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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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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交通企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森淼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中交二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省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中交二航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江苏中宁计量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宇达兴科仪

器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量中心、苏交科集团检测

认证有限公司、中交二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唐学农、王洪章、唐光臣、国璟、张爱军、熊小一、杨福猛、程学文、高洁、

成朝恒、徐庆宏、商泓斌、梁金根、杨运旺、戴毅生、姜云、王华、邹文军、袁孝义、欧定福、赵蔚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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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沈菊燕、陈健、张冬冬、石银、张强、王芮文。

本文件由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王芮文、江苏中宁计量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商泓斌、中交二航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熊小一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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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工地试验室仪器设备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地试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基本规定、仪器设备检定、仪器设备校准、仪器设备自校、

检定/校准报告、检定/校准结果符合性确认、期间核查、仪器设备的管理等相关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工地试验室仪器设备管理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仪器设备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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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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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GB/T 228.1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 2611 试验机通用技术要求

GB/T 3159 液压式万能试验机

GB/T 8074 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勃氏法

GB/T 27411 检测实验室中常用不确定度评定方法与表示

JC/T 724 水泥胶砂电动抗折试验机

JC/T 726 水泥胶砂试模

JC/T 681 行星式水泥胶砂搅拌机

JC/T 682 水泥胶砂试体成型振实台

JC/T 729 水泥净浆搅拌机

JC/T 956 勃氏透气仪

JG 244 混凝土试验用搅拌机

JG/T 249 混凝土抗渗仪

JG/T 3033 试验用砂浆搅拌机

JJF 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技术规范

JJF 1033 计量标准考核规范

JJF 105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JJF 1071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JTG 3223 公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JJG 99 砝码检定规程

JJG 139 拉力、压力和万能试验机检定规程

JTG 3223 公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JTG 342O 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JTG 3430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JTG 3450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 E20 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JTG E42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RB/T 039 检测实验室仪器设备计量溯源结果确认指南

TB 10018 铁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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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507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

T0705 压实沥青混合料密度试验（表干法）

T/JSJTQX 20—2021 电磁感应法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JJF 1001-201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地试验室 site laboratory

工程建设过程中为控制质量由等级试验检测机构在工程现场设立的试验室。

3.2

计量溯源结果 measurement traceability results

计量校准/检定机构对检测实验室的仪器设备进行校准/检定后，出具的校准/检定证书或报告等。

[来源： RB/T 039-2020，3.1]

3.3

期间核查 intermediate checks

设备在使用过程中或在相邻两次校准之间，按照规定程序验证其功能或计量特性能否持 续满足方

法要求或规定。

3.4

传递比较法 transfer comparison method

用被考核的计量标准测量一稳定的被测对象，然后将被测对象用另一更高级的计量标准进行测量的

方法。

3.5

比对法 comparison method

在不可能采用传递比较法时，可采用 n多个试验室之间的比对。假定各试验室的计量标准具有相同

准确度等级，此时采用各试验室所得到的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被测量的最佳估计值。

4 基本规定

4.1 仪器设备的配置

4.1.1 所有投入的仪器设备均应按本文件进行管理。

4.1.2 应按合同约定和项目质量检测工作最低要求投入和配置检测仪器设备，仪器设备名称、试验参

数、规格型号、技术性能及辅助工具等见附录A。

4.1.3 投入的仪器设备型号、性能以及准确度等技术指标应满足现行规程的要求，数量应与工作量相

匹配、满足周转及使用频率的要求。

4.1.4 对于不同功能室使用同类精度的仪器设备应分别配置，同一台仪器设备不宜在不同功能室之间

混用。

4.1.5 对于母体检测机构不具备检测能力的参数，可以不配备相应的仪器设备，试验应委托具有相应

资质、信誉良好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资质能力应满足相关的规定，在试验室备案

前，应与第三方检测机构签订试验检测服务合同，并应经建设单位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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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三方外委检测视为工地试验室建设的一部分，因此外委检测单位必须经建设单位批准。本条款在《江苏省公

路水运工地试验室备案程序》（苏交质2018（18））文中也有规定。

4.1.6 对于母体检测机构能承担的试验检测参数，在下列情况下，经建设单位同意，工地试验室可不

配置相应仪器设备，试验工作可以委托母体试验室完成。

a) 工地试验室备案前；

b) 配备的仪器设备处于维修期间；

c) 因仪器设备不适合在工地试验室使用；

d) 因工地试验室人员超出其持证业务范围的参数。

注：由于工地试验室的所有参数均为母体试验室授权参数，因此，其未授权的参数可以由母体试验室承担试验。但

是当数据有争议、或需进行检测数据仲裁时，母体检测机构不能作为裁决机构出具检测报告。

4.1.7 工地试验室在正式运转后，不应将母体已授权的检测参数外委给其他检测机构。

注：对于工地检测频率较高的常规检测参数，如回弹强度、保护层厚度、压实度、含水量等参数，必须配备相应的

仪器设备，不应进行外委，也不建议由母体机构实施。

4.1.8 工地试验室配备仪器设备时，应优先配置信息化、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仪器设备，并配备相关的

网络设施。

4.2 仪器设备的验收和安装

4.2.1 新购或调拨的仪器设备到达工地试验室之前，应办理接收手续，检查仪器设备型号、数量，检

查仪器设备是否满足现行规范标准或合同条件要求，检查仪器设备是否完好、仪器设备的配件或辅助工

具（包括维修保养工具）是否齐全完好，调拨的仪器设备档案是否齐全。验收的结果应在仪器设备档案

中予以说明。

4.2.2 试验室建设前，应对仪器设备的安放位置进行规划定位并绘制图纸。仪器设备进场后，应按图

纸的位置进行定位安装，并在相应的位置设置仪器设备铭牌标识。

4.2.3 安放在操作台上的仪器设备应该确保稳固和便于操作，仪器设备之间应保证有足够的空间以免

相互干扰。

4.2.4 仪器设备需要安放在基座上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需要在混凝土基础上固定的仪器设备，如击实仪、振动台、摇筛机、压力机、万能试验机等，

在规划摆放位置前，应按照有关标准、规程和仪器设备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将基础、基座的位置及尺寸进

