5  游标、带表和数显

深度卡尺  

GB/T 21388-2008 

 

游 标 、 带 表 和 数 显 深

度卡尺  

 

6  游标、带表和数显

齿厚卡尺  

GB/T6316-2008 

 

游 标 、 带 表 和 数 显 齿

厚卡尺  

 

7  游标、带表和数显

高度卡尺  

GB/T 21390-2008 

 

游 标 、 带 表 和 数 显 高

度卡尺  

 

8  外径千分尺 GB/T1216-2004 外径千分尺  

9  公法线千分尺 GB/T1217-2004 公法线千分尺  

10  深度千分尺 GB/T1218-2004 深度千分尺  

11  壁厚千分尺 GB/T6312-2004 壁厚千分尺  

12  尖头千分尺 GB/T6313-2004 尖头千分尺  

13  杠杆千分尺 GB/T8061-2004 杠杆千分尺  

14  两点内径千分尺 GB/T8177-2004 两点内径千分尺  

15  指示表 GB/T1219-2008 指示表  

16  杠杆指示表 GB/T8123-2007 杠杆指示表  

17  内径指示表 GB/T8122-2004 内径指示表  

18  方箱尺寸 JB/T3411.56-1999 方箱 尺寸  

19  V 形块（架） JB/T8047-2007 V 形块（架）  

20  电子水平仪 GB/T20920-2007 电子水平仪  

21  合像水平仪 GB/T22519-2008 合像水平仪  

22  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 

公称值 Ra≤50μ m 

GB/T6060.1-1997 

GB/T6060.2-2006 

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铸造

表面 

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磨、

车、镗、铣、插及刨加工

表面 

 

 

 

 



 

通过资质认定-计量认证项目表 

 

检验地址：济南市千佛山东路 28 号                                         共 55 页 第 6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23  磁性和涡流式覆层厚

度测量仪 

JB/T8393-1996 磁性和涡流式覆层厚度测

量仪 

 

24  坐标测量机 JB/T9338-1999 

GB/T16857.2-2006 

 

 

 

 

 

GB/T16857.4-2003 

 

 

 

GB/T16857.5-2004 

坐标测量机 技术要求 

产 品 几 何 技 术 规 范

(GPS) 坐标测量机 的

验 收 检 测 和 复 检 检 测  

第 2 部分 : 用于测量

尺寸的坐标测量机  

产 品 几 何 量 技 术 规 范

（GPS） 坐标测量机的验

收检测和复检检测 第4部

分：   在扫描模式下使用

的坐标测量机 

产 品 几 何 量 技 术 规 范

(GPS)坐标测量机的验收

检测和复检检测 第 5 部

分：使用多探针探测系统

的坐标测量机 

 

25  钢平尺和岩石平尺 GB/T24761-2009 钢平尺和岩石平尺  

26  机床检验 数控轴线的

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

精度 

GB/T17421.2-2000 机床检验通则  第2部分：

数控轴线的定位精度和重

复定位精度的确定 

 

27  机床检验 数控机床的

圆检验 

GB/T17421.4-2003 机床检验通则  第4部分：

数控机床的圆检验 

 

28  圆锥螺纹量规 JB/T 10031-1999 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量规  

29  GPS 接收机 GB/T 18314-2009 

 

CH 8016-1995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

规范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

型接收机检定规程 

 

30  机械天平 GB/T25107-2010 

OIML R76-2006 

机械天平 

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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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杠杆式吨位天平 GB7898-1987 

OIML R76-2006 

杠杆式吨位天平 

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32  电子天平 GB/T26497-2011 

OIML R76-2006 

电子天平 

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 

 

33  架盘天平 QB/T2087-2016 

OIML R76-2006 

架盘天平 

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 

 

34  托盘扭力天平 QB/T 30437-2013 

OIML R76-2006 

托盘扭力天平 

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 

 

35  非自行指示秤 GB/T335-2002 

OIML R76-2006 

非自行指示秤 

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 

 

36  弹簧度盘秤 GB/T11884-2008 

OIML R76-2006 

弹簧度盘秤 

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 

 

37  人体秤 QB/T2065-1994 

OIML R76-2006 

人体秤 

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 

 

38  电子吊秤 GB/T11883-2002 

OIML R76-2006 

电子吊秤 

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 

 

39  固定式电子秤 GB/T7723-2008 

OIML R76-2006 

固定式电子衡器  

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 

 

40  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 GB/T 28013-2011 

OIML R107-2007 

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 

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 

 

41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 GB/T 27738-2011 

OIML R61-2004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 

 

42  连 续 累 计 自 动 衡

器（电子皮带秤） 

GB/T7721-2007 

 

OIML R50-1997 

连 续 累 计 自 动 衡 器

（电子皮带秤）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 

 

43  核子皮带秤 EJ/T784-1993 核子皮带秤  

44  电子台案秤 GB/T7722-2005 

OIML R76-2006 

电子台案秤 

非自动衡器 

 

45  砝码 GB/T4167-2011 砝码  

46  抗震压力表 JB/T6804-2006 抗震压力表  



 

通过资质认定-计量认证项目表 

 

检验地址：济南市千佛山东路 28 号                                         共 55 页 第 8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47  电接点压力表 JB/T9273-1999 电接点压力表  

48  一般压力表 GB/T1226-2010 一般压力表  

49  精密压力表 GB/T1227-2010 精密压力表  

50  膜盒压力表 JB/T9274-1999 膜盒压力表  

51  数字压力表 JB/T7392-2006  数字压力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52  液体活塞式压力计 GB/T 30432-2013 液体活塞式压力计  

53  液体压力计 JB/T 6803.1-1993 液体压力计 一般杯形、U

形压力计 

 

54  压力传感器 GB/T 15478-2015 

GB/T 18806-2002 

 

压力传感器性能试验方法 

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总规

范 

 

55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

检验 

JJF1070-2005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

检验规则 

 

56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

计量检验  肥皂 

JJF 1070.1-2011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

检验规则  肥皂 

 

57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

计量检验 小麦粉 

JJF 1070.2-2011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

检验规则 小麦粉 

 

58  食品和化妆品包装计

量检验 

JJF 1244-2010 食品和化妆品包装计量检

验规则 

 

59  补偿式微压计 JB/T 6800-1993 补偿微压计  

60  倾斜式微压计 JB/T 9276-1999 倾斜式微压计  

61  摆锤式冲击试验机 GB/T3808-2002 摆锤式冲击试验机的检验  

62  液压式压力试验机 GB/T3159-2008 液压式万能试验机  

63  机械式拉力试验机 JB/T9375-2014 机械式拉力试验机 技术条

件 

 

http://www.qualityinfo.com.cn/xiangguest.asp?hao=JB/T%209274-1999%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http://www.qualityinfo.com.cn/xiangguest.asp?hao=JB/T%207392-1994%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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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液压式万能试验机 GB/T3159-2008 液压式万能试验机  

65  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 GB/T16826-2008 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  

66  电液式水泥压力试验

机 

JB/T8763-2013 电液式水泥压力试验机 技

术条件 

 

67  电子万能试验机 GB/T16491-2008 电子式万能试验机  

68  水泥胶砂电动抗折试验

机 

JC/T724-2005 水泥胶砂电动抗折试验机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69  弹簧拉压试验机 JB/T7796-2005 弹簧拉压试验机  

70  扭转试验机 JB/T9370-2015 扭转试验机  技术条件  

71  称重传感器 GB/T7551-2008 称重传感器  

72  热水水表 

（口径 DN50～DN300，

流 量 0.1m
3
/h ～

600m
3
/h） 

GB/T 778.1-2007 

 

GB/T 778.2-2007 

 

GB/T 778.3-2007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1 部分:规范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2 部分:安装要求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3 部分:试验方法和试验

设备 

 

73  热量表 

（口径 DN50～DN300，

流 量 0.1m
3
/h ～

600m
3
/h） 

CJ 128-2007 

GB/T 32224-2015 

热量表 

热量表 

 

74  涡轮流量计 

（口径 DN25～DN300，

流量 1m
3
/h～5000m

3
/h） 

GB/T 18940-2003 封闭管道中气体流量的测

量涡轮流量计 

 

75  涡街流量计 

（口径 DN25～DN300，

流量 1m
3
/h～5000m

3
/h） 

JB/T 9249-2015 涡街流量计 

 

76 * 大气采样器 

（ 流 量 范 围

HJ/T 375-2007 环境空气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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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l/min～30m
3
/h） 

77  实验室 pH 计 GB/T11165-2005 实验室 pH 计  

78  可见分光光度计 GB/T26810-2011 可见分光光度计  

79  工业电导率仪 JB/T6855-1993 工业电导率仪  

80  实验室气相色谱仪 GB/T30431-2013 实验室气相色谱仪  

81  实验室电导率仪 JB/T9366-1999 实验室电导率仪  

82  火焰光度计 JB/T10058-2000 火焰光度计技术条件  

83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GB/T26798-2011 

 

GB/T26813-2011 

单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 

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84  示波极谱仪 JB/T5224-1991 示波极谱仪技术条件  

85  总有机碳（TOC）水质

自动分析仪 

HJ/T104-2003 总有机碳（TOC）水质自动

分析仪 

 

86  测色色差计 JB/T5595-1991 测色色差计  

87  浊度水质自动分析仪 HJ/T98-2003 浊度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

要求 

 

88  旋光仪 JB/T5593-1991 旋光仪  

89  汽车排气分析仪 JT/T386-2004 汽车排气分析仪  

90  滤纸式烟度计 GB/T11798.5-2001 机动车安全检测设备检定

技术条件第 5 部分：滤纸式

烟度计检定技术条件 

 

91  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 HJ/T 101-2003 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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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化学需氧量（COD）测

定仪 

GB/T32208-2015 化学需氧量（COD）测定仪  

93  可燃气体探测器 GB15322-2003 可燃气体探测器  

94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

测报警仪 

GB12358-2006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

警仪通用技术要求 

 

95  警用强光手电 GA 883-2010 公安单警装备  警用强光

手电 

 

96  普通照明用 LED 模块 GB/T24824-2009 

 

普通照明用 LED 模块测试

方法 

 

97  整体式 LED 路灯 LB/T001-2009 整体式 LED 路灯的测量方

法 

 

98  道路交通信号灯 GB14887-2011 道路交通信号灯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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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

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 

GB 4343.1-2009 

 

 

CISPR 14-1:2005+A1:2008+A2:2011 

 

 

EN 55014-1:2006+A1:2009+A22011 

 

 

GB/T 4343.2-2009 

 

 

CISPR 14-2：2015 

 

 

 

EN 55014-2：2015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

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 1

部分：发射 

电磁兼容性.家用电器、电

动工具和类似电器的要求.

第 1 部分:发射 

电磁兼容性.家用电器、电

动工具和类似电器的要求.

第 1 部分:发射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

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 2

部分：抗扰度 

电磁兼容性.家用电器、电

动工具和类似电器的要求.

第 2 部分:抗扰性.产品系

列标准 

电磁兼容性.家用电器、电

动工具和类似电器的要求.

第 2 部分:抗扰性.产品系

列标准 

 

100  信息技术设备电磁兼

容 

GB/T 9254-2008 

 

CISPR 22-2008 

 

EN 55022-2010 

 

GB/T 17618-2015 

 

CISPR 24:2010+A1:2015 

 

EN 55024:2010+A1:2015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

扰限制和测量方法 

信息技术设备.无线电干扰

特性.极限值和测量方法 

信息技术设备.无线电干扰

特性.极限值和测量方法 

信息技术设备抗扰度限值

和测量方法 

信息技术设备.抗扰性.限

值和测量方法 

信息技术设备.抗扰性.限

值和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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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车辆、船和内燃机设备

电磁兼容 

GB/T 18655-2010 

 

 

CISPR 25-2008 

 

 

EN 55025- 2008 

车辆、船和内燃机 无线电

骚扰特性 用于保护车载接

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车辆、船和内燃机 无线电

骚扰特性 用于保护车载接

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车辆、船和内燃机 无线电

骚扰特性 用于保护车载接

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102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

境中使用的电气和电

子设备电磁兼容 

GB/T 17799.1-1999 

 

 

IEC 61000-6-1-2005 

 

 

EN 61000-6-1-2007 

 

 

GB 17799.3-2012 

 

 

IEC 61000-6-3:2006+A1:2010 

 

 

EN61000-6-3-2007+A1:2011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

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抗

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性(EMC) 第 6-1

部分:通用标准.居住、商业

和轻工业环境的抗扰性 

电磁兼容性(EMC).第 6-1

部分:通用标准.住宅、商业

和轻工业环境的抗扰度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

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发

射 

电磁兼容性.第 6-3 部分:总

标准.住宅区、商业区和轻工

业环境中的发射标准 

电磁兼容性.第 6-3 部分:

通用标准.居住、商业和轻

工业环境中的发射标准 

 

103  工业环境中使用的电

气和电子设备电磁兼

容 

GB/T 17799.2-2003 

 

IEC 61000-6-2-2005 

 

 

EN 61000-6-2-2005 

 

GB 17799.4-2012 

 

IEC 61000-6-4:2006+A1:2010 

 

 

EN61000-6-4-2007+A1:2011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

环境中的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性(EMC).第 6-2

部分:通用标准.工业环境

抗扰度 

电磁兼容性.第 6-2 部分:

通用标准.工业环境抗扰度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

环境中的发射标准 

电磁兼容性(EMC).第 6-2

部分:通用标准.工业环境

中的发射标准 

电磁兼容性(EMC).第 6-4

部分:一般标准.工业环境

中的发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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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04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

的电设备电磁兼容 

GB/T 18268.1-2010 

 

 

IEC 61326-1：2012 

 

 

EN 61326-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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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

设备.电磁兼容性要求.第

1 部分：一般要求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

设备.电磁兼容性要求.第

1 部分：一般要求 

 

105  工业用货车电磁兼容 EN12895-2015 工业用货车：电磁兼容性  

106  一般照明用设备电磁

兼容抗扰度 

GB/T 18595-2014 

 

IEC 61547-2009 

 

EN 61547-2009 

一般照明用设备电磁兼容

抗扰度要求 

一般照明用设备 电磁兼容

性(EMC)抗扰度要求 

普通照明设备.EMC 抗干扰

要求 

 

107  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

器具有关人体辐射的

电磁场测量 

IEC 62233-2005 

 

 

EN 62233-2008 

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器具

有关人体辐射的电磁场测

量方法 

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器具

有关人体辐射的电磁场测

量方法 

 

108 * 集成电路（IC）卡读写

机 

GB/T 18239－2000 集成电路（IC）卡读写机通

用规范 

 

109  金锭 GB/T 4134-2015 金锭  

110  银 GB/T 4135-2002 银  

111  金箔 QB/T 1734-2008 金箔  

112  高纯金 GB/T 25933-2010 高纯金  

113  钻石分级 GB/T 16554-2010 钻石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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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14 * 饰品 标识 GB/T 31912-2015 饰品 标识  

115 * 足金饰品 DB37/T 2011-2015 足金首饰  

116 * 银质内胆杯具 DB37/T 993-2015 银质内胆杯具  

117 * 泰山玉 DB37/T 2417-2013 泰山玉  

118 * 钻石饰品评价规则 DB37/T 2347-2013 钻石饰品评价规则  

119 * 翡翠饰品评价规则 DB37/T 2010-2011 翡翠饰品评价规则  

120 铸铁平板（平台） 

 

GB/T22095-2008 

 

铸铁平板 不能检：平面波动量、

加载后挠度共 2 项 

(1) 外观、缺陷 GB/T22095-2008 铸铁平板 

(2) 材料 GB/T22095-2008 铸铁平板  

(3) 工作面的精加工 GB/T22095-2008 铸铁平板  

(4) 优选尺寸 GB/T22095-2008 铸铁平板  

(5) 平面度公差 GB/T22095-2008 铸铁平板  

(6) 手柄 GB/T22095-2008 铸铁平板  

(7) 夹紧方式 GB/T22095-2008 铸铁平板  

(8) 标志 GB/T22095-2008 铸铁平板  

121 

 