行规划并制图，以便于在计算功能室面积和浇筑混凝土基础、基座时使用；

b) 仪器设备的水泥混凝土基础在室内地面处理前浇筑完成，基础外形尺寸根据仪器设备的外形尺

寸及基础、基座规划图确定，水泥混凝土浇筑时应留出地脚螺栓、电缆等安装孔道，基础的上平面水平；

c) 对基座有隔振要求的设立不与其他建筑物直接相连的独立混凝土台，周围存在振源时在地面与

台座间设橡胶垫；

d) 精密分析天平应独立设立台座，不放置在空调风口处，且尽量与土工室、力学室等有振源的功

能室分开，以避免影响检测结果；

e) 水泥胶砂试件成型振实台基座应由高度约400mm、体积约0.25m
3
、质量约为600kg的水泥混凝土

浇筑而成。浇筑前，在底面放一层厚约5mm天然橡胶弹性衬垫，然后将仪器设备用地脚螺钉固定在基座

上，安装后设备成水平状态，仪器设备底座与基座之间要铺一层砂浆以保证二者的完全接触；

f) 水泥胶砂流动度跳桌基座由密度至少为2240kg/m3的重水泥混凝土浇筑而成，基部约为400mm×

400mm，高约690mm。跳桌通过膨胀螺栓安装在已经硬化的水平水泥混凝土基座上；

4.2.5 大型仪器设备的安装以及有特殊要求的仪器设备安装应留存安装记录。

4.2.6 应对互相有干扰的仪器设备进行有效隔离。

4.2.7 当相关标准、方法或程序对环境条件有要求时，或环境条件影响结果的有效性时，试验室应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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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控制和记录环境条件，预防对试验室活动的污染、干扰或不利影响；

注：下列下列情况，宜采用自动监测/记录装置监测和记录环境条件：

a） 检测过程中的环境条件要求较为严苛，如23℃±2℃、20℃±0.5℃；

b） 检测方法等文件对检测过程中的环境温度波动度有要求；

c） 检测方法等文件规定样品在检测前有温度平衡要求，需在恒温室放置 2 h 以上的；

d） 检测过程为自动完成，且无人值守的；

e） 检测过程持续 4 h 以上的。

4.2.8 当试验检测规程对试验检测环境条件中的温度和湿度无特殊要求时，工作环境条件宜维持在16

℃～26℃，相对湿度宜维持在30%～65%。

4.3 仪器设备的调试和试运行

4.3.1 仪器设备安装就位后，应进行仪器设备的调试，主要检查仪器设备性能的完好性。

4.3.2 经调试完好的仪器设备，应按本文件相关要求进行检定/校准。

4.3.3 仪器设备经检定/校准后，宜根据相关试验规范、仪器设备操作手册等进行仪器设备的试运行。

仪器设备的试运行应以工程材料为试验材料，根据试验规程进行操作试验，并出具原始记录及试验检测

报告。

4.3.4 仪器设备试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试样残样及出具的检测报告应留存至工地试验室备案核查以后。

4.4 溯源方式和程序

4.4.1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分为通用类（Ⅰ类）、专用类（Ⅱ类）和工具类（Ⅲ类）。

4.4.2 Ⅰ类是指有公开发布的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及校准规范，一般应送至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设置

的计量检定单位（如国家、省、市、县计量院、所）或具备相应仪器设备计量能力的专业计量站、溯源

机构进行检定/校准，并取得检定证书或校准证书的仪器设备。属于Ⅰ类的水运工程仪器设备共126 种，

公路工程仪器设备共264种。

4.4.3 Ⅱ类是指公路、水运行业计量管理的专业检测仪器设备，属于Ⅱ类水运工程仪器设备共118种，

公路工程仪器设备共225种。Ⅱ类仪器设备又可分两种情况进行管理：

a)（Ⅱ-1）：有公开发布的国家或交通运输部部门计量检定规程及校准规范的仪器设备（水运工程

仪器设备42 种，公路工程仪器设备97种）。工地试验室应将此类仪器设备送至具有技术能力的溯源机

构或专用溯源机构进行检定/校准；

b)（Ⅱ-2）：无公开发布的国家或交通运输部部门计量检定规程及校准规范的仪器设备（水运工程

仪器设备76 种，公路工程仪器设备128种）。这类仪器设备在行业检测中对结果确认影响重大，目前尚

没有公开发布可直接依据的检定/校准技术文件，检测机构可将设备送至有技术能力的溯源机构，按检

测标准/规范要求，对影响检测的主要参数进行检定/校准，出具测试报告。

4.4.4 Ⅲ类是指公路水运工程工具类设备，属于Ⅲ类水运工程仪器设备共计 74 种，公路工程仪器设

备共计85种。此类仪器设备可开展内部校准或自行维护，工地试验室应委托有自校能力的母体检测机构

根据计量参数，定期实施内部校准，保证检测结果准确；并根据仪器设备产品标准、试验检测方法等技

术文件，定期对仪器设备进行功能核查，保证其功能运转正常，并留存相应技术和管理记录。如果母体

检测机构无自校能力，应委托有校准能力的机构进行设备的校准，并出具校准证书。

4.4.5 溯源机构应具有保证其测量活动所涉及的全部量值能溯源至国家计量基准或追溯至公认实物标

准的技术能力，且信誉良好，具备相应的业绩。

4.4.6 溯源机构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充分理解检测参数的含义；

b) 具备合适的检测设备、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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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能对检测工作进行策划和实施、给出结果符合性结论、对测量不确定度进行评价。

4.4.7 溯源机构应给出仪器设备的溯源周期。强制检定的仪器设备的检定周期应按检定规程确定；非

强制检定的仪器设备，溯源机构宜对检定/校准周期给出建议，也可以按工地试验室对仪器设备数据的

收集分析确定仪器设备的检定/校准周期。

4.5 检定/校准要求

4.5.1 对新购仪器设备、经重新安装、大修后及异地转运调拨的仪器设备应按首次检定/校准的要求执

行。

4.5.2 仪器设备首次检定/校准后使用场所未发生变化，在检定/校准建议复检期满、仪器设备小修后

及由于使用中发生数据偏差较大等现象时，应进行后续检定/校准。

4.5.3 仪器设备首次检定/校准工作应在仪器设备安装调试合格后尽快进行，以保证工地试验室备案工

作不受影响。后续检定/校准工作应在检验的检定/校准有效期到期前15日内完成，并取得检定/校准证

书。

4.5.4 测量设备溯源工作应在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尽快进行，以保证工地试验室备案工作不受影响。

进行周期性溯源的测量设备应依据各试验室的年度溯源计划要求进行溯源。溯源应以不影响使用要求为

前提，在下次溯源有效期之前15个工作日内完成溯源工作。

4.5.5 试验室在备案材料递交时，应同时提交溯源机构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资质能力、业绩情况

等。试验室应留存溯源机构相关资质信息。

注：检定检定/校准机构的能力情况是检定/校准结果可靠性的一项重要保障。因目前公路水运工程管理与检定/校

准机构质量管理工作联系和对接脱节，无法从源头上控制检定/校准机构的服务质量，只能从是否具有所开展项目的能

力方面进行把关。主要了解检定/校准机构开展的项目是否已经通过国家实验室认可或已经完成计量建标考核，以及项

目测量不确定度是否满足被检定/校准测量仪器设备的溯源性要求。

4.5.6 不应使用未按本文件及相关法规要求进行检定和校准或检定/校准结果不满足相关要求的仪器

设备。在仪器设备检定/校准前以及超过检定/校准期限使用仪器设备检测的结果，应在检定/校准符合

要求后重新进行检测。

4.5.7 在仪器设备检定/校准之前，各功能室检测负责人应对本功能室的仪器设备进行管理分类，再依

本文件的要求确定仪器设备的溯源方式和检定/校准参数，并将确定后的检定/校准参数与溯源机构技术

人员进行充分沟通。溯源方式和检定/校准参数等信息应经授权负责人审核确认。

4.5.8 溯源机构应具备的计量器具见附录B。

4.5.9 应制定年度溯源计划表，其内容应至少包括设备编号、名称、设备型号规格、生产厂家、测量

范围、溯源参数、不确定度/最大允许误差/准确度等级、溯源方式、证书编号、溯源周期、计量服务机

构、本年度溯源时间、下一年度计划溯源时间、是否强制检定等信息。

4.5.10 应根据年度溯源计划表的要求提前安排相关工作，以免溯源工作和检测任务相冲突。

5 仪器设备检定

5.1 基本要求

5.1.1 仪器设备的检定参数应由工地试验室根据试验室的具体工作内容、检测精度、仪器设备状态以

及有关规定的要求提出，仪器设备在首次检定时，应按本文件的要求进行全参数检定，后续检定视具体

情况确定检定参数。

5.1.2 对于Ⅰ类仪器设备中有准确度要求的或涉及的试验检测参数精确度要求较高的仪器设备，宜进

行检定。

5.1.3 具有公开发布的国家或交通运输部门计量检定规程的Ⅱ类仪器设备，宜视仪器设备的准确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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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使用频率等进行检定。

5.1.4 对于有检定规程而实施校准的仪器设备，应全参数校准，且校准证书应给予是否合格结论，工

地试验室仪器设备使用人应予以符合性确认。

5.1.5 对于试验检测规程中有明确要求或试验检测中使用的特定量程内数据点，应进行校准。

5.2 检定工作的实施

5.2.1 在仪器设备检定前，工地试验室应根据试验室仪器设备分类管理情况，制定检定参数要求，见

附录 B。

5.2.2 仪器设备的检定应在工地试验室现场进行，如需到溯源机构检定，应注意在仪器设备运输过程

中的保护。

5.2.3 仪器设备的检定工作应在检定规程的要求的环境下进行。仪器设备检定之前，应提前对仪器设

备所在功能室进行环境条件的确认，待环境条件达到要求后，再进行仪器设备的检定工作。

5.2.4 仪器设备的检定，应首先对仪器设备的外观进行描述，如新旧、漆皮等感观描述，再进行通电

运行情况描述，最后再做参数的检定。

5.2.5 仪器设备检定工作完成后，应按本文件相关要求出具检定证书。

6 仪器设备校准

6.1 基本要求

6.1.1 仪器设备的校准参数应由工地试验室根据试验室的具体工作内容、检测精度、仪器设备状态以

及有关规定的要求提出，仪器设备在首次校准时，宜按本文件的要求进行全参数校准，后续校准时，可

对检测结果有较大影响的参数进行校准，其他参数可以自校的形式进行自校。后续校准宜根据实际使用

情况选择校准参数。

注：由于测量的多样性，考虑到需要与可能、经济与合理，实事求是地按照每个校准项目不确定度分析结果，依据

仪器设备校准分量对扩展不确定度贡献的大小，来确定溯源要求。当仪器设备校准占据着扩展不确定度主要分量时，仪

器设备应严格遵循校准要求进行校准和使用；当仪器设备校准所带来的贡献对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几乎没有影响

时，则不一定要校准。

对于提供测量条件的设备，如果其某些特性对测量结果没有影响，则不一定需要校准，如仅用于加热的电炉。

对测量结果产生直接影响的参数和对测量不确定度有重要影响的参数，应进行校准；对检测、校准和抽样结果的准

确性或有效性有显著影响的辅助测量仪器设备，也应进行校准（如环境温度计等）。即使同一台仪器设备，由于预期使

用目的不同，对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影响程度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不确定度的分析可参考附录C和附录D。

6.1.2 工地试验室和溯源机构应对那些经证实其校准带来的贡献对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几乎没有

影响的仪器设备及参数逐一开列清单，保留测量结果不确定度报告作为证明材料，并附上“该仪器设备

（某参数）无需再进行校准即可满足某项校准工作的测量不确定度仪器设备”的分析报告、审核记录和

批准证明。

6.1.3 溯源机构用于校准工作的计量标准，应进行有效的溯源且在有效期内。如果计量器具无法校准，

可通过实验室间比对或测量仪器设备之间的比对，来对其进行溯源。

6.1.4 仪器设备的校准周期的确定，宜采取实践或试验的方法。当使用实践的方法时，应根据被校准

的仪器设备特性，如稳定性、使用频率以及重要性等，先选择一个较短的周期开展校准，经过几个周期

的比较，分析被校准的仪器设备量值的稳定性，然后适当延长或缩短周期。如果被校准的仪器设备量值

变化较大，则应缩短周期。当使用试验的方法时，对于使用频次较高的仪器设备，改变使用条件，如温

度、湿度以及振动情况等，分析被校准的仪器设备量值的变化，推算正常使用下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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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校准工作的实施

6.2.1 在仪器设备校准前，工地试验室应根据试验室仪器设备分类管理情况，制定校准参数要求，见

附录 B。

6.2.2 仪器设备的校准应在工地试验室现场进行，如需到溯源机构校准，应注意在仪器设备运输过程

中的保护。

6.2.3 仪器设备的校准工作应在校准方法或相关规定要求的环境下进行。仪器设备校准之前，应提前

对仪器设备所在功能室进行环境条件的确认，待环境条件达到要求后，再进行仪器设备的校准工作。

6.2.4 仪器设备的校准，应首先对仪器设备的外观进行描述，如新旧、漆皮等感观描述，再进行通电

运行情况描述，最后再做参数的校准。

6.2.5 仪器设备校准工作完成后，应按本文件相关要求出具校准证书。

7 仪器设备自校

7.1 自校条件

7.1.1 对于无量值输出的工具类仪器设备，可采取自行维护的管理方式，根据仪器设备产品标准、试

验检测方法等技术文件，定期对仪器设备进行功能核查，保证其功能运转正常，并留存相应技术和管理

记录。

7.1.2 工地试验室或其母体机构对工地试验室检测仪器设备进行自校时，应满足下列条件：

a) 有开展计量的参考标准或标准物质；

b) 有经过确认的自校方法；

c) 有经过培训的合格的持证校准人员；

d) 有保证自校工作质量的环境条件。

7.1.3 满足自校条件的工地试验室或其母体机构，可进行仪器设备自校。

7.2 自校的技术人员、环境和方法

7.2.1 持有公路工程试验检测资格证书的技术人员可以通过行业管理部门的培训考核和计量技术工作

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获得校准资格证书。

7.2.2 自校环境应按相关规范和规程管理，环境控制设备齐全，环境监测记录完整正确。

7.2.3 自校应按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可以是国家或地方、行业颁布的校准方法，也可以是检定

规程。当缺乏校准方法或检定规程或已有的校准方法中个别参数的校准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无法实施