岩石平板 

 

GB/T20428-2006 

 

岩石平板 

 

不能检：材料、刚度

共 2 项 

(1) 优选尺寸 GB/T20428-2006 岩石平板  

(2) 工作面的精加工 GB/T20428-2006 岩石平板  

(3) 一般性能 GB/T20428-2006 岩石平板  

(4) 准确度——平面度允

差 

GB/T20428-2006 岩石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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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护罩 GB/T20428-2006 岩石平板  

(6) 标志 GB/T20428-2006 岩石平板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22 金属直尺 GB/T9056-2004 金属直尺 不能检：材料、硬度

共 2 项 (1) 外观 GB/T9056-2004 金属直尺 

(2) 表面粗糙度 GB/T9056-2004 金属直尺 
 

(3) 标尺 GB/T9056-2004 金属直尺 
 

(4) 垂直度误差 GB/T9056-2004 金属直尺 
 

(5) 直线度误差 GB/T9056-2004 金属直尺 
 

(6) 平面度误差 GB/T9056-2004 金属直尺 
 

(7) 平行度误差 GB/T9056-2004 金属直尺 
 

(8) 示值误差 GB/T9056-2004 金属直尺 
 

(9) 标志与包装 GB/T9056-2004 金属直尺 
 

123 钢卷尺 QB/T2443-2011 钢卷尺 不能检：材料、硬度、

尺带表面质量共 3 项 

(1) 尺带的精度等级和尺

带允许示值误差 

QB/T2443-2011 钢卷尺 
 

(2) 尺带直线度 QB/T2443-2011 钢卷尺  

(3) 尺带挺直度 QB/T2443-2011 钢卷尺  

(4) 尺带线纹 QB/T2443-2011 钢卷尺  

(5) 尺盒表面质量 QB/T2443-2011 钢卷尺  

(6) 装配性能 QB/T2443-2011 钢卷尺  

124 孔板 GB/T2624.2-2006 用安装在圆形截面管道中

的差压装置测量满管流体

流量 第 2 部分：孔板 

不能检：取压口、孔

板的系数及相应的不

确定度、压力损失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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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形状 GB/T2624.2-2006 用安装在圆形截面管道中

的差压装置测量满管流体

流量 第 2 部分：孔板 

3 项 

(2) 上游端面 A GB/T2624.2-2006 用安装在圆形截面管道中

的差压装置测量满管流体

流量 第 2 部分：孔板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3) 下游端面 B GB/T2624.2-2006 用安装在圆形截面管道中

的差压装置测量满管流体

流量 第 2 部分：孔板 

 

(4) 孔板厚度 E 和节流孔厚

度 e 

GB/T2624.2-2006 用安装在圆形截面管道中

的差压装置测量满管流体

流量 第 2 部分：孔板 

 

(5) 斜角α  GB/T2624.2-2006 用安装在圆形截面管道中

的差压装置测量满管流体

流量 第 2 部分：孔板 

 

(6) 边缘 G、H和 I GB/T2624.2-2006 用安装在圆形截面管道中

的差压装置测量满管流体

流量 第 2 部分：孔板 

 

(7) 节流孔直径 d GB/T2624.2-2006 用安装在圆形截面管道中

的差压装置测量满管流体

流量 第 2 部分：孔板 

 

(8) 双向孔板 GB/T2624.2-2006 用安装在圆形截面管道中

的差压装置测量满管流体

流量 第 2 部分：孔板 

 

(9) 材料和制造 GB/T2624.2-2006 用安装在圆形截面管道中

的差压装置测量满管流体

流量 第 2 部分：孔板 

 

125 光学（电子）经纬仪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不能检：望远镜透过

系数和望远镜杂光系

数共 2 项 (1)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

偏差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2) 一测回竖直角标准偏

差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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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测回水平方向二倍

照准差变化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4) 竖直度盘指标差变化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5) 光学测微器行差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6) 

 

竖直度盘指标自动归

零补偿器的补偿误差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7) 

 

竖直度盘在水平方向

的偏心分量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8) 

 

望远镜调焦时视轴的

变化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9) 望远镜视距乘常数误

差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10) 望远镜分辨力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11) 望远镜像质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12) 望远镜旋转性能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13) 光学分划件质量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14) 读数显微镜像质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15) 仪器外观质量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16) 

 

脚螺旋与仪器座及底

板连接的稳定性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17) 光学对点器最短视距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18) 

 

光学对点器视轴相对

于竖轴的同轴度误差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19) 

 

在 20℃±5℃环境下经

纬仪被测手轮在任意

位置上其静摩擦力矩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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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望远镜放大率及有效

孔径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21) 

 

仪器轴系连续工作的

概率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22) 经纬仪工作温度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23) 运输、环境试验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24) 

 

望远镜视轴相对于横

轴的垂直度误差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25) 

 

横轴相对于竖轴的垂

直度误差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26) 

 

照准部水准器轴相对

于竖轴的垂直度误差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27) 圆形水准器轴相对于

竖轴的平行度误差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28) 望远镜分划板竖丝的

铅垂线 
GB/T 3161-2015 光学经纬仪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26 水准仪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不能检：望远镜透过系

数共 1项 
(1) 1km 往返水准测量标准

偏差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2) 望远镜放大率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3) 望远镜的分辨力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4) 望远镜物镜有效孔径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5) 望远镜调焦运行误差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6) 望远镜的像差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7) 望远镜视距乘常数误

差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8) 竖轴置中误差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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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测微器的全程行差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10) i 角(视准线)误差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11) 电子水准仪的电子测

距误差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12) 电子水准仪最大测程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13) i 角的变化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14) 自动安平水准仪补偿

器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15) 工作温度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16) 外观质量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7) 光学零件质量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18) 运转机构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19) 显示部件、按键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20) 连续冲击试验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21) 抗运输试验 GB/T 10156-2009 水准仪  

127* 产品形状和位置误差

检测 

GB/T 1958-2004 

 

GB/T 11337-2004 

GB/T 11336-2004 

GB/T 7235-2004 

 

 

GB/T 10610-2009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形状和位置公差 检测规定 

平面度误差检测 

直线度误差检测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评定圆度误差的方法 半径

变化量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表面结构、轮廓法评定表面

三坐标测量机不能

检：长超过 1000mm，

宽超过 700mm，高超

过 700mm 。 

参数 15不能检:Ra超

过 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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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规则和方法 

(1) 直线度 

GB/T 1958-2004 

 

GB/T 11336-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形状和位置公差 检测规定 

直线度误差检测 

 

(2) 平面度 

GB/T 1958-2004 

 

GB/T 11337-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形状和位置公差 检测规定 

平面度误差检测 

 

(3) 圆度 

GB/T 1958-2004 

 

GB/T 7235-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形状和位置公差 检测规定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评定圆度误差的方法 半径

变化量 

 

(4) 圆柱度 
GB/T 1958-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形状和位置公差 检测规定 

 

(5) 线轮廓度 
GB/T 1958-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形状和位置公差 检测规定 

 

(6) 面轮廓度 
GB/T 1958-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形状和位置公差 检测规定 

 

(7) 平行度 
GB/T 1958-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形状和位置公差 检测规定 

 

(8) 垂直度 
GB/T 1958-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形状和位置公差 检测规定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9) 倾斜度 GB/T 1958-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形状和位置公差 检测规定 

 

(10) 同轴度 GB/T 1958-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形状和位置公差 检测规定 

 

(11) 对称度 GB/T 1958-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形状和位置公差 检测规定 

 

(12) 位置度 GB/T 1958-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形状和位置公差 检测规定 

 

(13 圆跳动 GB/T 1958-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形状和位置公差 检测规定 

 

(14) 全跳动 GB/T 1958-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形状和位置公差 检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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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表面粗糙度 GB/T 10610-2009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表面结构、轮廓法评定表面

结构的规则和方法 

 

128 条式和框式水平仪 GB/T 16455-2008 条式和框式水平仪 不能检：材料共 1 项 

（1） 外观 GB/T 16455-2008 条式和框式水平仪  

（2） 相互作用 GB/T 16455-2008 条式和框式水平仪  

（3） 工作面的表面粗糙度 GB/T 16455-2008 条式和框式水平仪  

（4） 标尺标记 GB/T 16455-2008 条式和框式水平仪  

（5） 气泡长度 GB/T 16455-2008 条式和框式水平仪  

（6） 工作面平面度 GB/T 16455-2008 条式和框式水平仪  

（7） 零位误差  GB/T 16455-2008 条式和框式水平仪  

（8） 偏斜误差 GB/T 16455-2008 条式和框式水平仪  

（9） 分度值误差 GB/T 16455-2008 条式和框式水平仪  

129 螺纹量规 GB/T 3934-2003 普通螺纹量规技术条件 不能检：材料共 1 项 

（1） 外观 GB/T 3934-2003 普通螺纹量规技术条件  

（2） 相互作用 GB/T 3934-2003 普通螺纹量规技术条件  

（3） 硬度、表面粗糙度 GB/T 3934-2003 普通螺纹量规技术条件  

（4） 螺纹倒钝 GB/T 3934-2003 普通螺纹量规技术条件  

（5） 检测参数 GB/T 3934-2003 普通螺纹量规技术条件  

130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

器 

GB/T21296-2007 

OIMLR134-2006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不能检：直流电源电

压变化、电池供电电

压变化、车载电池供

电、直流供电的抗干

扰不能检共 4 项 

(1) 零点 GB/T21296-2007 

OIMLR134-2006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2) 集成控制衡器的静态

试验 

GB/T21296-2007 

OIMLR134-2006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3) 附加功能检查 GB/T21296-2007 

OIMLR134-2006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4) 影响因子试验 GB/T21296-2007 

OIMLR134-2006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5) 干扰试验 GB/T21296-2007 

OIMLR134-2006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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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场称量测试 GB/T21296-2007 

OIMLR134-2006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131 电子称重仪表 GB/T7724-2008 

OIML R76-2006 

电子称重仪表 

非自动衡器 

不能检：由公路车辆提

供供电电源衡器的特殊

EMC 试验共 1 项 (1) 零点检查 GB/T7724-2008 

OIML R76-2006 

电子称重仪表 

非自动衡器 

(2) 称量测试 GB/T7724-2008 

OIML R76-2006 

电子称重仪表 

非自动衡器 

 

(3) 除皮测试 GB/T7724-2008 

OIML R76-2006 

电子称重仪表 

非自动衡器 

 

(4) 影响量测试 GB/T7724-2008 

OIML R76-2006 

电子称重仪表 

非自动衡器 

 

(5) 抗干扰性能试验 GB/T7724-2008 

OIML R76-2006 

电子称重仪表 

非自动衡器 

 

(6) 量程稳定性测试 GB/T7724-2008 

OIML R76-2006 

电子称重仪表 

非自动衡器 

 

(7) 软件的检查 GB/T7724-2008 

OIML R76-2006 

电子称重仪表 

非自动衡器 

 

(8) 电气安全性测试 GB/T7724-2008 

OIML R76-2006 

电子称重仪表 

非自动衡器 

 

(9) 运输包装测试 GB/T7724-2008 

OIML R76-2006 

电子称重仪表 

非自动衡器 

 

(10) 结构防护能力测试 GB/T7724-2008 

OIML R76-2006 

电子称重仪表 

非自动衡器 

 

132 压力变送器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
方法 

不能检：始终漂移、

长期漂移、阶跃响应、

频率响应、冲击、过

程流体的温度、过程

流体流经变送器的流

量、管线静压的影响、

清洗气体流经变送器

的流量等共 24 项 

(1) 基本误差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方
法 

(2) 非线性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方
法 

(3) 回差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方

法 

(4) 不重复性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方

法 

(5) 死区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方

法 

(6) 环境温度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方

法 

(7) 湿度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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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方

法 

(8) 振动（正弦）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方

法 

 

(9) 安装位置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方

法 

(10) 过范围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方

法 

(11) 加速工作寿命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方

法 

(12) 绝缘电阻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方

法 

(13) 绝缘强度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方

法 

(14) 输出负载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方

法 

(15) 电源电压和频率变化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方

法 

(16) 电源电压降低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方

法 

(17) 电源电压短时中断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方

法 

(18) 工频磁场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方

法 

(19) 射频电磁场 GB/T17614.1-2008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

器  第 1 部分：性能评定方

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33 

 

汽车、摩托车用仪表 QC/T727-2007 汽车、摩托车用仪表 不能检：磁感应式车

速里程表转矩、电源

反向连接等共 6 项 
(1) 外观 QC/T727-2007 汽车、摩托车用仪表 

(2) 指示状态 QC/T727-2007 汽车、摩托车用仪表 

(3) 基本误差 QC/T727-2007 汽车、摩托车用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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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绝缘耐压性 QC/T727-2007 汽车、摩托车用仪表  

(5) 耐温度变化 QC/T727-2007 汽车、摩托车用仪表  

(6) 温度影响 QC/T727-2007 汽车、摩托车用仪表  

(7) 耐温度、湿度循环变化 QC/T727-2007 汽车、摩托车用仪表  

(8) 耐振动 QC/T727-2007 汽车、摩托车用仪表  

(9) 耐盐雾 QC/T727-2007 汽车、摩托车用仪表  

(10) 防尘 QC/T727-2007 汽车、摩托车用仪表  

(11) 防水（摩托车仪表） QC/T727-2007 汽车、摩托车用仪表  

134 电子式出租汽车计价

器 

CJ 5024-1997 电子式出租汽车计价器 
不能检：磁场敏感度、

电源瞬态敏感度、辐射

敏感度、可靠性要求共

4 项 

(1) 计价功能模式 CJ 5024-1997 电子式出租汽车计价器 

(2) 显示屏 CJ 5024-1997 电子式出租汽车计价器 

(3) 显示屏字符高度 CJ 5024-1997 电子式出租汽车计价器 

(4) 量程及分辨力 CJ 5024-1997 电子式出租汽车计价器  

(5) 计量允许误差 CJ 5024-1997 电子式出租汽车计价器  

(6) 结构及外观 CJ 5024-1997 电子式出租汽车计价器  

(7) 功能 CJ 5024-1997 电子式出租汽车计价器  

(8) 抗汽车电点火干扰能

力 

CJ 5024-1997 电子式出租汽车计价器 
 

(9) 温度 CJ 5024-1997 电子式出租汽车计价器  

(10) 湿度 CJ 5024-1997 电子式出租汽车计价器  

(11) 振动（非包装状态） CJ 5024-1997 电子式出租汽车计价器  

(12) 冲击 CJ 5024-1997 电子式出租汽车计价器  

(13) 倾斜跌落 CJ 5024-1997 电子式出租汽车计价器  

(14) 静电放电敏感度 CJ 5024-1997 电子式出租汽车计价器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35 机动车测速仪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不能检：瞬态抗扰性

共 1 项 

(1) 一般要求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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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技术条件 

(2) 电气部件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3) 测速范围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4) 道路实测误差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5) 速度图像对应性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6) 响应时间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7) 超速车辆捕获率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8) 图像记录要求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9) 计时误差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10) 数据格式规范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11) 号牌识别功能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12) 夜间补光要求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13) 电源适应性要求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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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绝缘性能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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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耐压性能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16) 接触电阻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17) 静电放电抗扰度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18)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

扰度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19) 浪涌抗扰度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20) 电压短时中断抗扰度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21)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

度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22) 高温工作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23) 低温工作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24) 湿热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25) 粉尘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26) 雨淋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27) 震动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28) 冲击 GB/T21255-2007 

GA/T497-2009 

机动车测速仪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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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腰轮流量计 

（口径 DN25～DN300，

流量 1m
3
/h～5000m

3
/h）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不能检：共模干扰和

串模干扰共 2 项 

 

(1) 基本误差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2) 重复性误差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3) 始动流量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4) 压力损失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5) 耐压强度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6) 密封性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7) 过载能力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8) 绝缘电阻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9) 绝缘强度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10) 抗运输贮存环境性能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11) 电子仪表显示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12) 外观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13) 读数装置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14) 电子显示装置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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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膜式煤气表 