时，可以自编校准方法。当使用自编的校准方法进行校准时，自编校准方法需经母体检测机构技术质量

部门审批并受控。

8 检定/校准报告

8.1 一般规定

8.1.1 溯源机构应在仪器设备检定/校准工作完成后 10日内，提交检定/校准证书。

8.1.2 检定/校准/报告应对仪器设备进行外观描述，宜同时配有照片。

8.1.3 对于多点测量的仪器设备，如烘箱、养生室等，应同时绘制测点点位图。

注：由于确认仪器设备计量特性的依据是按照使用目的而确定的计量要求，因此，检定合格与否并不能说明是否满

足使用目的。如万能试验机检定结果合格，但是可能不一定满足钢筋拉伸试验要求的Ⅰ级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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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检定/校准证书应给出测量不确定度。

8.1.5 对于没有检定/校准规程的仪器设备，可以出具测试报告，测试报告的编制参照检定/校准证书。

8.2 证书或测试报告内容

对于有国家、行业检定规程的仪器设备在检定完成后，应该出具检定证书，检定证书应包含以下信

息：

a) 封面有检定机构名称、检定机构印章和检定机构资质章，印章应清晰可辨，多页时，需加盖骑

缝章以及对页码的连续编号。封面上注明委托单位名称、地址、仪器设备名称和规格型号、仪器设备厂

家及仪器设备唯一性编号、检定结论。此外，还应有检定人员签字、检定日期和检定证书编号等信息；

b) 内页含有国家法定溯源机构计量授权证书号码、检定所依据的技术规程、检定所使用的计量标

准和主要计量标准器具的名称、测量范围、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不确定度以及其证书编号及有效

期等信息。内页还注明“本次检定所使用的计量标准器具的量值溯源至国家基准/测量标准”；

c) 证书包含检定的地点和检定的环境条件；

d) 检定证书包含仪器设备的外观情况描述和仪器设备照片、仪器设备运转状态描述；

e) 检定证书结果包括检定数据、检定结论给定的依据、测量不确定度、仪器设备的测量准确度等

级等，还应对检测给定的数据做出确认建议；

f) 检定证书给出检定有效期。

8.2.2 对于有校准规范或自编检查方法的仪器设备在校准或检查完成后，应出具校准证书或测试报告，

校准证书或测试报告应包括：

a) 封面有校准机构名称、校准机构印章和校准机构资质章，印章应清晰可辨，多页时，还需加盖

骑缝章以及对页码的连续编号。封面应注明委托单位名称、地址、仪器设备名称和规格型号、仪器设备

厂家及仪器设备唯一性编号。此外，还应有校准人员签字、校准日期和校准证书编号等信息；

b) 内页含有国家法定溯源机构计量授权证书号码、实验室认可证书号、校准所依据的技术规范、

校准所使用的计量标准和主要计量标准器具的名称、测量范围、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不确定度以

及其证书编号及有效期等信息。内页还应注明“本次校准所使用的计量标准器具的量值溯源至国家基准

/测量标准或其他标准物质”；

c) 报告包含校准过程，如校准的地点、校准的环境（温湿度等）；

d) 校准证书包含仪器设备的外观情况描述和仪器设备照片、仪器设备运转状态描述；

e) 校准证书结果包括校准数据、示值误差、测量不确定度等，还应对检测给定的数据做出确认建

议；

f) 校准证书给出复检日期。

9 检定/校准结果符合性确认

9.1 一般规定

9.1.1 检定/校准证书出具后，工地试验室应对其结果进行符合性确认，符合性确认的主要内容有检定

/校准机构的资质及参数范围、证书、报告内容有效性、检定/校准结果是否满足要求等。

注1：试试验室对仪器设备检定/校准结果符合性确认评价评定的内容包括仪器设备的关键量或示值误差是否在该仪

器设备允许的误差范围内，是否满足相关检测标准和/或客户的要求；校准值的测量不确定度是否满足检测精度要求，

被计量检定/校准的仪器设备是否可用于检测。做好对检定/校准结果与试验检测工作要求符合性确认是确保试验检测数

据准确可靠的前提。

对作为计量溯源性证据的文件(如校准证书)进行符合性确认应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以校准证书为例):

a) 校准证书的完整性和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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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据校准结果作出与预期使用要求的符合性判定；