（口径 DN300 以下） 

GB/T6968-2011 膜式煤气表 不能检：扭矩对煤气表

性能影响和温度转换

装置误差共 2 项 (1) 外观和指示装置 GB/T6968-2011 膜式煤气表 

(2) 基本误差 GB/T6968-2011 膜式煤气表  

(3) 误差曲线 GB/T6968-2011 膜式煤气表  

(4) 测试元件的标准偏差 GB/T6968-2011 膜式煤气表  

(5) 密封性 GB/T6968-2011 膜式煤气表  

(6) 总压力损失 GB/T6968-2011 膜式煤气表  

(7) 机械压力损失 GB/T6968-2011 膜式煤气表  

(8) 耐久性 GB/T6968-2011 膜式煤气表  

138 IC 卡家用膜式燃气表 

（口径 DN300 以下） 

CJ/T112-2008 

 

IC 卡家用膜式燃气表 

 

不能检：电气性能、

盐雾试验、阀门密封

性和可靠性共 4 项 (1) 外观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2) 工作电源欠压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3) 剩余气量不足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4) 误操作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5) 燃气预购气量及用气

控制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6) 数据保持与恢复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7) 气量累积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8) 电压欠压保护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9) 防护封印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10) 磁干扰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11) 阀门耐用性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12) 卡座耐用性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13) 整机密封性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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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总压力损失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5) 最大允许误差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16) 耐贮存温度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17) 工作温度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18) 恒定湿热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19) 振动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20) 静电保护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21) 对辐射磁场不敏感性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22) 外连接线抗拉力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23) 外壳防护等级 CJ/T112-2008 IC 卡膜式燃气表  

139 粉尘采样器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不能检：工作噪声、

采样准确度、采样效

能、安全性能和外壳

防护共 5 项 

 

(1) 外观与结构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2) 采样流量和采样流量

误差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3) 采样流量稳定性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4) 负载能力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5) 连续工作时间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6) 采样头气密性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7) 流量计准确度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8) 采样时间误差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9) 采样体积显示误差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10) 绝缘电阻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11) 采样口流速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12) 工作温度试验:低温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13) 工作温度试验:高温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14) 储存温度试验:低温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15) 储存温度试验:高温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16) 湿热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17) 振动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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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冲击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19) 跌落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20) 运输性能 GB/T20964-2007 粉尘采样器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40 流量显示仪表 JB/T 2274-2014 流量显示仪表 

不能检:共模干扰和

串模干扰共 2 项 

(1) 模数转换基本误差限 JB/T 2274-2014 流量显示仪表 

(2) 
流量示值的基本误差

限 
JB/T 2274-2014 流量显示仪表 

 

(3) 输出电流基本误差限 JB/T 2274-2014 流量显示仪表 

 

(4) 
总量示值的基本误差

限 
JB/T 2274-2014 流量显示仪表 

 

(5) 示值重复性误差 JB/T 2274-2014 流量显示仪表 

 

(6) 功能要求 JB/T 2274-2014 流量显示仪表 

 

(7) 电源电压和频率变化 JB/T 2274-2014 流量显示仪表 

 

(8) 环境温度 JB/T 2274-2014 流量显示仪表 

 

(9) 湿热 JB/T 2274-2014 流量显示仪表 
 

(10) 机械振动 JB/T 2274-2014 流量显示仪表 
 

(11) 电磁兼容性要求 JB/T 2274-2014 流量显示仪表 
 

(12) 绝缘电阻 JB/T 2274-2014 流量显示仪表 
 

(13) 绝缘强度 JB/T 2274-2014 流量显示仪表 
 

(14) 外观 JB/T 2274-2014 流量显示仪表 
 

(15) 抗运输环境影响 JB/T 2274-2014 流量显示仪表 
 

(16) 连续工作性能 JB/T 2274-2014 流量显示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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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41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

气机 

GB/T 19238-2003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不能检:额定静态压

力试验，工作稳定性

试验共 2 项 

(1) 常规检查 GB/T 19238-2003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2) 气密性试验 GB/T 19238-2003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3) 计量准确度试验 GB/T 19238-2003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4) 重复性试验 GB/T 19238-2003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5) 低温试验 GB/T 19238-2003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6) 高温试验 GB/T 19238-2003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7) 相对湿度适应性试验 GB/T 19238-2003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8) 安全性能试验 GB/T 19238-2003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9) 电源适应能力试验 GB/T 19238-2003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10)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9238-2003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11) 辐射电磁场抗扰度试

验 

GB/T 19238-2003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12)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

扰度试验 

GB/T 19238-2003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13)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

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

验 

GB/T 19238-2003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14) 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9238-2003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15) 掉电复显试验 GB/T 19238-2003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16) 运输试验 GB/T 19238-2003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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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拉断阀试验 GB/T 19238-2003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42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

连续监测系统 

HJ/T76-2007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

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不能检：颗粒物 CEMS

测定范围、颗粒物

CEMS 零点漂移、颗粒

物 CEMS 量程漂移、颗

粒物 CEMS 相关系数、

颗粒物 CEMS 置信区

间半宽、颗粒物 CEMS

允许区间半宽、颗粒

物 CEMS 准确度、流速

连续测量系统精密

度、流速连续测量系

统相对误差 9 个项目 

(1) 外观及结构要求 HJ/T76-2007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

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

方法 

(2) 线性误差 HJ/T76-2007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

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

方法 

(3) 响应时间 HJ/T76-2007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

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

方法 

(4) 零点漂移 HJ/T76-2007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

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

方法 

(5) 量程漂移 HJ/T76-2007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

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

方法 

 

(6) 相对准确度 HJ/T76-2007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

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

方法 

 

143 阿贝折射仪 JB/T 6782-2013 阿贝折射仪 

不能检：数字显示系

统的抗干扰性 1 个项

目 

(1) 阿米西棱镜对钠光偏

折所引起的折射率误

差 

JB/T 6782-2013 阿贝折射仪 

(2) 折射率（nD）的测量准

确度 

JB/T 6782-2013 阿贝折射仪 
 

(3) 折射率（nD）的测量重

复性 

JB/T 6782-2013 阿贝折射仪 
 

(4) 平均色散测量准确度 JB/T 6782-2013 阿贝折射仪  

(5) 工作样块折射率（nD）

的检定极限误差 

JB/T 6782-2013 阿贝折射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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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望远镜和读数系统 JB/T 6782-2013 阿贝折射仪  

(7) 棱镜组件 JB/T 6782-2013 阿贝折射仪 
 

(8) 外观及各部分相互作

用 

JB/T 6782-2013 阿贝折射仪 
 

(9) 耐压 JB/T 6782-2013 阿贝折射仪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0) 泄漏电流 JB/T 6782-2013 阿贝折射仪 
 

(11) 接地阻抗 JB/T 6782-2013 阿贝折射仪 
 

(12) 高温 JB/T 6782-2013 阿贝折射仪 
 

(13) 低温 JB/T 6782-2013 阿贝折射仪 
 

(14) 交变湿热 JB/T 6782-2013 阿贝折射仪 
 

(15) 自由跌落 JB/T 6782-2013 阿贝折射仪 
 

144 降雨自动采样器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不能检：防尘结构中

PH 和电导率项目；采

样器所有雨水经过的

通道应采用对雨水成

份无污染的材料；接

雨漏斗或直入式采样

桶和采样桶应采用对

雨水成份无污染的材

料；采样器的噪声；

采样器平均无故障运

行时间 5 个项目 

(1) 在采样器的明显位置

应有CMC标志和产品铭

牌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2) 采样器完好程度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3) 采样器的外观设计合

理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4) 接雨漏斗或直入式采

样桶离基础面高度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5) 采集混合样或分段样

功能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6) 样品保存功能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7) 自动测量降雨量功能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8) 查询功能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9) 防尘结构设计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10) 感雨器灵敏度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通过资质认定-计量认证项目表 

 

检验地址：济南市千佛山东路 28 号                                         共 55 页 第 35 页 

(11) 接雨漏斗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12) 直入式采样桶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13) 开盖延迟时间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14) 关盖延迟时间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15) 加热装置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6) 降雨量测量误差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17) 采样器适用工作环境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18) 采样器外壳和雨水通

道材料检测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19) 计时误差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20) 供电电源连接导线防

雨性能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21) 绝缘电阻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22) 绝缘强度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23) 漏电保护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24) 电源适应性 HJ/T 174—2005 降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145*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采样器 

HJ9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

测方法 

不能检：PM10采样器切

割性能、参比方法比

对测试、PM10 和 PM2.5

采样器加载测试、噪

声 4 个项目。 

(1) 流量测试 HJ9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

测方法 

(2) 累计标况体积示值误

差 

HJ9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

测方法 

(3) 时钟误差 HJ9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

测方法 

 

 

(4) 温度测量示值误差 HJ9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

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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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5) PM2.5采样器切割性能 HJ9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

测方法 

 

 

(6) PM2.5 采样器参比方法

比对测试 

HJ9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

测方法 

 

 

(7) 平均无故障时间 HJ9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

测方法 

 

 

146*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

系统 

HJ65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 (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

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不能检：PM10采样器切

割器性能、平行性、

参比方法比对测试、

PM10 和 PM2.5 采样器大

气压测量示值误差、

校准膜重复性、环境

条件影响测试、气溶

胶传输效率、加载测

试 8 个项目 

(1) 测量范围 HJ65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 (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

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2) 最小显示单位 HJ65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 (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

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3) 切割器性能 HJ65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 (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

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4) 时钟误差 HJ65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 (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

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5) 温度测量示值误差 HJ65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 (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

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6) 流量测试 HJ65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 (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

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7) 平行性 HJ65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 (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

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8) 参比方法比对测试 HJ65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 (PM1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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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

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9) 有效数据率 HJ653-2013 环境空气颗粒物 (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

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147 露天矿照明 GB50070-2009 矿山电力设计规范 
只测所列参数 

(1) 露天矿照度 GB50070-2009 矿山电力设计规范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48 半导体激光器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只测所列参数 

(1) 输出光功率测试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2) 平均功率测试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3) 峰值功率测试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4) 脉冲能量测试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5) 输出功率不稳定度测试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6) 输出能量不稳定度测试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7) 工作电流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8) 工作电压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9) 阈值电流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10) 斜率效率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11) 电光转换效率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12) 波长-温度漂移系数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13) 峰值波长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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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谱宽度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15) 中心波长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16) 重复频率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17) 脉冲宽度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18) 快轴发散角和慢轴发

散角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19) 边模抑制比 GB/T 31359-2015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方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49 工 业 、 科 学 和 医 疗
（ISM）射频设备电磁
兼容 

GB 4824-2013 
 

 

CISPR 11:2015 
 

 

EN 55011:2009+A1:2010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

射频设备 骚扰特性 限值

和测量方法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用

射频设备 .无线电干扰特

性.极限值和测量方法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用
射频设备 .无线电干扰特
性.极限值和测量方法 

不能检：电磁辐射骚
扰 30MHz 以下部分
共 1 项 

 

(1) 端子骚扰电压 GB 4824-2013 
 

 

CISPR 11:2015 
 
 
EN55011:2009+A1:2010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
射频设备 骚扰特性 限值
和测量方法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用
射频设备.无线电干扰特
性.极限值和测量方法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用
射频设备.无线电干扰特
性.极限值和测量方法 

 

(2) 电磁辐射骚扰 GB 4824-2013 
 

 

CISPR 11:2015 
 
 
EN55011:2009+A1:2010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
射频设备 骚扰特性 限值
和测量方法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用
射频设备.无线电干扰特
性.极限值和测量方法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用
射频设备.无线电干扰特
性.极限值和测量方法 

 

150 医用电气设备电磁兼

容  

YY 0505-2012 

 

 

IEC 60601-1-2：2014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电

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不能检：电磁辐射骚

扰 30MHz 以下部分共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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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60601-1-2-2015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1) 端子骚扰电压 YY 0505-2012 

 

 

IEC 60601-1-2：2014 

 

 

 

EN 60601-1-2-2015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电

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2) 电磁辐射骚扰 YY 0505-2012 
 
 
IEC 60601-1-2：2014 
 
 
 
EN 60601-1-2-2015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电
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3) 谐波电流 YY 0505-2012 
 
 
IEC 60601-1-2：2014 
 
 
 
EN 60601-1-2-2015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电
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4) 电压波动闪烁 YY 0505-2012 
 
 
IEC 60601-1-2：2014 
 
 
 
EN 60601-1-2-2015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电
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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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静电放电 YY 0505-2012 
 
 
IEC 60601-1-2：2014 
 
 
 
EN 60601-1-2-2015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电
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6)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

度 

YY 0505-2012 
 
 
IEC 60601-1-2：2014 
 
 
 
EN 60601-1-2-2015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电
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7)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YY 0505-2012 

 

 

IEC 60601-1-2：2014 

 

 

 

EN 60601-1-2-2015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电

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8) 浪涌 YY 0505-2012 

 

 

IEC 60601-1-2：2014 

 

 

 

EN 60601-1-2-2015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电

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9) 射频场传导骚扰抗扰

度 

YY 0505-2012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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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0601-1-2：2014 

 

 

 

EN 60601-1-2-2015 

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10) 工频磁场 YY 0505-2012 

 

 

IEC 60601-1-2：2014 

 

 

 

EN 60601-1-2-2015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电

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1) 电压跌落、短时中断 YY 0505-2012 
 
 

IEC 60601-1-2：2014 

 

 

EN 60601-1-2-2015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电
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
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
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151 电子电气设备电磁兼

容 

  
 

（1） 谐波电流 

 

GB 17625.1-2012 
 
 
IEC 61000-3-2:2014 
 
 
 
EN 61000-3-2:2014 
+A1:2009+A2:2009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
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
流≤16A) 
电磁兼容性(EMC).第 3-2
部分:限值.谐波电流发射
限值(设备输入电流为每相
16A) 
电磁兼容性(EMC).第 3-2
部分:限值.谐波电流发射
限值(设备输入电流为每相
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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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

闪烁 

GB/T 17625.2-2007 
 
 
 
 
IEC 61000-3-3:2013 
 
 
 
 
 
 
EN 61000-3-3:2013 
 

电磁兼容 限值 对每相额
定电流≤16A 且无条件接
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
系统中产生的电压变化、电
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电磁兼容性(EMC).第 3-3
部分:限值.不针对条件连
接的每相额定电流小于等
于 16A 设备用公共低压供
电系统中电压变化、电压变
化的电压波动、电压波动和
闪烁的限值 
电磁兼容性(EMC).第 3-3
部分:限值.不针对条件连
接和每相额定电流≤16A
设备用公共低压供电系统
中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和
闪烁的限值 

 

(3) 静电放电抗扰度 GB/T 17626.2-2006 
 
IEC 61000-4-2 2008 
 
 
EN 61000-4-2-200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性.第 4-2 部分:
试验和测量方法.静电放电
抗扰试验 
电磁兼容性(EMC).第 4-2
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静
电放电抗扰试验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4)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

度 

GB/T 17626.3-2016 

 

 

IEC 

61000-4-3:2006+A1:2008+A2:2010 

 

 

EN 61000-4-3:2006 

+A1:2008+A2:2010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

验 

电磁兼容性.第 4-3 部分:

试验和测量技术.辐射、射

频和电磁场的抗扰性试验 

电磁兼容性.第 4-3 部分:

试验和测量技术.辐射、射

频和电磁场的抗扰性试验 

＞3GHz 不能检 

 

(5)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

扰度 

GB/T 17626.4-2008 

 

 

IEC 61000-4-4:2012 

 

 

 

EN 61000-4-4:201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试验 

电磁兼容性(EMC).第 4-4

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电

快速瞬变/猝发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性(EMC).第 4-4

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电

快速瞬变/猝发抗扰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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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浪涌（冲击）抗扰度 GB/T 17626.5-2008 