c) 适用时,根据校准结果对相关设备进行调整、导入校准因子或在使用中修正。

注2：只有测量设备已被证实适用于预期使用并形成文件，计量结果符合性确认才算完成；预期使用要求包括：测

量范围、分辨力、最大允许误差等。计量要求通常与产品要求不同，并不在产品要求中规定。计量结果符合性确认的依

据既不是计量检定规程，也不是设备的使用说明书，而是预期的使用要求。往往是依据试验规程。因此，仪器设备在检

定或校准之前应依据试验规程或规范明确提出设备使用的量值、溯量范围和精度要求。

注3：当仪器设备检定时，一般应检验列出全部的计量参数，对实验检测规范明确规定的测点数值也应列出。例如

水泥混凝土抗压弹性模量初始荷载为11.25kN，应在检定时单独列出，而没有列出的其他力值，检定只要覆盖其使用范

围即可；对设备进行校准时，可根据试验规程或规范要求的仪器设备具体数值或实验范围实施校准；检验必要的全部或

部分计量参数。无论检定、校准都要对其证书的结果进行计量结果符合性确认判定其是否满足试验规程的要求。

注4：依据校准结果判断设备是否满足方法要求是试验室自身的工作，不宜由校准准服务提供者来做出。必须经技

术负责人或设备的使用人对证书或报告数据进行结果符合性确认，判定定有无偏差，并对偏差进行修正，可确保校准结

果的正确使用。随着计算机的快速发展，智能化设备的使用越来越普遍。试验室所使用的软件也被视为试验室的设备,

需要对所有设备及其相应的软件进行确认。

注5：计量结果符合性确认的作用是要将仪器设备检定/校准时产生的修正值或修正因子，用于设备的功能设置或实

验结果的修正,提高检测数据的准确性。确认结果除在设备档案中归档外，还应留存一份放置在设备间，方便设备操作

人员的使用。

9.1.2 对检定/校准证书、溯源结果符合性确认以及确认结果的处置问题，应按 RB/T 039执行。

9.1.3 校准结果获得符合性确认后，应更新测量仪器设备的量值溯源状态标识。如果校准结果不能满

足试验检测要求，工地试验室应启动不符合控制程序，追溯先前使用这些有缺陷或偏差超限的测量仪器

设备进行检测所造成的影响，并重新评估该仪器设备的校准周期。当校准产生了一组修正值或修正因子

时，工地试验室应有程序确保其所有备份得到正确更新。

9.1.4 当两台仪器设备相互比较或参加试验室间比对或能力验证时，应对结果进行评价。对于试验室

内部进行的测量仪器设备比对，则应在程序文件中规定评价标准。

9.1.5 对校准（测试）结果与试验检测工作要求进行符合性确认时，宜要考虑修正值或修正因子，并

形成符合性确认记录。

9.1.6 对于有规定技术条件或标准的仪器设备、将检定/校准结果（示值误差和测量不确定度）与技术

条件或标准进行比较，判定该仪器设备能否使用。

9.1.7 对于没有规定技术条件或标准的仪器设备，宜根据被测对象和测量方法计算出（扩展）测量不

确定度，然后与被测量值的技术要求进行比较，应不超过被测量值最大允许偏差的 1/3，判定该仪器设

备能否使用或限制使用的条件。

9.1.8 检定/校准结果的符合性确认宜采用表格的形式进行，表格格式可参照 RB/T 039执行。

9.1.9 工地试验室在仪器设备检定/校准结果符合性确认时，还应绘制量值溯源框图。量值框图应包括

溯源机构名称、计量标准器具名称及计量特性要求、所采用的溯源方式、工作计量器具名称以及计量特

性要求等信息。

9.1.10 工地试验室仪器设备使用人应认真研读检定/校准证书，判定检定/校准结果并做好结果应用的

符合性确认，如是否满足试验规程的要求、是否需要数据修正等信息。

9.1.11 仪器检定/校准结果符合性确认方法可参照附录 E执行。

9.2 有效的检定证书/校准证书

9.2.1 亚太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APLAC）和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ILAC）多边互认协议成员

认可的溯源机构出具的认可范围以内的校准证书。

9.2.2 承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依法设置的国家法定机构在授权范围以内出具的检定证书

/校准证书和测试报告。

9.2.3 承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依法授权的专业性法定机构在授权范围内出具的检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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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证书和测试报告。

9.2.4 承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各级工业部门的溯源机构出具的检定证书/校准证书和测

试报告。

9.2.5 承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要求的，境内企业、事业单位建立和使用的计量标准器具

的检定证书和测试报告。

9.2.6 承认经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审核批准具备资格的机构提供的有证标准物质和有证标准样品。

9.2.7 当溯源至国家计量基标准不可能或不适用时，承认可溯源至公认实物标准，或通过参加能力验

证、试验室间比对等途径提供溯源性证明。

9.3 无效的检定证书/校准证书

9.3.1 不认可未经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授权的溯源机构出具的检定证书/校准证书和测试报告。

9.3.2 不认可法定机构在授权范围以外出具的检定证书和测试报告。

9.3.3 不认可无证或不能说明有效性的标准物质。

9.3.4 不认可没有测量结果或有测量结果而示值误差参数无不确定度的校准证书。

9.3.5 不认可使用过期作废的检定或校准方法出具的检定/校准证书。

9.3.6 不认可未经双方协商出具的无计量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出具的校准证书。

9.4 仪器设备示值误差符合性评定的基本方法

9.4.1 如果校准证书、测试报告上只反映出了校准仪器设备的示值误差（有时是引用误差、相对误差

或者绝对误差），这种情况下，只能对测量仪器设备示值误差的符合性进行评定。

9.4.2 仪器设备的使用说明书和相关标准对仪器设备的精度要求是评定的依据。应对示值误差是否符

合某一最大允许误差（MPEV）做出符合性判定，如果各个点均不超出最大允许误差的要求，则得出被评

定仪器设备整个范围符合要求。若仪器设备的示值误差在某一使用范围内不超出最大允许误差的要求，

则得出被评定仪器设备可在该范围内准用的评定。

9.4.3 对仪器设备特性进行符合性评定时，若评定值误差的不确定度与被评定仪器设备的最大允许误

差的绝对值(MPEV)之比小于或等于 1:3，则可不考虑示值误差评定的测量不确定度的影响。

9.4.4 当测试报告中未给出被测量值的不确定度时，检定/校准机构出示的测试报告中的测量示值的不

确定度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如被评定仪器设备的示值误差在其最大允许误差限内时，可判为合格；如果被评定仪器设备的

示值误差超出其最大允许误差时，可判为不合格。

b) 如示值误差的测量不确定度不符合要求,则按以下判据进行评定：

——合格判据：被评定仪器设备的示值误差的绝对值小于或等于其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MPEV）

与示值误差的扩展不确定度之差时，可判为合格。

——不合格判据：被评定仪器设备的示值误差的绝对值大于或等于其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MPEV）

与示值误差的扩展不确定度之和时，可判为不合格。

——待定区：当被评定仪器设备的示值误差既不符合合格判据，又不符合不合格判据时，处于待定

区，这时不能给出合格或不合格的结论，即为待定区。

注：当仪器设备示值误差的评定处在不能做出符合性判定时，可以通过采用准确度更高的测量标准,改善环境条件、

增加测量次数和改变测量方法等措施,以降低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不确定度，使其满足与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MPEV)之

比小于或等于1:3的要求，然后对仪器设备的示值误差重新进行评定。

9.4.5 对于校准证书、测试报告测量结果因系统误差造成不合格，则在使用时需按理论值进行修正，

具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曲线拟合方法、插入法等。对于校准证书、测试报告上的测量结果离散性较

大的，不属于系统误差的设备，则需维修或报废。维修后应重新校准测试并按上述方案再次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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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期间核查