 

 

IEC 61000-4-5:2014 

 

 

EN 61000-4-5:2014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性(EMC).第 4-5

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电

涌抗扰试验 

电磁兼容性(EMC).第 4-5

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浪

涌抗扰度试验 

 

(7)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
扰抗扰度 

GB/T 17626.6-2008 
 
 
IEC 61000-4-6:2013 
 
 
 
EN 61000-4-6:2014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
扰度 
电磁兼容性(EMC).第 4-6
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对
射频场产生的传导干扰的
抗扰性 
电磁兼容性(EMC).第 4-6
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对
射频场产生的传导干扰的
抗扰性 

 

(8) 工频磁场抗扰度  GB/T 17626.8-2006 
 
IEC 61000-4-8-2009 
 
 
EN 61000-4-8-2010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性(EMC) 第 4 部
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 8
节: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性(EMC) 第 4 部
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 8
节: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9)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

电压变化抗扰度 
GB/T17626.11-2008 

 

 

IEC61000-4-11-2004 

 

 

 

EN61000-4-1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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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磁兼容性(EMC).第 4-11

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电

压暂降、短时中断及电压变

化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性(EMC).第 4-11

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电

压暂降、短时中断及电压变

化抗扰度试验 

 

(10) 交流电源端口谐波、谐

间波及电网信号的低

频抗扰度试验 

GB/T17626.13-2006 

 

 

 

IEC 

61000-4-13:2002+A1:2009+A2:201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交流电源端口谐波、谐间波

及电网信号的低频抗扰度

试验 

电磁兼容性.第 4-13 部分:

试验和测量技术.包括交流

电功率点主要信号的低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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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61000-4-13:2002+A1:2009 

抗扰试验谐波和中间谐波 

电磁兼容性.第 4-13 部分:

试验和测量技术.包括交流

电功率点主要信号的低频

抗扰试验谐波和中间谐波 

15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

验 
  

 

(1) 低温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A：

低温 

 

(2) 高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 B: 

高温 

“+150℃以上”不能

检 

(3) 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3-2016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

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试

验 

 

(4) 交变湿热试验方法 GB/T 2423.4-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Db 

交变湿热（12h＋12h 循环） 

 

(5) 冲击 GB/T 2423.5-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a

和导则:冲击 

“峰值加速度大于

1000 m/s
2
” 不能检 

(6) 碰撞 GB/T 2423.6-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b

和导则:碰撞 

“峰值加速度大于

400 m/s
2
” 不能检 

(7) 自由跌落 GB/T 2423.8-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d:

自由跌落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8) 振动(正弦) GB/T 2423.10-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 Fc: 

振动(正弦) 

“峰值加速度大于

400 m/s
2
” 不能检 

(9) 水试验方法和导则 GB/T 2423.38-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

2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R：

水试验方法和导则 

“试验 Rc” 不能检 

(10)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

码) 

GB/T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153 电视和声音信号电缆

分配系统电磁兼容 

GB 13836-2000 

 

IEC 60728-2-2010 

电视和声音信号电缆分配

系统 第 2 部分：设备的电

磁兼容 

不能检：输入端骚扰

电压、有源设备的辐

射 1GHz~25GHz、室外

单元输入端的本机振

荡器功率、有源设备

的抗扰度”共 4 项 

(1) 电源端骚扰电压 GB 13836-2000 

 

IEC 60728-2-2010 

电视和声音信号电缆分配

系统 第 2 部分：设备的电

磁兼容 

(2) 有 源 设 备 的 辐 射 GB 13836-2000 电视和声音信号电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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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GHz~1GHz）  

IEC 60728-2-2010 

系统 第 2 部分：设备的电

磁兼容 

154 声音和电视广播接收

机及有关设备无线电

骚扰 

GB/T 13837-2012 

CISPR 13:2009+A1:2015 

EN 55013:2013 

声音和电视广播接收机及

有关设备无线电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 

不能检：天线端骚扰

电压、具有一体化或

外加 RF 图像调制器

的设备 RF 输出端有

用信号和骚扰信号电

压、辐射功率共 3 项 

(1) 电源端骚扰电压 GB/T 13837-2012 

CISPR 13:2009+A1:2015 

EN 55013:2013 

声音和电视广播接收机及

有关设备无线电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 

(2) 骚扰功率 GB/T 13837-2012 

CISPR 13:2009+A1:2015 

EN 55013:2013 

声音和电视广播接收机及

有关设备无线电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 

(3) 辐射骚扰 GB/T 13837-2012 

CISPR 13:2009+A1:2015 

EN 55013:2013 

声音和电视广播接收机及

有关设备无线电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 

 

155 

 

电子测量仪器环境试

验 

GB/T6587-201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1) 温度试验 GB/T6587-201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2) 湿度试验 GB/T6587-201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3) 振动试验 GB/T6587-201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4) 冲击试验 GB/T6587-201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5) 运输试验 GB/T6587-201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6) 电源频率与电压试验 GB/T6587-201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156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 GB 50174-2008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

范 

不能检：电磁屏蔽、

无线电骚扰环境场

强、工频磁场场强共

3 项 

(1) 温度、相对湿度 GB50462-2015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施工及

验收规范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2) 空气尘埃浓度 GB50462-2015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施工及

验收规范 
 

(3) 照度 GB50462-2015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施工及

验收规范 
 

(4) 噪声 GB50462-2015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施工及

验收规范 
 

(5) 接地电阻 GB50462-2015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施工及

验收规范 
 

(6) 供电电源质量 GB50462-2015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施工及

验收规范 
 

157 智能建筑工程 GB 50339-2013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

范 
不能检：信息接入系

统、用户电话交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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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化集成系统 GB 50339-2013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

范 

统、移动通信室内信

号覆盖系统等共 15

项 
(2) 信息网络系统 GB 50339-2013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

范 

(3) 有线电视系统 GB 50339-2013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

范 
 

(4) 公共广播系统 GB 50339-2013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

范 
 

(5)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

统 

GB 50339-2013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

范 
 

(6)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GB 50339-2013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

范 
 

(7)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GB 50339-2013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

范 
 

(8) 机房工程 GB 50339-2013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

范 
 

(9) 防雷与接地 GB 50339-2013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

范 
 

15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

域网系统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不能检：交换机、路

由器、防火墙、E-mail

服务性能指标、文件

服务性能指标、QoS

功能、用户接入多

ISP、防电涌保护、电

磁骚扰、电磁抗扰度

共 10 项 

(1) 双绞线布线系统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2)  多模、单模光缆布

线系统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3)  集线器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4)  系统连通性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5)  链路传输速率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6)  吞吐率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7)  传输时延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8)  丢包率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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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链路利用率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10)  错误率及各类错误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11)  广播帧和组播帧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12)  冲突（碰撞）率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13)  DHCP 服务性能指

标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14)  DNS 服务性能指

标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15)  Web 访问服务性能

指标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16)  IP 子网划分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17)  VLAN 划分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18) NAT 功能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19) AAA 功能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20) DHCP 功能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21) 设备和线路备份功

能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22) 组播功能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23) 网络设备系统配置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24) 物理端口配置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25) 协议功能配置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26) 告警信息的配置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通过资质认定-计量认证项目表 

 

检验地址：济南市千佛山东路 28 号                                         共 55 页 第 48 页 

(27) 告警信息的读取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28) 告警信息的管理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29) 性能数据实时监视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30) 性能数据的采集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31) 性能数据的管理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32) 访问控制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33) 用户管理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34) 日志管理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35) 管理信息库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36) 环境温度、湿度的

要求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37) 大气压力要求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38) 过压、过流保护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39) 供电要求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40) 接地与防雷要求 GB/T 21671-2008 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

系统验收测评规范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59 台式微型计算机 GB/T 9813.1-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台式微型计算机 
只测所列参数 

(1) 外观和结构 GB/T 9813.1-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台式微型计算机 
 

(2) 功能性能 GB/T 9813.1-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台式微型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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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 GB/T 9813.1-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台式微型计算机 
 

(4) 电源适应能力 GB/T 9813.1-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台式微型计算机 
 

(5) 噪声 GB/T 9813.1-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台式微型计算机 
 

(6) 电磁兼容性 GB/T 9813.1-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台式微型计算机 
 

(7) 温度下限 GB/T 9813.1-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台式微型计算机 
 

(8) 温度上限 GB/T 9813.1-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台式微型计算机 
 

(9) 恒定湿热 GB/T 9813.1-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台式微型计算机 
 

(10) 振动 GB/T 9813.1-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台式微型计算机 
 

(11) 冲击 GB/T 9813.1-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台式微型计算机 
 

(12) 碰撞 GB/T 9813.1-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台式微型计算机 
 

(13) 运输包装件跌落 GB/T 9813.1-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台式微型计算机 
 

(14) 可靠性 GB/T 9813.1-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台式微型计算机 
 

(15) 能耗 GB/T 9813.1-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1 部分：

台式微型计算机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60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GB/T 9813.2-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只测所列参数 

(1) 外观和结构 GB/T 9813.2-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2) 功能性能 GB/T 9813.2-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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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 GB/T 9813.2-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4) 电源适应能力 GB/T 9813.2-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5) 噪声 GB/T 9813.2-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6) 电磁兼容性 GB/T 9813.2-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7) 温度下限 GB/T 9813.2-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8) 温度上限 GB/T 9813.2-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9) 恒定湿热 GB/T 9813.2-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10) 振动 GB/T 9813.2-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11) 冲击 GB/T 9813.2-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12) 碰撞 GB/T 9813.2-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13) 自由跌落 GB/T 9813.2-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14) 运输包装间跌落 GB/T 9813.2-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15) 可靠性 GB/T 9813.2-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16) 能耗 GB/T 9813.2-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17) 散热 GB/T 9813.2-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18) 液晶屏显示 GB/T 9813.2-2016 
计算机通用规范 第 2 部分：

便携式微型计算机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61 珠宝玉石 GB/T 16552-2010 珠宝玉石 名称 不能检：特殊鉴定方

法中激光拉曼光谱分

析、X 射线衍射分析

共 2 个方法 

(1) 名称 GB/T 16552-2010 珠宝玉石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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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鉴定 GB/T 16553-2010 珠宝玉石 名称 
 

162 珍珠分级 GB/T 18781-2008 珍珠分级 
 

(1) 颜色 GB/T 18781-2008 珍珠分级 
 

(2) 大小 GB/T 18781-2008 珍珠分级 
 

(3) 形状级别 GB/T 18781-2008 珍珠分级 
 

(4) 光泽级别 GB/T 18781-2008 珍珠分级 
 

(5) 光洁度级别 GB/T 18781-2008 珍珠分级 
 

(6) 珠层厚度级别 GB/T 18781-2008 珍珠分级 不能检：X 射线照相

法共 1 项 

(7) 珍珠等级 GB/T 18781-2008 珍珠分级 
 

163 贵金属饰品 QB/T 2062-2015 贵金属饰品 
 

(1) 材料纯度 GB 11887-2012 

 

ISO 9202-2014 

首饰  贵金属纯度的规定

及命名方法 

首饰 贵金属合金纯度 

 

(2) 配件纯度 GB 11887-2012 首饰  贵金属纯度的规定

及命名方法 
 

(3) 有害元素 GB 28480-2012 饰品 有害元素限量的规定 
 

(4) 镍释放量 GB/T 19719-2005 首饰 镍释放量的测定 光

谱法 
 

(5) 印记 GB 11887-2012 首饰  贵金属纯度的规定

及命名方法 
 

(6) 标签 GB 11887-2012 首饰  贵金属纯度的规定

及命名方法 
 

(7) 命名 GB 11887-2012 首饰  贵金属纯度的规定

及命名方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8) 指环尺寸 GB/T 11888-2014   首饰指环尺寸的定义、测量

和命名 
 

(9) 质量允差 QB/T 1690-2004 贵金属饰品质量测量允差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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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外观质量 QB/T 2062-2015 贵金属饰品 
 

(11) 饰品名称 QB/T 1689-2006 贵金属饰品术语 
 

164 金镀层首饰 QB/T 1131-2005 首饰 金覆盖层厚度的规

定 
 

(1) 金覆盖层的纯度 QB/T 1131-2005 首饰 金覆盖层厚度的规定 
 

(2) 金覆盖层厚度 QB/T 1131-2005 首饰 金覆盖层厚度的规定 
 

(3) 标识 QB/T 1131-2005 首饰 金覆盖层厚度的规定 
 

(4) 有害元素 GB 28480-2012 饰品 有害元素限量的规定 
 

165 银镀层首饰 QB/T 1132-2005 首饰 银覆盖层厚度的规

定 
 

(1) 银覆盖层的纯度 QB/T 1132-2005 首饰 银覆盖层厚度的规定 
 

(2) 银覆盖层厚度 QB/T 1132-2005 首饰 银覆盖层厚度的规定 
 

(3) 标识 QB/T 1132-2005 首饰 银覆盖层厚度的规定 
 

(4) 有害元素 GB 28480-2012 饰品 有害元素限量的规定 
 

166 珠宝玉石鉴定 GB/T 16553-2010 珠宝玉石 鉴定 不能检：特殊鉴定方

法中激光拉曼光谱分

析、X 射线衍射分析

共 2 个方法 

(1) 外观描述 GB/T 16553-2010 珠宝玉石 鉴定 
 

(2) 总质量 GB/T 16553-2010 珠宝玉石 鉴定 
 

(3) 摩氏硬度 GB/T 16553-2010 珠宝玉石 鉴定 
 

(4) 密度 GB/T 16553-2010 珠宝玉石 鉴定 
 

(5) 光性特征 GB/T 16553-2010 珠宝玉石 鉴定 
 

(6) 多色性 GB/T 16553-2010 珠宝玉石 鉴定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7) 折射率 GB/T 16553-2010 珠宝玉石 鉴定  

(8) 双折射率 GB/T 16553-2010 珠宝玉石 鉴定  

(9) 紫外荧光 GB/T 16553-2010 珠宝玉石 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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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吸收光谱 GB/T 16553-2010 珠宝玉石 鉴定  

(11) 放大检查 GB/T 16553-2010 珠宝玉石 鉴定  

(12) 特殊光学效应 GB/T 16553-2010 珠宝玉石 鉴定  

(13) 特殊鉴定方法 GB/T 16553-2010 珠宝玉石 鉴定  

167  贵金属及其合金密度

的测试 

GB/T 1423-1996 贵金属及其合金密度的测

试方法  
 

168  火试金 GB/T 9288-2006  

ISO 11426-2014 

金合金首饰 金含量的测定 

灰吹法(火试金法) 
 

169  金化学分析 GB/T 11066.1-2008 金化学分析方法 
 

170  首饰含银量化学分析 GB/T 11886-2015 银合金首饰 银含量的测定 

伏尔哈特法 
 

171  X 射线光谱测量金属

覆盖层厚度 

GB/T 16921-2005  金属覆盖层 厚度测量 X 射

线光谱方法 
 

172  X 射线荧光光谱法测

定首饰中的贵金属含

量 

GB/T 18043-2013 首饰 贵金属含量的测定 X

射线荧光光谱法  

173  光谱法测定首饰中的

镍释放量 

GB/T 19719-2005 首饰 镍释放量的测定 光

谱法 
 

174  氯铂酸铵重量法和丁

二酮肟重量法测定铂

合金首饰中的铂、钯含

量 

GB/T 19720-2005 铂合金首饰 铂、钯含量的

测定  氯铂酸铵重量法和

丁二酮肟重量法 
 

175  ICP 光谱(钇内标)法测

定铂合金首饰中的铂

含量 

GB/T 21198.1-2007 贵金属合金首饰中贵金属

含量的测定  ICP 光谱

法 第 1 部分 铂合金首

饰 铂含量的测定 采用

钇为内标 

 

176  ICP 光谱(微量元素与

铂强度比值)法测定铂

合金首饰中的铂含量 

GB/T 21198.2-2007 贵金属合金首饰中贵金属

含量的测定  ICP 光谱

法 第 2 部分：铂合金首

饰 铂含量的测定 采用

所有微量元素与铂强度比

值法 

 

177  ICP 光谱(钇内标)法测

定钯合金首饰中的钯

含量 

GB/T 21198.3-2007 贵金属合金首饰中贵金属

含量的测定  ICP 光谱

法 第 3 部分：钯合金首

饰 钯含量的测定 采用

钇为内标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78  ICP 光谱(差减)法测定 GB/T 21198.4-2007 贵金属合金首饰中贵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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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贵金属合金首饰

中的贵金属含量 

含量的测定  ICP 光谱

法 第 4 部分：999‰贵金

属合金首饰 贵金属含量

的测定 差减法 

179  ICP 光谱(差减)法测定

999‰银合金首饰中的

银含量 

GB/T 21198.5-2007 贵金属合金首饰中贵金属

含量的测定  ICP 光谱

法 第 5 部分：999‰银合

金 首 饰  银 含 量 的 测

定 差减法 

 

180  ICP 光谱(差减)法测定

贵金属合金首饰中的

贵金属含量 

GB/T 21198.6-2007 贵金属合金首饰中贵金属

含量的测定 ICP光谱法第6

部分:差减法 

 

181  首饰金覆盖层厚度的

测定 

QB/T 1133-1991 首饰金覆盖层厚度的测定

－化学法 
 

182  首饰银覆盖层厚度的

测定 

QB/T 1134-1991 首饰银覆盖层厚度的测定

－化学法 
 

183  X 射线荧光光谱法测

定首饰金、银覆盖层的

厚度 

QB/T 1135-2006 首饰金、银覆盖层厚度的

测定－X 射线荧光光谱法      

184  首饰中的贵金属含量

密度法无损检测 

QB/T 2855-2007 首饰  贵金属含量的无损

检测密度综合法 
 

185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

射光谱 

JY/T 015-1996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

谱方法通则 
 

186  乙酸乙脂萃取分离 ICP

光谱法测定高纯金中

杂质元素的含量 

GB/T 25934.1-2010 高纯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 1

部分：乙酸乙脂萃取分离

ICP-AES 法 测定杂质元素

的含量 

 

187  乙醚萃取分离 ICP 光

谱法测定高纯金中杂

质元素的含量 

GB/T 25934.3-2010 高纯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 3

部 分 ： 乙 醚 萃 取 分 离

-ICP-AES 法测定杂质元素

的含量 

 

188  光谱法测定饰品中的

有害元素 

GB/T 28021-2011 饰品 有害元素的测定 光

谱法 
 

189 * 电位滴定法测定银含

量 

GB/T 17832-2008 

 

ISO 11427-2014 

银合金首饰 银含量的测

定 溴化钾容量法（电位滴

定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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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 固体材料尺寸 

 

GB/T 20307-2006 

 

GB/T 16594-2008  

 

ASTM E2859-2011 

纳米级长度的扫描电镜测

量方法通则 

微米级长度的扫描电镜测

量方法通则 

使用原子力显微镜测量纳

米颗粒尺寸的标准指南 

 

191 * 固体材料表面成分分

析 

GB/T 17359-2012 微束分析 能谱法定量分

析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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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

系统用模拟输入数字

式指示仪 

GB/T13639-2008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用

模拟输入数字式指示仪  

2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

系统用自动平衡式记

录仪和指示仪 

GB/T9249-2008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用

自动平衡式记录仪和指示仪  

3  工业铂热电阻 JB/T8622-1997 工业铂热电阻技术条件及分

度表 

 

4  工业铜热电阻 JB/T8623-2015 工业铜热电阻技术条件及分

度表 

 

5  红外人体表面温度快

速筛检仪 

GB/T19146-2010 红外人体表面温度快速筛检

仪 

 

6  毛发湿度表 JB/T9455-2015 毛发湿度表技术条件  

7  消耗型快速热电偶 YB/T163-2008 消耗型快速热电偶  

8  工业热电偶(-80℃以

上) 

JB/T9238-1999 

GB/T16701-2010 

工业热电偶 技术条件 

贵金属、廉金属热电偶丝热

电动势 测量方法 

 

9 * 室内测温 DB37/T 2399-2013 室内空气温度测量方法  
 

10  泄漏电流测试仪 GB/T 32191-2015 泄漏电流测试仪 
 

11  电流表、电压表 GB/T7676.1-1998 

 

 

GB/T7676.2-1998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

表及其附件第 1 部分：定义

和通用要求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

表及其附件第 2 部分：电流

表和电压表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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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2  功率表和无功功率表 

 

GB/T7676.1-1998 

 

 

GB/T7676.3-1998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

表及其附件第 1 部分：定义和

通用要求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

表及其附件第 3 部分：功率表

和无功功率表的特殊要求 

 

13  直流数字电压表 GB/T 14913-2008 

 

直流数字电压表及直流模数

转换器 
 

14  机电式有功电能表 

 

GB/T17215.311-2008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 11 部分:机电式有功电能

表(0.5、1 和 2 级) 

 

15  无功电度表 GB/T 15282-1994  无功电度表 
 

16  静止式有功电能表 GB/T17215.321-2008 

 

 

GB/T17215.322-2008 

 

 

GB/T17215.211-2006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 21 部分:静止式有功电能

表(1 级和 2 级)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 22 部分:静止式有功电能

表(0.2S 级和 0.5S 级) 

交流电测量设备 通用要求、

试验和试验条件 第 11 部分：

测量设备 

 

17  静止式无功电能表 GB/T17215.323-2008 

 

 

GB/T17215.211-2006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 23 部分：静止式无功电能

表（2 级和 3 级）   

交流电测量设备 通用要求、

试验和试验条件 第 11 部分：

测量设备 

 

18  多费率电能表 GB/T 15284-2002 多费率电能表特殊要求  

19  多功能电能表 GB/T17215.301-2007  

GB/T17215.211-2006 

多功能电能表 特殊要求 

交流电测量设备 通用要求、

试验和试验条件 第 11 部分：

测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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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20  多用户静止式交流有功

电能表 

JB/T10451-2004 

  

多用户静止式交流有功电能

表特殊要求 
 

21  IC 卡预付费售电系统 

预付费电度表 

GB/T18460.1-2001 

 

GB/T18460.2-2001 

 

GB/T18460.3-2001 

IC 卡预付费售电系统第 1 部

分：总则 

IC卡预付费售电系统 第 2部

分：IC 卡及其管理 

IC卡预付费售电系统 第 3部

分：预付费电度表 

 

22  数字多用表 GB/T13978-2008 

JB/T 6832-1993 

数字多用表 

工具型手持式多用表技术要

求 

 

23  数字多用表校准仪 

 

GB/T 15637-2012 

 

 

数字多用表校准仪通用技术

条件 

 

 

24  数字式电参数测量仪 

 

DB37/T557-2005 

 

数字式电参数测量（试）仪 

 

 

25  耐电压测试仪 GB/T32192-2015 

 

耐电压测试仪 

 

 

26  接地电阻表 

 

GB/T 18216.1-2012 

  

 

 

GB/T 18216.4-2012 

交流1000V和直流1500V以下

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

措施的试验、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交流1000V和直流1500V以下

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

措施的试验、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4 部分：接地电阻和等电位

接地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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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27  交流电量转换为模拟量

或数字信号的电测量变

送器 

 

GB/T13850-1998 交流电量转换为模拟量或数

字信号的电测量变送器 

 

28  电能信息采集终端 DL/T698.1-2009 

 

DL/T698.31-2010 

 

 

DL/T698.35-2010 

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 第

1 部分：总则 

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 第

3-1 部分：电能信息采集终端

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 第

3-5 部分：电能信息采集终端

技术规范 低压集中抄表终端

特殊要求 

 

29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

量仪表及其附件 频率

表 

GB/T7676.1-1998 

 

 

GB/T7676.4-1998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

表及其附件第 1 部分：定义和

通用要求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

表及其附件 第 4 部分：频率

表的特殊要求 

 

30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

量仪表及其附件 相位

表、功率因数表 

GB/T7676.1-1998 

 

 

GB/T7676.5-1998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

表及其附件第 1 部分：定义和

通用要求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

表及其附件 第 5 部分：相位

表、功率因数表和同步发生器

的特殊要求 

 

 

31  实验室直流电阻器 JB/T8225-1999 实验室直流电阻器 
 

32  高阻计 JB/T5466-1991 高阻计 
 

33  电子式绝缘电阻表 DL/T 845.1-2004 

 

 

GB/T 18216.1-2012 

 

电阻测量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第 1 部分电子式绝缘电阻表 

交流1000V和直流1500V以下

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

措施的试验、测量或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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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216.2-2012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交流1000V和直流1500V以下

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

措施的试验、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2 部分：绝缘电阻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34  接地导通电阻测试仪 

 

GB/T 28030-2011 

DL/T 845.2-2004 

接地导通电阻测试仪 

电阻测量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第 2 部分工频接地电阻测试

仪 

 

35  回路电阻测试仪 DL/T 845.4-2004 

 

电阻测量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第 4 部分回路电阻测试仪 
 

36  直流低电阻测试仪 JB/T 7585-2013 直流低电阻测试仪  

37  直流电阻测试仪 DL/T845.3-2004 

 

电阻测量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第 3 部分：直流电阻测试仪 

 

38  冲击电压试验仪 JB/T 7080-2013 

 

JB/T 7083-2013 

DB37/T 987－2007 

绕组匝间绝缘冲击电压试验

仪 

低压电器冲击电压试验仪 

冲击电压试验仪 

 

39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

置 

GB/T 14285-2006 

 

DL/T 624-2010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

术规程 

继电保护微机型试验装置技

术条件 

 

40  标准电能表 

 

GB/T 17215.701-2011 

 DL/T585-1995 

 

 

标准电能表 

电子式标准电能表技术条件 

 

41  电流互感器 GB20840.1-2010 

 

GB20840.2-2014 

互感器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

要求 

互感器 第 2 部分电流互感器

的补充技术要求 

 

42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 GB20840.1-2010 

 

GB20840.3-2014 

互感器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

要求 

互感器 第 3 部分电磁式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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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 

43  仪用电流互感器 JB/T 5472-1991 仪用电流互感器  

44  仪用电压互感器 JB/T 5473-1991 仪用电压互感器  

45  测量、控制和试验室用

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GB 4793.1-2007 测量、控制和试验室用电气设

备的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通

用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46  电能表检验装置 

 

GB11150-2001 

JJF1036-1993 

电能表检验装置 

交流电能表检定装置试验规范 
 

47  高压介质损耗测试仪 DL/T 962-2005 高压介质损耗测试仪通用技

术条件 
 

48  高电压分压器测量系统 DL/T 846.1-2016 

 

 

高电压测试设备通用技术条

件 第 1 部分：高电压分压器

测量系统 

 

49  变压比测试仪 DL/T 963-2005 变压比测试仪通用技术条件  

50  高压试验装置 GB/T16927.1-2011 

 

GB/T16927.2-2013 

 

DL/T 848.2-2004 

 

 

GB/T 12113-2003 

 

DL/T 848.1-2004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 1 部分：

一般定义及试验要求 

高电压试验技术第 2 部分：

测量系统 

高压试验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第 2 部分工频高压试验装置 

接触电流和保护导体电流的

测量方法 

高压试验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第 1 部分直流高压发生器 

 

51  交流电测量设备 数字

化电能表 

GB/T 17215.303-2013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 3 部分：数字化电能表 
 

52  静止式谐波有功电能表 GB/T 17215.302-2013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 2 部分：静止式谐波有功

电能表 

 

53  电阻应变仪 JB/T 6261-1992 电阻应变仪技术条件  

54  交流电测量设备 静止

式载波有功电能表 

 

 

GB/T17215.321-2008 

 

 

GB/T17215.322-2008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 21 部分:静止式有功电能

表(1 级和 2 级)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 22 部分:静止式有功电能

表(0.2S 级和 0.5S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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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7215.211-2006 

 

 

DL/T 698.35-2010 

 

交流电测量设备 通用要求、

试验和试验条件 第11部分：

测量设备 

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第

3-5 部分 电能信息采集终端

技术规范－低压集中抄表终

端特殊要求 

55 * 企业供配电系统节能监

测 

GB/T 16664-1996 

 

企业供配电系统节能监测方

法 

 

56 *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 GB 20052-2013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 

 

57 * 企业能量平衡 GB/T 3484-2009 企业能量平衡通则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58  单道和多道心电图机 YY 1139-2000 单道心电图机和多道心电图

机 

 

59  心电监护仪 YY 1079-2008 心电监护仪  

60  浮标式氧气吸入器 YY 1107-2003 浮标式氧气吸入器  

61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

装置 

GB 17589-2011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装置

质量保证检测规范 

 

62  医用电子加速器 GB 15213-1994 医用电子加速器性能和试验

方法 

 

63  医用 X 射线诊断设备 WS76-2011 医用常规 X 射线诊断设备影

像质量控制检测规范 

 

64  焦度计 GB/T 17341-1998 光学和光学仪器 焦度计  

65  建筑材料放射性 GB 6566-2010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66  半自动生化分析仪 YY/T 0014-2005 半自动生化分析仪  

67  B 型超声诊断设备 GB 10152-2009 B 型超声诊断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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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眼镜镜片 GB 10810.1-2005 

 

GB 10810.2-2006 

 

GB 10810.3-2006 

眼镜镜片 第 1 部分:单光焦

点和多焦点镜片 

眼镜镜片第 2 部分:渐变焦镜

片 

眼镜镜片及相关眼镜产品:透

射比规范及测量方法 

 

69  眼镜架 GB/T 14214-2003 眼镜架 通用要求和试验方法  

70  配装眼镜 GB13511.1-2011 

 

GB 10810.1-2005 

配装眼镜第 1 部分：单光和多

焦点 

眼镜镜片 第 1 部分:单光焦

点和多焦点镜片 

 

71  太阳镜 QB 2457-1999 

GB 10810.1-2005 

 

GB 10810.3-2006 

太阳镜 

眼镜镜片 第 1 部分:单光焦

点和多焦点镜片 

眼镜镜片及相关眼镜产品第

3 部分:透射比规范及测量方

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72  眼科仪器 验光镜片 GB 17342-2009 眼科仪器 验光镜片  

73  数 字 减 影 血 管 造 影

（DSA）X 射线设备 

GB/T 19042.3-2005 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

试验第 3-3 部分：数字减影

血管造影（DSA)X 射线设备成 

像性能验收试验 

 

74  无创自动测量血压计 YY 0670-2008 无创自动测量血压计  

75  纯音听力计 GB/T 7341.1-2010 电声学 测听设备 第1部分：

纯音听力计 

 

76  医用中心吸引系统 YY/T 0186-1994 医用中心吸引系统通用技术

条件 

 

77  医用中心供氧系统 YY/T 0187-1994 医用中心供氧系统通用技术

条件 

 

78  血液分析仪 YY/T 0653-2008 血液分析仪  

79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YY/T 0654-2008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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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电解质分析仪 YY/T 0589-2016 电解质分析仪  

81  血液冷藏箱 YY/T 0168-2007 血液冷藏箱  

82  药品冷藏箱 YY/T 0086-2007 药品冷藏箱  

83  电热恒温培养箱 YY 0027-1990 电热恒温培养箱  

84  医用离心机 YY/T 0657-2008 医用离心机  

85  医疗诊断用磁共振设备 YY/T 0482-2010 医用成像磁共振设备 主要

图像质量参数的测定 

 

86 * 压陷式眼压计 YY 1036-2004 压陷式眼压计  

87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

全 电熨斗 

GB4706.2-2007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2部分 电熨斗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8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

全 真空吸尘器和吸水

式清洁器 

GB4706.7-2014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真空吸尘器和吸水式清洁器

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8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

全 按摩器具 

GB4706.10-2008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按摩器具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9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

全 快热式热水器 

GB4706.11-2008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快热式热水器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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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