10.1 一般规定

10.1.1 期间核查是试验室量值溯源计划系统的一部分，工地试验室应从自身的资源和能力、设备和参

考标准的重要程度以及质量活动的成本和风险考虑，确定期间核查的对象、方法和频率，并针对所需核

查设备 计量性能制定期间核查程序。

10.1.2 在下列情况下，宜进行期间核查：

a) 在仪器设备检定/校准有效期间内，至少进行 1 次期间核查。

b) 仪器设备交于不属于本工地试验室技术人员使用，在这期间，工地试验室对仪器设备失去控制，

应在仪器设备归还后进行期间核查。

c) 仪器设备使用频率较高；

d) 仪器设备的使用环境发生较大改变。

e) 标准物质应全部进行期间核查。

10.2 核查对象

10.2.1 当对参考标准、基准、传递标准或工作标准进行期间核查时，如果被校准对象为实物器具，宜

选择一个性能比较稳定的实物量具作为核查标准；如果参考标准、基准、传递标准或工作标准仅有实物

量具组成，而被校准对象为测量仪器设备，可不进行期间核查，但应利用历年的校准证书画出校准值随

时间变化的曲线；如果参考标准、基准、传递标准或工作标准的对象均为测量仪器设备，宜选择合适的

比较稳定的实物量具，作为核查标准进行期间核查。

10.2.2 当对检测仪器设备进行期间核查时，如果存在合适的比较稳定的实物量具，可用此量具作为核

查标准进行期间核查；如果存在合适的比较稳定的被测物品，可用此物品作为核查标准进行期间核查；

如果对于被核查的仪器设备来说，不存在可作为核查标准的实物量具或稳定的被测物品，可用仪器设备

比对、试验室比对等方式证明其稳定性。

10.2.3 一次性使用的有证标准物质，核查其是否在有效期内，使用方法是否正确，保存条件是否符合

要求等。

10.3 核查的参数

10.3.1 宜对仪器设备的关键检测参数进行期间核查，对于多功能的仪器设备，应选择基本参数。

注：仪器设备在两次检定/校准期间是否仍然保持良好的状态是试验检测技术人员必须掌握的情况，但是，期间核

查不是仪器设备的重新校准或者再校准，无需对设备的所有测量参数和全部测量范围进行核查，因此，应有选择性地进

行参数验证。

10.3.2 宜对仪器设备的基本测量范围和常用的测量点和测量示值进行期间核查，如对烘箱温度计进行

期间核查时，应核查 105℃的点的示值误差。

10.4 核查方法

10.4.1 试验室仪器设备的期间核查，应优先采用传递比较法进行。

注：仪器设备期间核查的方法很多，但是，传递比较法是具有溯源性的方法，而如比对法等并不具有溯源性，因此，

检定/校准和期间核查结果的验证原则上应采用传递比较法，只有在不可能采用传递比较法的情况下，才允许采用比对

法进行检定或校准结果的验证，并且要求参加比对的试验室应尽量多。

若用被考核计量标准和高一级计量标准进行测量时的扩展不确定度（ 95U
或 2k 时的U ）分别为 labU

和 refU
，

它们的测量结果分别为 laby 和 refy
，在两者的包含因子近似相等的前提下应满足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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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ab yy  ≤
22
reflab UU  …………………（1）

当 refU ≤
3
lbaU

成立时，可忽略 refU 的影响，此时上式成为式（2）：

reflab yy  ≤ labU …………………（2）

按JJF 1033的表述，当包含因子 k 取值方式不同时，在各种技术文件中最后给出的测量不确定度应采取下述两种方

式之一表示：

a) 当包含因子的数值不是由规定的置信概率 p 并根据被测量的分布计算得到，而是直接取定时，扩展不确定度应

当用U 表示，在此情况下一般均取 2k ；

在给出扩展不确定度U 的同时，应同时给出所取包含因子 k 的数值。在能估计被测量接近于正态分布，并且能确

保有效自由度不小于15时，还可以进一步说明，估计被测量接近正态分布，其对应的置信概率约为95%。

b) 当包含因子的数值是由规定的置信概率 p 并根据被测量的分布计算得到时，扩展不确定度应该用 pU 表示。当

规定的置信概率 p 分别为95%和99%时，扩展不确定度分别用 95U 和 99U 表示，置信概率 p 通常取95%，当采用其它数

值时应注明其来源。

在给出扩展不确定度 pU 的同时，应注明所取包含因子 pk 的数值以及被测量的分布类型。若被测量接近正态分布，

还应给出其有效自由度 cff 。

10.4.2 当采用传递比较法和比对法进行期间核查时，可参照 JJF 1033进行，其不确定度的计算方法

可采用 JJF 1033及 JJF 1059 提供的方法进行。

注：使用比对法时，如果各试验室的测量不确定度不同，原则上应采用加权平均值作为被测量的最佳估计值，其权

重与测量不确定度有关。但由于各试验室在评定测量不确定度时所掌握的尺度不可能完全相同，故仍采用算术平均值 y
作为参考值。如果被考核试验室的测量结果为 laby ，其测量不确定度为 labU ，在被考核试验室测量结果的方差比较接

近于各试验室的平均方差，以及各试验室的包含因子相同的条件下，应满足式（3）：

yylab  ≤ labU
n
n 1

…………………（3）

10.5 核查结果处理

10.5.1 在采用传递比较法进行期间核查时，其测量结果应与上一次检定/校准的结果进行比较，当实

测仪器设备参数偏差与上一次检定/校准时参数偏差的比值不大于 1 时，参数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10.5.2 使用标准物质和标准样品进行测定，误差不应超过允许差值的 2/3.

10.5.3 对适宜保留的样品进行再检验，比较检验结果，偏差不应超过相关检测方法标准规定的平行允

许偏差的 1.5 倍。

10.5.4 与其它试验室进行比对试验，偏差不应超过检测方法标准规定的平行允许差值的 2 倍。

10.6 检定/校准/期间核查计划

10.6.1 仪器设备的检定、校准和期间核查计划可以以表格的形式列出。

10.6.2 期间核查的时间间隔应考虑检定规程规定的检定周期和自行规定的设备再次校准的时间。

注：期间核查实质是考核仪器设备示值的系统误差或系统效应对设备示值的影响和稳定性，因此，应当排除来自被

测对象、环境和人员等随机误差或随机效应的影响，为使被测对象的影响尽可能地小，可以在期间核查中通过多次独立

重复测量，取其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10.6.3 仪器设备的检定、校准和期间核查实施计划应包括设备名称、编号、型号规格、检定/校准或

自校周期、最近检定或校准日期、下次检定或校准日期、设备放置地点、设备使用人、检定/校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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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表人及制表日期等信息。

11 仪器设备的管理

11.1 一般规定

11.1.1 工地试验室应建立试验检测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并对仪器设备购买、检定/校准、使用、维修、

期间核查、调拨、存放、报废和档案管理等环节进行管理。

11.1.2 主要仪器设备宜采用二维码管理，将仪器设备具体信息制作成二维码张贴于仪器设备附近墙

上，仪器设备二维码信息也可以作为仪器设备档案的一部分进入到仪器设备档案中。

11.1.3 工地试验室的所有仪器设备使用前应实行标识管理，包括管理和使用状态两种标识。

a) 仪器设备管理标识宜包括设备名称、设备编号、规格型号、出厂编号、生产厂家、购置日期、

检定/校准有效期、及管理人等信息；

b) 使用状态标识分为“合格”“准用”“停用”三种，分别用“绿”“黄”“红” 三色标签进

行标识，应保证标签规格统一、信息完整；

c) 合格标识（绿色）：适用于经检定或校准或验证后达到使用量值和功能要求的仪器设备、量具。

d) 准用标识（黄色）：适用于某一功能或某一指标达不到仪器设备本身要求，但又可以限制使用

的仪器设备；

e) 停用标识（红色）：适用于仪器设备损坏，经检定或校准或验证技术指标达不到使用要求的；

超过检定或校准或验证周期的或怀疑仪器设备有失准问题的及封存备用的仪器设备。

11.1.4 试验室应对玻璃器皿、工具用具进行连续编号，并记录编号器具信息。对于小型且不易粘贴标

识编号的仪器设备，可采用微型编号进行标识。如：试模可用油漆喷涂编号、铝盒等可用钢号码进行标

识等。

11.2 仪器设备使用

11.2.1 对于主要仪器设备或者大型、操作复杂的仪器设备应根据作业指导书或使用说明书、试验规程

等编制操作规程，按照要求制作成上墙图框，固定在仪器设备对应墙上，也可以制成二维码形式张贴在

仪器设备处，便于查阅。

11.2.2 操作规程应根据仪器设备的型号有针对性的制定，并满足现行标准规范的要求，当标准规范

有更新时，应及时对操作规程进行更换调整，当仪器设备不符合新规程时，应对仪器设备进行更换。

11.2.3 试验人员在仪器设备操作时，应进行运行前检查，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仪器设备使用完