全 制冷器具、冰淇淋机

和制冰机 

GB4706.13-2014 

 

 

GB4706.1-2005 

 

IEC 60335-2-24:2010 

+A1:2012+A2:2017 

 

IEC 60335-1:2010 

+A1:2013+A2:2016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制冷器具、冰淇淋机和制冰机

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制冷器具、冰淇淋机和制冰机

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92  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

具 

GB/T 8059-2016  

 

 

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器具  

93  家用电冰箱能效 GB 12021.2-2015 

 

JJF 1261.15-2014 

家用电冰箱耗电量限定值及

能源效率等级 

家用电冰箱能源效率标识计

量检测规则 

 

94  商用冷藏柜 温度试验 GB/T 21000.1-2007 

 

 

商用冷藏柜 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通用试验条件及温度试

验 

 

95  食品冷柜 JB/T 7244-1994 食品冷柜  

96  冷藏陈列柜 GB/T 21001.2-2015 

 

GB/T 21001.3-2015 

 

冷藏陈列柜 第 2 部分：分类、

要求和试验条件 

冷藏陈列柜 第 3 部分：试验

评定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97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烤架、面包片烘烤

器及类似用途便携式烹

饪器具 

GB 4706.14-2008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烤架、面包片烘烤器及类似用

途便携式烹饪器具的特殊要

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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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皮肤及毛发护理

器具 

GB 4706.15-2008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皮肤及毛发护理器具的特殊

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9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电池充电器 

GB 4706.18-2014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电池充电器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0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液体加热器 

GB 4706.19-2008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液体加热器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0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驻立式电灶、灶

台、烤箱及类似用途器

具 

GB 4706.22-2008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驻

立式电灶、灶台、烤箱及类似

用途器具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0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室内加热器 

GB 4706.23-2007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2 部分： 室内加热器的特

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03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洗碗机 

GB 4706.25-2008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洗碗机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0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风扇 

GB 4706.27-2008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2 部分：风扇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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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吸油烟机 

GB 4706.28-2008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吸油烟机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06  吸油烟机能效 GB 29539-2013 

 

GB/T 17713-2011 

吸油烟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

等级 

吸油烟机 

 

107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电磁灶 

GB 4706.29-2008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便携式电磁灶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08  家用电磁灶能效 GB 21456-2014 

 

JJF 1261.3-2015 

 

家用电磁灶能效限定值及能

源效率等级 

家用电磁炉能源效率标识计

量检测规则 

 

10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厨房机械 

GB 4706.30-2008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厨房机械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1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商用电深油炸锅 

GB4706.33-2008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商用电深油炸锅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1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商用电强制对流

烤炉、蒸汽饮具和蒸汽

对流炉 

GB4706.34-2008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商用电强制对流烤炉、蒸汽饮

具和蒸汽对流炉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1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商用电煮锅 

GB4706.35-2008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商用电煮锅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13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商用电开水器和

液体加热器 

GB4706.36-201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商用电开水器和液体加热器

的特殊要求 

 

http://www.bz100.cn/bzquery/search/standard!searchByIdInfo.action?id=3700FF83E81C4269B1A2F8C43856D829&ouidop=402881b436e7105a0136e8003343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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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1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商用单双面电热

铛 

GB4706.37-2008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商用单双面电热铛的特殊要

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1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商用电动饮食加

工机械 

GB4706.38-2008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商用电动饮食加工机械的特殊

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16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商用电烤炉和烤

面包炉 

GB4706.39-2008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商用电烤炉和烤面包炉的特殊

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17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商用多用途电平

锅 

GB4706.40-2008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商用多用途电平锅的特殊要

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1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投影仪和类似用

途器具 

GB4706.43-2005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投影仪和类似用途器具的特殊

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空气净化器 

GB4706.45-2008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空气净化器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2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加湿器 

GB4706.48-2009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加湿器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2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深油炸锅、油煎锅

及类似器具 

GB4706.56-2008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深油炸锅、油煎锅及类似器具

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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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商用电水浴保温

器 

GB4706.62-2008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商用电水浴保温器的特殊要

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23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水族箱和花园池

塘用电器 

GB4706.67-2008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水族箱和花园池塘用电器的

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2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商用售卖机 

GB4706.72-2008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商用售卖机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25  信息技术设备安全要求 GB4943.1-201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 1 部

分：通用要求 

 

126  小功率电动机安全要求 GB/T 12350-2009 小功率电动机的安全要求  

127  一般用途安全隔离变压

器、开关型电源用变压

器安全要求 

GB/T 19212.1-2016 

 

 

GB/T 19212.7-2012 

 

 

 

 

 

GB/T 19212.17-2013 

电力变压器、电源、电抗器和

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

用要求和试验 

电源电压为 1100V 及以下的变

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和类

似产品的安全 第 7 部分：安全

隔离变压器和内装安全隔离变

压器的电源装置的特殊要求和

试验 

电源电压为 1 100V 及以下的

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和

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 17 部分：

开关型电源装置和开关型电

源装置用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和试验 

 

128  复印机能效 GB 21521-2014 复印机、打印机和传真机能效

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12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滚筒式干衣机 
GB 4706.20-2004 

 

GB 4706.1-2005 

 

IEC 60335-2-11:2008 

+A1:2012+A2:2015 

 

IEC 60335-1:201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滚筒式干衣机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滚筒式干衣机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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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013+A2:2016 1 部分：通用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3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离心式脱水机 

GB 4706.26-2008 

 

GB 4706.1-2005 

 

IEC 60335-2-4:2008 

+A1:2012 

IEC 60335-1:2010 

+A1:2013+A2:2016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离心式脱水机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离心式脱水机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31  电动洗衣机能效 GB 12021.4-2013 

 

JJF 1261.8-2014 

 

电动洗衣机能效水效限定值

及等级 

电动洗衣机能源效率标识计

量检测规则 

 

13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

衣机 

GB/T 4288-2008 

GB 4706.1-2005 

 

GB 4706.24-2008 

 

IEC 60335-2-7:2008 

+A1:2011+A2:2016 

IEC 60335-1:2010 

+A1:2013+A2:2016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衣机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洗衣机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洗衣机的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33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微波炉，包括组合

型微波炉 

GB 4706.21-2008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微波炉，包括组合型微波炉的

特殊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34  家用和类似用途微波炉

能效 

GB 24849-2010 

 

JJF 1261.10-2013 

 

家用和类似用途微波炉能效

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家用和类似用途微波炉能源

效率标识计量检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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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热泵、空调器和除湿机 GB 4706.32-2012 

 

 

GB 4706.1-2005 

 

GB/T 7725-2004 

IEC 60335-2-40:2013 

+A1:2016 

 

IEC 60335-1:2010 

+A1:2013+A2:2016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热泵、空调器和除湿机的特殊

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房间空气调节器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热泵、空调器和除湿机的特殊

要求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36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GB/T 17758-2010 

GB 19576-2004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

及能源效率等级 

 

137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 GB 12021.3-2010 

 

JJF 1261.2-2010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源效率标识

计量检测规则 

 

138  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机房

用单元式空气调节机 

GB/T19413-2010 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机房用单元

式空气调节机 

 

139  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

节器能效 

GB 21455-2013 

 

JJF 1261.4-2014 

 

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

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

源效率标识计量检测规则 

 

140  计算机显示器能效 JJF 1261.6-2012 计算机显示器能源效率标识

计量检测规则 

 

141  平板电视能效 GB 24850-2013 

 

JJF 1261.7-2014 

 

平板电视能效限定值及能效

等级 

平板电视能源效率标识计量

检测规则 

 

14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安全 储水式热水器 

GB 4706.12-2006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储水式热水器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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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4706.1-199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143  储水式电热水器能效 GB 21519-2008 储水式电热水器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 

 

144  自动电饭锅能效 GB 12021.6-2008 

 

JJF 1261.5-2012 

 

自动电饭锅能效限定值及能效

等级 

自动电饭锅能源效率标识计量

检测规则 

 

145  微型计算机能效 JJF 1261.12-2013 微型计算机能源效率标识计量

检测规则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46  外壳防护等级 GB/T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147  固体绝缘材料耐电痕化

指数和相比电痕化指数 

GB/T 4207-2012 

 

 

固体绝缘材料耐电痕化指数和

相比电痕化指数的测定方法 

 

148  棒式精密实验玻璃温度

计(-30～300)℃ 

JB/T9263.5-1999 

 

JB/T9262-1999 

棒式精密实验玻璃温度计型

式和基本尺寸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不能检：玻璃、感温

液、充气共 3 项 

(1) 尺寸 JB/T9263.5-1999 棒式精密实验玻璃温度计型

式和基本尺寸 

 

(2) 规格 JB/T9263.5-1999 棒式精密实验玻璃温度计型

式和基本尺寸 

 

(3) 标度线和数字标志方式 JB/T9263.5-1999 棒式精密实验玻璃温度计型

式和基本尺寸 

 

(4) 示值误差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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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形状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6) 封顶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7) 釉带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8) 标度板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9) 毛细管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10) 毛细孔扩大部位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11) 膨胀腔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2) 中间泡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13) 金属材料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14) 标度线质量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15) 展刻线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16) 辅标度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17) 浸没线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18) 涂料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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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零点上升值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20) 标志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14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

玻 璃 温 度 计 (-30 ～

300)℃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不能检：玻璃、感温

液、充气共 3 项 

(1) 形状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2) 封顶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3) 釉带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4) 标度板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5) 毛细管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6) 毛细孔扩大部位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7) 膨胀腔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8) 中间泡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9) 温度计尺寸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10) 金属材料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11) 标度线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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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字标法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13) 标度线质量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14) 展刻线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15) 辅标度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16) 浸没线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17) 涂料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18) 示值误差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19) 零点上升值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20) 标志 JB/T9262-1999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

温度计 

 

150 电 接 点 玻 璃 温 度 计

(-30～300)℃ 

JB/T9264-1999 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不能检：负荷、玻璃、

感温液、接点材料和

引出线、保护气体、

寿命共 6 项 
(1) 温度计的控制范围和分

格值 

JB/T9264-1999 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2) 温度计的尺寸 JB/T9264-1999 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3) 工作接点数及间距 JB/T9264-1999 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4) 釉带 JB/T9264-1999 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5) 涂料 JB/T9264-1999 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6) 毛细管 JB/T9264-1999 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7) 感温泡直径 JB/T9264-1999 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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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套管 JB/T9264-1999 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9) 膨体腔与安全泡 JB/T9264-1999 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10) 中间泡 JB/T9264-1999 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11) 标度板 JB/T9264-1999 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12) 金属零件 JB/T9264-1999 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13) 调节磁钢的固定 JB/T9264-1999 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14) 接线底座的固定 JB/T9264-1999 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15) 电联接的可靠性 JB/T9264-1999 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16) 动作误差 JB/T9264-1999 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17) 抗运输环境 JB/T 9329-1999 仪器仪表 运输、运输贮存基

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中

文) 

 

151 双金属温度计 (-30～

300)℃ 

JB/T8803-2015 双金属温度计 不能检：长期运行性

能、防爆性能、船用

性能、防护性能共 4

项 

(1) 外观 JB/T8803-2015 双金属温度计 

(2) 基本误差 JB/T8803-2015 双金属温度计 

(3) 角度调整误差 JB/T8803-2015 双金属温度计  

(4) 回差 JB/T8803-2015 双金属温度计  

(5) 重复性 JB/T8803-2015 双金属温度计  

(6) 设定点误差 JB/T8803-2015 双金属温度计  

(7) 切换差 JB/T8803-2015 双金属温度计  

(8) 切换重复性 JB/T8803-2015 双金属温度计  

(9) 热稳定性 JB/T8803-2015 双金属温度计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0) 时间常数 JB/T8803-2015 双金属温度计  

(11) 耐振性 JB/T8803-2015 双金属温度计  

(12) 安装位置影响 JB/T8803-2015 双金属温度计  

(13) 绝缘电阻 JB/T8803-2015 双金属温度计  

http://www.fjqi.gov.cn/webtest/access/user/bzxx.asp?id=JB%2FT+9329%2D1999
http://www.fjqi.gov.cn/webtest/access/user/bzxx.asp?id=JB%2FT+9329%2D1999
http://www.fjqi.gov.cn/webtest/access/user/bzxx.asp?id=JB%2FT+9329%2D1999
http://www.fjqi.gov.cn/webtest/access/user/bzxx.asp?id=JB%2FT+9329%2D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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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绝缘强度 JB/T8803-2015 双金属温度计  

(15) 环境温度影响 JB/T8803-2015 双金属温度计  

(16) 环境相对湿度影响 JB/T8803-2015 双金属温度计  

152 蒸汽和气体压力式温度

计(-30～300)℃ 

JB/T9259-1999 蒸汽和气体压力式温度计标准 不能检：电接点长期

运行性能、指针和标

度、耐压共 3 项 (1) 外观 JB/T9259-1999 蒸汽和气体压力式温度计标准 

(2) 毛细管 JB/T9259-1999 蒸汽和气体压力式温度计标准 

(3) 示值基本误差 JB/T9259-1999 蒸汽和气体压力式温度计标准 
 

(4) 示值回差 JB/T9259-1999 蒸汽和气体压力式温度计标准 
 

(5) 示值重复性 JB/T9259-1999 蒸汽和气体压力式温度计标准 
 

(6) 接点动作误差 JB/T9259-1999 蒸汽和气体压力式温度计标准 
 

(7) 接点切换差 JB/T9259-1999 蒸汽和气体压力式温度计标准 
 

(8) 环境温度影响 JB/T9259-1999 蒸汽和气体压力式温度计标准 
 

(9) 时间常数 JB/T9259-1999 蒸汽和气体压力式温度计标准 
 

(10) 稳定性 JB/T9259-1999 蒸汽和气体压力式温度计标准 
 

(11) 绝缘电阻 JB/T9259-1999 蒸汽和气体压力式温度计标准 
 

(12) 绝缘强度 JB/T9259-1999 蒸汽和气体压力式温度计标准 
 

(13) 湿热 JB/T9259-1999 蒸汽和气体压力式温度计标准 
 

(14) 高低温和碰撞试验 JB/T9259-1999 蒸汽和气体压力式温度计标准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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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玻璃体温计 GB 1588-2001  玻璃体温计 不能检：体温计应力

共 1 项 

 (1) 基本尺寸 GB 1588-2001  玻璃体温计 

(2) 玻璃 GB 1588-2001 玻璃体温计  

(3) 感温液挂壁 GB 1588-2001 玻璃体温计  

(4) 内标式体温计标度板 GB 1588-2001 玻璃体温计  

(5) 感温泡质量 GB 1588-2001 玻璃体温计  

(6) 分度值检验 GB 1588-2001 玻璃体温计  

(7) 

 

内标式体温计玻璃管顶

端与标度板顶端的距离 

GB 1588-2001 

 

玻璃体温计 

 

 

 

(8) 内标式体温计套管检查 GB 1588-2001 玻璃体温计  

(9) 标度线和计量数字 GB 1588-2001 玻璃体温计  

(10) 示值允差 GB 1588-2001 玻璃体温计  

(11) 液柱中断检查 GB 1588-2001 玻璃体温计  

(12) 液柱自流检查 GB 1588-2001 玻璃体温计  

(13) 液柱难甩检查 GB 1588-2001 玻璃体温计  

(14) 体温计顶端应圆滑 GB 1588-2001 玻璃体温计  

154* 医用电子体温计 GB/T 21416-2008  医用电子体温计 不能检：与患者接触

的探测器、生物学评

价、材料、安全要求

等共 4 项 

 

(1) 外观与结构 GB/T 21416-2008  医用电子体温计 

(2) 温度显示 GB/T 21416-2008  医用电子体温计 

(3) 提示功能 GB/T 21416-2008  医用电子体温计 

(4) 测量时间 GB/T 21416-2008  医用电子体温计  

(5) 记忆功能 GB/T 21416-2008  医用电子体温计  

(6) 自动关机 GB/T 21416-2008  医用电子体温计  

(7) 技术说明书 GB/T 21416-2008  医用电子体温计  

(8) 环境试验 GB/T14710-2009 医用电器环境要求及试验方

法 

 