成后，应填写使用台帐。

11.2.4 仪器设备应在检定/校准有效期限内使用，超出检定/校准有效期使用仪器设备测得的数据视为

无效。

11.2.5 对于重要的检测参数，如钢筋拉伸强度、保护层厚度、混凝土试件强度、沥青三大指标、混合

料密度等，仪器设备在检定/校准后首次使用前，宜按 T/JSJTQX 20—2021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系统分

析。

注：测量系统分析的目的是在仪器设备使用前，全面了解仪器设备的系统误差，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测量系统分

析是检测工作精细化实施的必要条件，通过测量系统分析，可提升检测数据的可靠度和测量人员的技术水平，因此，建

议工地试验室开展此项工作。

11.3 保养、维修与检查

11.3.1 设备管理员应定期对设备进行维修保养，确保仪器设备使用状态良好，并及时填写仪器设备维

修、保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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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仪器设备发生故障（缺陷）时，应由专业人员进行维修和调试，并经检定/校准等方式证明其

功能指标已恢复方可继续使用，并及时填写维修记录。

11.3.3 应对使用频率较高的仪器进行性能检查。

a) 对于有国家、行业检定/校准规程的仪器设备，应采用相关的检定、校准规程进行检定/校准/

检查；

b) 对于暂时没有国家、行业检定/校准规程的仪器设备，应按相关试验规程的要求，自行制定相

关的检查方法或企业标准，制定的检测方法应符合 JJF 1071的规定。

11.4 参考标准和标准物质管理

11.4.1 参考标准的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参考标准是具有量值传递功能的试验室最高计量标准，应由法定的溯源机构进行检定。

b) 工地试验室应配备标准砝码、标准温度计、天平、尺、百分表、秒表、钢砧等参考标准。

c) 参考标准作为试验室内部的最高标准器具一般用于内部校准、期间核查等工作，不应将其作为工作

计量器具使用，不应出借给其他试验室使用。

11.4.2 有证标准物质的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工地试验室应配备水泥细度（比表面积）标准粉邻苯二甲酸氢钾（混合磷酸盐、硼砂）pH 试

剂标准物质、水泥胶砂流动度标准样等有证标准物质；

b) 应妥善保存有证标准物质的技术文件，建立统一的有证标准物质档案、便于查询和使用。技术

文件应包含标准物质名称和编号、研制单位和生产单位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包装、储存和运输方式、

特性量值及测量方法、标准物质不确定度、均匀性和稳定性的说明、有效期、使用中的注意事项及必要

的参考文献和 CMC 标记等信息；

c) 使用人员应严格按照程序使用参考标准和有证标准物质，定期进行维护，一旦有异常，应及时

上报并通过重新检定合格与否来判定是否可以继续使用。参考标准应仅用于内部校准，不得用于其他目

的。标准物质存放应使用专用柜保管。

11.5 档案管理

11.5.1 新购仪器设备应建立仪器设备档案，仪器设备调拨时，档案应随仪器设备一同调存。

11.5.2 仪器设备的档案应包括设备履历表(或管理信息表)、说明书、合格证、验收记录、历次检定/

校准证书、使用维护维修记录、量值溯源框图、检定/校准结果符合性确认过程及符合性确认表等

11.5.3 仪器设备档案应分功能室和管理类别进行存放，即先对仪器设备进行功能室分类，再按分类管

理要求分成Ⅰ类、Ⅱ类和Ⅲ类。

11.6 安全管理

11.6.1 试验室应对仪器设备用电安全进行管理，并做好后期检查维护工作。

11.6.2 各功能室应在适当的位置设置防火用品及用具。

11.6.3 仪器设备操作人员应熟悉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杜绝违规操作，以免造成人员伤亡和仪器设备

的损坏。

11.6.4 试验室对限制人员进入的工作区应在其明显部位设置提醒标志。

11.6.5 压力机、万能试验机等大型力学设备应安装安全防护网，材质应为钢板网或编织片网，网孔尺

寸宜不大于 10mm×10mm，防护设施应安装牢固、结实耐用、操作方便、美观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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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仪器设备配备及技术性能一览表

表A-1 工地试验室必备检验参数和仪器设备

类型 检测项目 试验参数 仪器设备配置

路基、路面基层（不

含结构物）

土 颗粒级配，界限含水率，最大干密度，最佳含水

率
标准筛，摇筛机，电子天平，烘箱，液塑限联合测定仪，自动击实仪，脱模器

无机结合料稳定材

料

最大干密度，最佳含水量，无侧限抗压强度，水

泥或石灰剂量，石灰有效钙镁含量

标准电动击实仪，压力机，路面材料强度试验仪，烘箱，恒温恒湿养护室（箱），

脱模器，电子天平，滴定设备，分析天平

路基路面 厚度，压实度，弯沉，平整度 环刀，灌砂筒，天平，取芯机，贝克曼梁，3 米直尺

路面面层

沥青 针入度，延度，软化点，粘附性，沥青密度 针入度仪，恒温水槽，烘箱，低温延度仪，软化点仪，电炉，比重瓶，分析天平

沥青混合料
马歇尔稳定度，流值，空隙率，矿料间隙率，沥

青用量，矿料级配

沥青混合料拌和机，马歇尔自动击实仪，烘箱，马歇尔稳定度仪，恒温水槽，脱

模器，沥青抽提仪（或燃烧炉），电子天平，标准筛

集料

颗粒级配，压碎值，针片状颗粒含量，密度，含

水率，含泥量，泥块含量，矿粉亲水系数，氯化

物含量

标准筛，摇筛机，压碎值测定仪，压力机，针片状规准仪，游标卡尺，李氏比重

瓶

路基路面
厚度，压实度，弯沉，平整度，摩擦系数，构造

深度

环刀，灌砂筒，天平，取芯机，贝克曼梁，八轮平整度测定仪，摆式摩擦系数测

定仪，人工铺砂仪

结构物（含桥涵结

构物、水运结构物）

水泥 凝结时间，安定性，胶砂强度，标准稠度用水量
水泥净浆搅拌机，标准法维卡仪，雷氏夹，沸煮箱，胶砂搅拌机，振实台，标准

恒温恒湿养护箱，电动抗折试验机，恒应力压力机，凝结时间测定仪

钢筋（含接头）
抗拉强度，屈服强度，伸长率，冷弯，重量偏差，

最大总伸长率
万能材料试验机，游标卡尺，标距打点机

水泥混凝土、砂

浆

抗压、抗折强度，配合比设计，坍落度，砂浆稠

度，砂浆抗压强度，钢保，碳化深度，回弹强度

标准养护设备，水泥混凝土搅拌机，标准振动台，材料试验机，坍落度筒，水泥

砂浆搅拌机，水泥砂浆稠度仪

注：本表为公路工程工地试验室必备检验参数和仪器设备，水运工程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工地试验室必备检验参数和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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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及技术性能一览表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1 土工试验