155 洁净室 GB 50591-2010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只测所列参数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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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 风量和风速 GB 50591-2010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2) 静压差 GB 50591-2010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3) 截面风速不均匀度 GB 50591-2010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4) 微粒计数浓度 GB50591-2010 

GB/T16292-2010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医药工业洁净室（区）悬浮粒

子的测试方法 

 

(5) 温湿度 GB 50591-2010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6) 噪声 GB 50591-2010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7) 照度 GB 50591-2010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8) 沉降菌 GB50591-2010 

GB/T 16294-2010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医药工业洁净室（区）沉降菌

的测试方法 

 

(9) 浮游菌 GB50591-2010 

GB/T 16293-2010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医药工业洁净室（区）浮游菌

的测试方法 

 

(10) 甲醛浓度 GB 50591-2010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11) 氨浓度 GB 50591-2010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156 医院洁净手术部 GB 50333-2013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

范 

只测所列参数 

(1) 风量和风速 GB 50333-2013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

范 

 

(2) 静压差 GB 50333-2013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

范 

 

(3) 截面风速不均匀度 GB 50333-2013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

范 

 

 

(4) 微粒计数浓度 GB 50333-2013 

GB/T16292-2010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

范 

医药工业洁净室（区）悬浮粒

子的测试方法 

 

(5) 温湿度 GB 50333-2013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

范 

 

(6) 噪声 GB 50333-2013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

范 

 

(7) 照度 GB 50333-2013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

范 

 

(8) 沉降菌 GB 50333-2013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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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6294-2010 医药工业洁净室（区）沉降菌

的测试方法 

 

(9) 浮游菌 GB 50333-2013 

 

GB/T 16293-2010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

范 

医药工业洁净室（区）浮游菌

的测试方法 

 

157 洁净厂房 GB 50073-201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1) 风量和风速 GB 50073-2013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2) 静压差 GB 50073-2013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3) 截面风速不均匀度 GB 50073-2013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4) 微粒计数浓度 GB 50073-2013 

GB/T16292-2010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医药工业洁净室（区）悬浮粒

子的测试方法 

 

(5) 温湿度 GB 50073-2013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6) 噪声 GB 50073-2013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7) 照度 GB 50073-2013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158 洁净工作台 JG/T 292-2010 洁净工作台 不能检：外观、扫描

检漏、引射作用、风

量、气流状态共 4 项 
(1) 空气洁净度 JG/T 292-2010 洁净工作台 

(2) 风速 JG/T 292-2010 洁净工作台  

(3) 沉降菌 JG/T 292-2010 洁净工作台  

(4) 噪声 JG/T 292-2010 洁净工作台  

(5) 照度 JG/T 292-2010 洁净工作台  

(6) 振动幅值 JG/T 292-2010 洁净工作台  

(7) 电气安全 JG/T 292-2010 洁净工作台  

(8) 环境适应性 JG/T 292-2010 洁净工作台  

159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 

 

GB11748-2005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 

 

不能检：输出激光束

1 项 

 (1) 外观 GB11748-2005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 

(2) 终端输出激光功率 GB11748-2005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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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终端输出激光功率不稳

定度 

GB11748-2005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 

 

 

 

 

(4) 激光输出功率复现性 GB11748-2005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  

(5) 导光系统及目标指示装

置 

GB11748-2005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  

(6) 电源及控制装置 GB11748-2005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  

(7) 冷却系统 GB11748-2005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机  

(8) 安全试验 GB 9706.1-2007 附录 A 医用电器设备第一部分：安全

通用要求 

 

(9) 环境试验 GB/T14710-2009 医用电器环境要求及试验方

法 

 

160 血压计和血压表 GB 3053-1993 血压计和血压表 不能检：耐变压共 1

项 

(1) 外观 GB 3053-1993 血压计和血压表  

(2) 零位 GB 3053-1993 血压计和血压表  

(3) 示值 GB 3053-1993 血压计和血压表  

(4) 气密性 GB 3053-1993 血压计和血压表  

(5) 臂带 GB 3053-1993 血压计和血压表  

(6) 灵敏度 GB 3053-1993 血压计和血压表  

(7) 漏汞 GB 3053-1993 血压计和血压表  

(8) 指针偏转平稳性 GB 3053-1993 血压计和血压表  

(9) 振动 GB 3053-1993 血压计和血压表  

161 超声多普勒胎儿监护仪 YY 0449-2009 超声多普勒胎儿监护仪 不能检：超声工作频

率、宫缩压力 2 项 

(1) 胎心率的测量和显示范

围 

YY 0449-2009 超声多普勒胎儿监护仪 
 

(2) 胎心率测量误差 YY 0449-2009 超声多普勒胎儿监护仪  

(3) 报警功能 YY 0449-2009 超声多普勒胎儿监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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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贮存记录功能 YY 0449-2009 超声多普勒胎儿监护仪  

(5) 电源电压适应能力 YY 0449-2009 超声多普勒胎儿监护仪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6) 正常连续工作时间 YY 0449-2009 超声多普勒胎儿监护仪  

(7) 外观和结构 YY 0449-2009 超声多普勒胎儿监护仪  

(8) 功能要求 YY 0449-2009 超声多普勒胎儿监护仪  

(9) 安全要求 YY 0449-2009 超声多普勒胎儿监护仪  

(10) 环境试验要求 YY 0449-2009 超声多普勒胎儿监护仪  

162 钴-60 远距离治疗机 YY 0096-2009 钴-60 远距离治疗机 不能检：辐射野的显

示、电气安全 2 项 

(1) 等中心位置误差 YY 0096-2009 钴-60 远距离治疗机 

(2) 经修整的半影宽度 YY 0096-2009 钴-60 远距离治疗机  

(3) 准直器束轴轴心偏差 YY 0096-2009 钴-60 远距离治疗机  

(4) 光野边界偏差 YY 0096-2009 钴-60 远距离治疗机  

(5) 光野与辐射野边界偏差 YY 0096-2009 钴-60 远距离治疗机  

(6) 比释动能率不对称性 YY 0096-2009 钴-60 远距离治疗机  

(7) 噪声 YY 0096-2009 钴-60 远距离治疗机  

(8) 辐射头 YY 0096-2009 钴-60 远距离治疗机  

(9) 源皮距显示 YY 0096-2009 钴-60 远距离治疗机  

(10) 治疗床高度变化 YY 0096-2009 钴-60 远距离治疗机  

(11) 外观 YY 0096-2009 钴-60 远距离治疗机  

(12) 标尺刻度 GB/T 18987-2015 放射治疗设备坐标系 运动与

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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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血液透析设备 YY 0054-2010 血液透析设备 不能检：透析液成分

试验、消毒试验 2 项 

(1) 流量控制试验 YY 0054-2010 血液透析机检测装置  

(2) 置换液试验（在线式设

备适用） 

YY 0054-2010 血液透析机检测装置  

(3) 透析液控制及监测试验 YY 0054-2010 血液透析机检测装置 

 

 

 

(4) 温度控制系统试验 YY 0054-2010 血液透析机检测装置  

(5) 压力监控试验 YY 0054-2010 血液透析机检测装置  

(6) 透析液流量、温度、电

导率稳定性试验 

YY 0054-2010 血液透析机检测装置  

(7) 漏血防护系统试验 YY 0054-2010 血液透析机检测装置  

(8) 防止空气进入试验 YY 0054-2010 血液透析机检测装置  

(9) pH 值监测装置试验 YY 0054-2010 血液透析机检测装置  

(10) 称重计试验 YY 0054-2010 血液透析机检测装置  

(11) 网电源供电中断试验 YY 0054-2010 血液透析机检测装置  

(12) 除气功能试验 YY 0054-2010 血液透析机检测装置  

(13) 废液保护试验 YY 0054-2010 血液透析机检测装置  

(14) 工作噪音试验 YY 0054-2010 血液透析机检测装置  

(15) 外观与结构试验 YY 0054-2010 血液透析机检测装置  

(16) 安全要求试验 YY 0054-2010 血液透析机检测装置  

(17) 环境试验 YY 0054-2010 血液透析机检测装置  

164 眼科仪器 验光仪 YY 0673-2008 眼科仪器 验光仪  

(1) 球镜顶焦度 YY 0673-2008 眼科仪器 验光仪 不能检：材料、电气

安全要求、光辐射安

全共 3 项 

(2) 柱镜顶焦度 YY 0673-2008 眼科仪器 验光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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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柱镜度的柱镜轴向 YY 0673-2008 眼科仪器 验光仪  

(4) 测量范围 YY 0673-2008 眼科仪器 验光仪  

(5) 目镜 YY 0673-2008 眼科仪器 验光仪  

(6) 清洗、消毒或灭菌措施 YY 0673-2008 眼科仪器 验光仪  

(7) 低温试验 GB/T14710-2009 医用电气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 

 

 

 

 

(8) 高温试验 GB/T14710-2009 医用电气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  

(9) 湿热试验 GB/T14710-2009 医用电气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  

(10) 振动试验 GB/T14710-2009 医用电气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  

(11) 碰撞试验 GB/T14710-2009 医用电气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  

(12) 对地漏电流 GB9706.1-2007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安全

通用要求 

 

(13) 接地电阻 GB9706.1-2007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安全

通用要求 

 

(14) 电介质强度 GB9706.1-2007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安全

通用要求 

 

(15) 随附文件 YY 0673-2008 眼科仪器 验光仪  

(16) 标记 YY 0673-2008 眼科仪器 验光仪  

165 生物安全柜 JG170-2005 生物安全柜 
 
不能检：箱体检
漏、高效过滤器检
漏、人员安全性的
共 14 项 

（1） 洁净度 JG170-2005 
生物安全柜 

（2） 垂直气流平均风速 JG170-2005 
生物安全柜  

（3） 噪声 JG170-2005 
生物安全柜  

（4） 照度 JG170-2005 生物安全柜  

166 食具消毒柜安全要求 GB4706.1-2005 

 

GB1798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不能检：臭氧泄漏
量、消毒效果共 2 项 

(1)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GB4706.1-2005 

 

GB1798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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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功率和电流 GB4706.1-2005 

 

GB1798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3) 发热 GB4706.1-2005 

 

GB1798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4)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
和电气强度 

GB4706.1-2005 

 

GB1798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5) 耐潮湿 GB4706.1-2005 

 

GB1798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6)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4706.1-2005 

 

GB1798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7) 变压器和相关电路的过
载保护 

GB4706.1-2005 

 

GB1798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8) 非正常工作 GB4706.1-2005 

 

GB1798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9)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GB4706.1-2005 

 

GB1798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10) 机械强度 GB4706.1-2005 

 

GB1798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11) 结构 GB4706.1-2005 

 

GB1798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12) 内部布线 GB4706.1-2005 

 

GB1798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13)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GB4706.1-2005 

 

GB1798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14)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GB4706.1-2005 

 

GB1798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15) 接地措施 GB4706.1-2005 

 

GB1798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16) 螺钉和连接 GB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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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7988-2008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17)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

穿通绝缘距离 

GB4706.1-2005 

 

GB1798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18) 耐热、耐燃和耐漏电起

痕 

GB4706.1-2005 

 

GB17988-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167 日用管状电热元件 JB/T 4088-2012 日用管状电热元件 不能检：卫生要求、

有害物质限值的要

求、引出棒长度等 3

项 

(1) 结构要求 JB/T 4088-2012 日用管状电热元件 

(2) 水压试验 JB/T 4088-2012 日用管状电热元件  

(3) 密封性能试验 JB/T 4088-2012 日用管状电热元件  

(4) 功率偏差 JB/T 4088-2012 日用管状电热元件  

(5)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JB/T 4088-2012 日用管状电热元件  

(6) 过载试验 JB/T 4088-2012 日用管状电热元件  

(7) 引出棒承受拉力试验 JB/T 4088-2012 日用管状电热元件  

(8) 封口材料的耐燃性试验 JB/T 4088-2012 日用管状电热元件  

(9) 管体温度测量 JB/T 4088-2012 日用管状电热元件  

168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

试验 

   

(1) 耐燃性 GB/T 5169.10-2006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 10 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

试验方法 灼热丝装置和通用

试验方法 

 

  GB/T 5169.11-2006 

 

 

 

GB/T 5169.12-2013 

 

 

 

GB/T 5169.13-2013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 11 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

试验方法 成品的灼热丝可燃

性试验方法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 12 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

试验方法 材料的灼热丝可燃

性指数(GWFI)试验方法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 13 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

试验方法 材料的灼热丝起燃

温度（GWIT）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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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耐热性 GB/T 5169.21-2006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 21 部分：非正常热 球压试

验 

 

(3) 针焰 GB/T 5169.5-2008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 5 部分：试验火焰 针焰试验

方法 装置、确认试验方法和导

则 

 

（4) 可燃性 GB/T 5169.15-2015 

 

 

 

GB/T 5169.22-2015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 15 部分：试验火焰 500W

火焰装置和确认试验方法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 22 部分：试验火焰 50W 火

焰装置和确认试验方法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GB/T 5169.16-2008 

 

 

GB/T 5169.17-2008 

 

 

GB/T 8332-2008 

 

第 16 部分：试验火焰 50W 水

平与垂直火焰试验方法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 17 部分: 试验火焰 500W 

火焰试验方法 

泡沫塑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 

水平燃烧法 

 

169 电工电子产品的环境试

验 

   

(1) 冲击 GB/T 2423.5-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a 和导

则:冲击 

 

`(2) 碰撞 GB/T 2423.6-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b 和导

则:碰撞 

 

(3) 振动（正弦） GB/T 2423.10-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 Fc: 

 

    振动(正弦)  

(4) 盐雾 GB/T 2423.17-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 Ka：盐

雾 

 

(5) 沙尘 GB/T 2423.37-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L：沙尘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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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宽带随机振动 GB/T 2423.56-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h：宽

带随机振动（数字控制）和导

则 

 

170 阴极射线示波器 GB/T 6585－2013 阴极射线示波器通用规范 不能检：尺寸和重

量、触发（同步）特

性、可靠性共 3 项 

(1) 外观与结构 GB/T 6585－2013 阴极射线示波器通用规范  

(2) 电源 GB/T 6585－2013 阴极射线示波器通用规范  

(3) 垂直（Y 轴）系统 GB/T 6585－2013 阴极射线示波器通用规范  

(4) 水平（X 轴）与时基系统 GB/T 6585－2013 阴极射线示波器通用规范  

(5) 显示系统 GB/T 6585－2013 阴极射线示波器通用规范  

(6) 探极校准信号 GB/T 6585－2013 阴极射线示波器通用规范  

(7) 探极 GB/T 6585－2013 阴极射线示波器通用规范  

(8) 光标测量 GB/T 6585－2013 阴极射线示波器通用规范  

(9) 频率测量 GB/T 6585－2013 阴极射线示波器通用规范  

(10) 安全性 GB/T 6585－2013 阴极射线示波器通用规范  

(11) 环境适应性 GB/T 6585－2013 阴极射线示波器通用规范  

(12) 包装及运输 GB/T 6585－2013 阴极射线示波器通用规范  

(13) 电磁兼容性 GB/T 6585－2013 阴极射线示波器通用规范  

171 多路电话计费系统 YD/T1004-1999 多路电话计费系统技术要求

及测试方法 

不能检：数据采集模

块的防护要求共1项 

(1) 计费方式 YD/T1004-1999 多路电话计费系统技术要求及

测试方法 

 

(2) 管理方式 YD/T1004-1999 多路电话计费系统技术要求及

测试方法 

 

(3) 系统容量 YD/T1004-1999 多路电话计费系统技术要求及

测试方法 

 

(4) 计费系统的计时计费特

性 

YD/T1004-1999 

 

多路电话计费系统技术要求及

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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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费系统应具备的功能 YD/T1004-1999 

 

多路电话计费系统技术要求及

测试方法 

 

(6) 介入衰减 YD/T1004-1999 

 

多路电话计费系统技术要求

及测试方法 

 

(7) 介入衰减的频率响应 YD/T1004-1999 

 

多路电话计费系统技术要求

及测试方法 

 

(8) 群时延失真 YD/T1004-1999 

 

多路电话计费系统技术要求

及测试方法 

 

(9) 增益随输入电平变化 YD/T1004-1999 

 

多路电话计费系统技术要求

及测试方法 

 

(10) 谐波失真 YD/T1004-1999 

 

多路电话计费系统技术要求

及测试方法 

 

(11) 互调失真 

 

YD/T1004-1999 

 

多路电话计费系统技术要求

及测试方法 

 

172 局部放电校验仪 GB/T 7354-2003 局部放电测量 不能检：局放仪截止
频率及输入共 1 项 

(1) 外观及标志检查 GB/T 7354-2003 局部放电测量  

(2) 耦合装置输入阻抗的确

定 

GB/T 7354-2003 局部放电测量  

(3) 脉冲重复频率 GB/T 7354-2003 局部放电测量  

(4) 视在电荷 GB/T 7354-2003 局部放电测量  

(5) 线性度 GB/T 7354-2003 局部放电测量  

(6) 标准电荷发生器波形参

数 

GB/T 7354-2003 局部放电测量  

173 高压电能表 GB/T 32856-2016 高压电能表通用技术要求 不能检：三相电压不

平衡试验、工频磁场

抗扰度试验、无线电

干扰抑制试验、射频

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射频场感应传导抗

扰度试验、单相接地

运行试验、电压短时

中断试验、接线端子

机械强度试验共8项 

 

(1) 外观检查、交流耐受电

压试验、局部放电试验、

高压拉弧试验、电流改

变量引起的误差试验、

逆相序影响试验、潜动

试验、起动试验、仪表

常数试验 

GB/T 32856-2016 高压电能表通用技术要求 

(2) 功率消耗、电压改变量

试验、频率改变量试验、

电压与电流含谐波影响

GB/T 32856-2016 高压电能表通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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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简谐波影响试验、

自热影响试验、环境温

度变化 

(3) 高温试验、低温试验、

交变湿热试验、冲击耐

受电压 

GB/T 32856-2016 高压电能表通用技术要求  

(4) 太阳辐射试验、烟雾试

验、弹簧锤试验、碰撞

试验、跌落试验、外壳

防护等级试验、防火阻

燃试验 

GB/T 32856-2016 高压电能表通用技术要求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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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GB18613-2012 

 

GB/T1032-2012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

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三相异步电动机试验方法 

功率 160kW 以上电动

机不检 

 

 

2 * 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 GB/T 28013-2011 

OIML R107-2007 

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 

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 

 

3 *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 GB/T 27738-2011 

OIML R61-2004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 

 

4 * 连 续 累 计 自 动 衡 器

（电子皮带秤） 

GB/T 7721-2007 

 

OIML R50-1997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电

子皮带秤）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 

 

5 * 自动分检衡器  GB/T 27739-2011 

OIML R51-2006 

自动分检衡器  

自动分检衡器  

 

6 * 核子皮带秤 EJ/T784-1993 核子皮带秤  

7  冷水水表 

（口径 DN6-DN600 以

下 ， 流 量

(0.002-5551)m
3
/h） 

GB/T 778.1-2007 

 

GB/T 778.2-2007 

 

GB/T 778.3-2007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1 部分:规范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2 部分:安装要求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3 部分:试验方法和试验

设备 

 

8  热水水表 

（口径 DN15-DN400，流

量

0.015m
3
/h-2000m

3
/h） 

GB/T 778.1-2007 

 

GB/T 778.2-2007 

 

GB/T 778.3-2007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1 部分:规范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2 部分:安装要求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3 部分:试验方法和试验

设备 

 

9  热量表 

（口径 DN15-DN400，流

量

0.015m
3
/h-2000m

3
/h） 

CJ 128-2007 

GB/T 32224-2015 

热量表 

热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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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10 * 涡轮流量计 
（口径 DN25～DN600
以下，气体介质流量
(1～15000m3/h)） 

GB/T 18940-2003 封闭管道中气体流量的测
量涡轮流量计 

 

11 * 涡街流量计 
（口径 DN25～DN600
以下，气体介质流量
(1～15000m3/h)） 

JB/T 9249-2015 涡街流量计  

12  给排水用超声流量计 
（ 1 、 公 称 通 径 ：
DN6-DN600；2、流量范
围 ： 标 准 表 法 ≤
5551m

3
/h；质量法≤

1800m
3
/h;标准表法：

0.5级及以下；质量法：
0.2 级及以下） 

CJ/T 3063-1997 给排水用超声流量计（传播
速度差法） 

 

13  
汽车用压缩天然气加气
机 

GB/T 19237-2003 汽车用压缩天然气加气机 

 

14 * 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 
（口径 DN10～DN600
以下，流量（0.015～
1800）t/h） 

GB/T 31130-2014 
 
 

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 
 

 

15 * 信息技术设备 GB/T 9254-2008 
 
CISPR 22-2008 
 
EN 55022-2010 
 
GB/T 17618-2015 
 
CISPR 24:2010+A1:2015 
 
EN 55024:2010+A1:2015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
限制和测量方法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
扰限制和测量方法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
限制和测量方法 
信息技术设备抗扰度限值和
测量方法 
信息技术设备抗扰度限值
和测量方法 
信息技术设备抗扰度限值
和测量方法 

 
 
 
 
 
 
电话终端设备不检 
 

16 * 工业环境中使用的电
气和电子设备 

GB/T 17799.2-2003 
 
IEC 61000-6-2-2005 
 
EN 61000-6-2-2005 
 
GB 17799.4-2012 
 
IEC 61000-6-4:2006+A1:2010 
 
EN 61000-6-4-2007+A1:2011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
境中的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
环境中的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
环境中的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
境中的发射标准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
境中的发射标准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
境中的发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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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工业、科学和医疗
（ISM）射频设备 

GB 4824-2013 
 
 
CISPR 11:2015 
 
 
EN 55011:2009+A1:2010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
射频设备 电磁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
射频设备 电磁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
射频设备 电磁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 

电磁辐射骚扰 30MHz
以下部分不能检 
 

18 *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

运行 

GB/T12497-2006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只测所列参数 

 （1） 电动机有功功率损耗 GB/T12497-2006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2） 电动机无功功率 GB/T12497-2006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3） 电动机综合功率损耗 GB/T12497-2006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4） 电动机运行负载系数 GB/T12497-2006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19 * 气体腰轮流量计 

（口径 DN25～DN600

以下，气体介质流量

(1～15000m
3
/h)）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不能检：共模干扰、

串模干扰、电子仪表

显示、电子显示装置

共 4 项 

 
(1) 基本误差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2) 重复性误差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3) 始动流量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4) 压力损失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5) 耐压强度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6) 密封性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7) 过载能力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8) 绝缘电阻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9) 绝缘强度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10) 抗运输贮存环境性能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11) 外观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12) 读数装置 JB/T 7385-2015 气体腰轮流量计  

20 * 电子远传水表 

（口径 DN6～DN600 以

下 ， 流 量 0.002 ～

5551m
3
/h）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不能检：电子装置可

靠性共 1 项 

 

(1) 外观和封印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2) 技术特性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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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检查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4) 机电转换误差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5) 机电转换可靠性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6) 压力损失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7) 静压试验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8) 示值误差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9) 高温（无冷凝）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10) 低温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11) 交变湿热（冷凝）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12) 静电放电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13) 电磁场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14) 静磁场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15) 电源试验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16) 抗运输冲击性能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17) 耐久性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18) 外壳防护 CJ/T 224-2012 电子远传水表  

21  IC 卡冷水水表 
（口径 DN6～DN600 以
下 ， 流 量
0.002-5551m

3
/h）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不能检： 控制器可靠

性试验共 1 项 

 

(1) 外观检查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2) 技术特性检查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3) 静压试验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4) 示值误差试验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5) 压力损失试验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6) 机电转换误差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7) 基本功能试验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8) 高温（无冷凝）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9) 低温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10) 交变湿热（冷凝）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11) 静电放电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1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

度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13) 静磁场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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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电源试验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15) 电控阀性能试验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16) 外壳防护试验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17) 连续冲击试验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18) 自由跌落试验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19) 耐久性试验 CJ/T 133-2012 IC 卡冷水水表  

22 * 超声波水表 

（口径 DN6-DN600 以

下，流量 0.002 m
3
/h 

-5551m
3
/h）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不能检：可靠性共 1

项 

 

(1) 外观检查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2) 技术特性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3) 显示装置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4) 示值误差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5) 水温影响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6) 压力影响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7) 反向流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8) 重复性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9) 零流量读数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10) 最大允许工作压力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11) 压力损失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12) 电源要求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13) 断电数据保护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14) 电气绝缘性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15) 外壳防护等级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16) 耐久性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17) 数据存储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18) 数据通信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19) 高温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20) 低温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21) 交变湿热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22) 静电放电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23) 电磁敏感性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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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静磁场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25) 连续冲击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26) 自由跌落 CJ/T 434-2013 超声波水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23*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

境中使用的电气和电

子设备电磁兼容 

GB/T 17799.1-1999 

 

 

IEC 61000-6-1-2005 

 

 

EN 61000-6-1-2007 

 

 

GB 17799.3-2012 

 

 

IEC 61000-6-3:2006+A1:2010 

 

 

EN 61000-6-3-2007+A1:2011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

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

的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

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

的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

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

的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

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

的发射标准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

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

的发射标准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

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

的发射标准 

不能检：谐波电流、

电压波动闪烁 

 

 

(1) 连续骚扰电压 GB 17799.3-2012 

 

 

IEC 61000-6-3:2006+A1:2010 

 

 

EN 61000-6-3-2007+A1:2011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

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

的发射标准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

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

的发射标准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

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

的发射标准 

 

(2) 辐射骚扰 GB 17799.3-2012 

 

 

IEC 61000-6-3:2006+A1:2010 

 

 

EN 61000-6-3-2007+A1:2011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

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

的发射标准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

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

的发射标准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

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

的发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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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

的电设备 

GB/T 18268.1-2010 

 

 

IEC 61326-1：2012 

 

 

EN 61326-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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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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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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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检：谐波电流、

电压波动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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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静电放电 GB/T 18268.1-2010 

 

 

IEC 61326-1：2012 

 

 

EN 61326-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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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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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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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

度 

GB/T 18268.1-2010 

 

 

IEC 61326-1：2012 

 

 

EN 61326-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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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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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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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GB/T 18268.1-2010 

 

 

IEC 61326-1：2012 

 

 

EN 61326-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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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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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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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浪涌 GB/T 18268.1-2010 

 

 

IEC 61326-1：2012 

 

 

EN 61326-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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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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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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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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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射频场传导骚扰抗扰

度 

GB/T 18268.1-2010 

 

 

IEC 61326-1：2012 

 

 

EN 61326-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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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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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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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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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6) 工频磁场 GB/T 18268.1-2010 

 

 

IEC 61326-1：2012 

 

 

EN 61326-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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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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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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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

电压变化抗扰度 

GB/T 18268.1-2010 

 

 

IEC 61326-1：2012 

 

 

EN 61326-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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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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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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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电源端骚扰电压 GB/T 18268.1-2010 

 

 

IEC 61326-1：2012 

 

 

EN 61326-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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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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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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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辐射骚扰 GB/T 18268.1-2010 

 

 

IEC 61326-1：2012 

 

 

EN 61326-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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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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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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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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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25* 电子电气设备

 
   

(1) 静电放电抗扰度 GB/T 17626.2-2006 

 

IEC 61000-4-2:2008 

 

EN 61000-4-2:200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

度 

 

GB/T 17626.3-2016 

 

 

IEC 

61000-4-3:2006+A1:2008+A2:2010 

 

EN 61000-4-3:2006 

+A1:2008+A2:2010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

验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

验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

验 

 

 

(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

扰度 

 

GB/T 17626.4-2008 

 

 

IEC 61000-4-4:2012 

 

 

EN 61000-4-4:201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试验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试验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试验 

 

(4) 浪涌（冲击）抗扰度 

 

GB/T 17626.5-2008 

 

 

IEC 61000-4-5:2014 

 

 

EN 61000-4-5:2014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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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限制范围或说明 

(5)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

扰抗扰度 

 

GB/T 17626.6-2008 

 

 

IEC 61000-4-6:2013 

 

 

EN 61000-4-6:2014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

扰度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

扰度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

扰度 

 

(6) 工频磁场抗扰度 GB/T 17626.8-2006 

 

IEC 61000-4-8-2009 

 

EN 61000-4-8-2010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7)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

电压变化抗扰度 

GB/T17626.11-2008 

 

 

IEC 61000-4-11-2004 

 

 

EN 61000-4-1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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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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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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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电工电子产品

 
   

(1) 低温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A：

低温 

 

(2) 高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 B: 

高温 

只检“+150°C 以下 

(3) 恒定湿热 

 

GB/T 2423.3-201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

恒定湿热试验 

 

 

(4) 交变湿热 

 

GB/T 2423.4-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Db 

交变湿热（12h＋12h 循环） 

 

(5) 碰撞 

 

GB/T 2423.6-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b

和导则:碰撞 

只检“半正弦，峰值

加速度（40～400）

m/s
2
” 

(6) 自由跌落 

 

GB/T 2423.8-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d:

自由跌落 

只检“自由跌落（0～

1200）m” 

(7) 外壳防护 GB/T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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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X 射线诊断影像中使

用的电离室和(或)半导

体探测器剂量计 

GB/T 19629-2005 

医用电气设备 X 射线诊断

影像中使用的电离室和(或)

半导体探测器剂量计 

不能检：脉冲辐射对

空气比释动能和空气

比释动能长度的影

响、稳定性、空气比

释动能率对空气比释

动能和空气比释动能

长度测量的影响、工

作电压、大气压强、

辐射探测器的大气压

强平衡时间、温度与

湿度、电磁兼容、CT

剂量计响应的有效长

度和空间均匀性共 9

项 

 

（1） 性能相关的结构要求 GB/T 19629-2005 

医用电气设备 X 射线诊断

影像中使用的电离室和(或)

半导体探测器剂量计 

（2） 相对固有误差 GB/T 19629-2005 

医用电气设备 X 射线诊断

影像中使用的电离室和(或)

半导体探测器剂量计 

（3） 重复性 GB/T 19629-2005 

医用电气设备 X 射线诊断

影像中使用的电离室和(或)

半导体探测器剂量计 

（4） 读数分辨率 GB/T 19629-2005 

医用电气设备 X 射线诊断

影像中使用的电离室和(或)

半导体探测器剂量计 

（5） 稳定时间 GB/T 19629-2005 

医用电气设备 X 射线诊断

影像中使用的电离室和(或)

半导体探测器剂量计 

（6） 

空气比释动能和空气

比释动能长度量程上

的复位 

GB/T 19629-2005 

医用电气设备 X 射线诊断

影像中使用的电离室和(或)

半导体探测器剂量计 

 

（7） 漏电流效应 GB/T 19629-2005 

医用电气设备 X 射线诊断

影像中使用的电离室和(或)

半导体探测器剂量计 

 

（8） 
用稳定性检查放射源

测量 
GB/T 19629-2005 

医用电气设备 X 射线诊断

影像中使用的电离室和(或)

半导体探测器剂量计 

 

（9） 能量响应 GB/T 19629-2005 

医用电气设备 X 射线诊断

影像中使用的电离室和(或)

半导体探测器剂量计 

 

（ 10

） 

辐射入射角对探测器

响应的影响 
GB/T 19629-2005 

医用电气设备 X 射线诊断

影像中使用的电离室和(或)

半导体探测器剂量计 

 

（ 11

） 
辐射野 GB/T 19629-2005 

医用电气设备 X 射线诊断

影像中使用的电离室和(或)

半导体探测器剂量计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