1.1 颗粒级配

土工标准筛
粗筛（2 mm、5 mm、10 mm、20 mm、40 mm、60mm）；

细筛（0.075 mm、0.25 mm、0.5 mm、1.0 mm、2.0mm）

筛刷、烧杯、木碾、研钵及杵等

振动式标准振筛机 未规定具体参数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

电子天平 称量5000g、感量5g

电子天平 称量5000g、感量1g

电子天平 称量1000g、感量0.01g

1.2 界限含水率

液塑限联合测定仪
锥质量 100g 或 76g，锥角 30

0
，读数显示形式光电式、数码式、游标式、

百分表式；盛土杯内径 50mm，深度 40 mm～50mm 凡士林、调土刀、调土皿、称量盒、研

钵(附带橡皮头的研杵或橡皮板、木

棒)、干燥器、吸管

电子天平 称量不少于200g、感量 0.01g

土工标准筛 孔径 0.5mm、0.075mm

1.3
最大干密度、最佳含水率

（细粒土）

电动击实仪 满足 JTG 3430 中击锤重量、落高、锤底直径、试筒尺寸、击实功等要求

400mm×600mm、深 70mm 的金属盘，干

燥器、土铲、喷水设备、碾土器、盛土

盘、量筒、推土器、铝盒、修土刀、平

直尺、圆孔筛 40mm、20mm、5mm 各 1

个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

电子天平 称量 2000g，感量 0.01g；

电子秤 称量 10kg，感量 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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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数量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1.4
最大干密度（粗粒土、巨粒

土）

表面震动压实仪

（粗粒土或巨粒土）振动器功率 0.75kW～2.2kW，振动频率 30 Hz～50Hz，

激振力 10kN～80kN。钢制夯：可牢固于振动电机上，且有一厚 15mm～40mm

夯板。夯板直径应略小于试筒内径 2mm～5mm。夯与振动电机总重在试样

表面产生 18kPa 以上静压力

内径与试筒配套的套筒，高度 170mm～

250mm；直钢条 350mm×25mm×3mm；圆

孔筛：60mm、40mm、20mm、10mm、5mm、

2mm、0.075mm；大铁盘：尺寸

600mm×500mm×80mm（长×宽×高）；

小铲、大勺及漏斗、橡皮锤、秒表、试

筒布套等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

深度仪或钢尺 量程 300mm，量测精度 0.5mm

电子秤
对于 280mm 试桶，量程大于 50kg，感量 5g；对于 152mm 试桶，量程大于

30kg，感量 1g，直钢条 350mm×25mm×3mm

1.5 土的承载比（CBR）

路面材料强度试验仪
能量不小于 50kN，能调节贯入速度至每分钟贯入 1mm，测力环型号

7.5kN、15kN、30kN、60kN、100kN 和 150kN 等，可采用测力计式

试件顶面上的多孔板，多孔底板，测膨

胀量时支承百分表的架子，荷载板（直

径 150mm、中心孔眼直径 52mm、每块质

量 1.25kg、共 4块、并沿直径分两个

半圆块），水槽（浸泡试件时水槽中水

面高度需高出试件 25mm），拌和盘，

直尺，滤纸等

土工标准筛 土工标准筛 40mm、20mm、5mm

电动重型击实仪 满足 JTG 3430 中击锤重量、落高、锤底直径、试筒尺寸、击实功等要求

试筒
内径 152mm、高 170mm 金属圆筒；套环，高 50mm；筒内垫块，直径 151mm、

高 50mm

贯入杆 端面直径 50mm，长约 100mm 的金属柱

液压脱膜器 行程 300mm、公称力 200kN、油泵额定压力 16MPa、电机功率 1.1kW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

天平 称量 2000g 感量 0.01g；称量 50kg，感量 5g

百分表 3个，测量范围 0mm～10mm、分度值 0.01mm

1.6 含水率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

干燥器、称量盒
电子天平 称量 200g 感量 0.01g；称量 5000g，感量 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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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数量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2 粗集料试验

2.1
颗粒级配（JTG

E42-2005/T0302-2005）

碎石标准筛
0.075mm，0.15mm，0.3mm，0.6mm，1.18mm，2.36mm，4.75mm，9.5mm，13.2mm，16mm，19mm，26mm，

31.5mm，37.5mm，63mm

样品盘、铲子、毛刷等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

电子天平 感量不大于试样质量的 0.1%

振筛机 选配

2.2 压碎指标（国标）

压碎指标测定仪 试筒内径 152.0mm，壁厚 10mm；压头直径 150mm

样品盘、铲子、毛刷等

金属棒 直径 10mm，长 500mm 圆钢

电子天平 称量 10kg，感量 1g

碎石标准筛 2.36mm、9.5mm、19mm 方孔筛

压力机 量程 300kN，示值相对误差 2%

2.3 压碎值（行标）

石料压碎值试验仪
试筒内径 150mm±0.3mm，高度 125mm～128mm，壁厚≥12mm；压柱压头直径 149±0.2mm，压头厚度

≥25mm

样品盘、铲子、毛刷等

金属棒 直径 10mm，长 450mm～600mm，一端加工成半球形

电子天平 称量 2kg～3kg，感量不大于 1g

碎石标准筛 13.2mm、9.5mm、2.36mm

压力机 500kN，应能在 10min 内达到 400kN

金属筒 圆柱形，内径 112.0mm，高 179.4mm，容积 1767cm
3

2.4
针片状颗粒含量（JTG

E42-2005/T0311-2005）

针片状规准仪 满足 JTG E42 要求

样品盘、铲子等碎石标准筛 4.75mm、9.5mm、16mm、19mm、26.5mm、31.5mm、37.5mm

电子天平 感量不大于称样质量的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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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数量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2.5
针片状颗粒含量（JTG

E42-2005/T0312-2005）

游标卡尺 精密度 0.1mm

样品盘、铲子等碎石标准筛 4.75mm、9.5mm、16mm、19mm、26.5mm、31.5mm、37.5mm

电子天平 感量不大于 1g（游标卡尺法）

2.6 含泥量

台秤 感量不大于称量的 0.1％

竹节温度计、容积约 10L 的桶或搪瓷

盘、浅盘、毛刷等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能使温度控制在 105℃±5℃）

碎石标准筛 筛孔尺寸 1.18mm、0.075mm

2.7 泥块含量

台秤 感量不大于称量的 0.1％

竹节温度计、容积约 10L 的桶或搪瓷

盘、浅盘、毛刷等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能使温度控制在 105℃±5℃）

碎石标准筛 筛孔尺寸 2.36mm、4.75mm

2.8
吸水率（JTG

E42-2005/T0307-2005）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能使温度控制在 105℃±5℃）

竹节温度计、容器、浅盘、金属丝刷

和毛巾等
电子天平 5kg，感量不大于 5g

碎石标准筛 4.75mm、2.36mm

2.9
吸水率（JTG

E42-2005/T0304-2005）

浸水天平 称量满足试样数量要求，感量不大于最大称量的 0.05%

纯棉洁净毛巾、盛水容器、刷子等

吊篮
耐锈蚀材料制成，直径和高度 150mm，四周及底部用 1mm～2mm 的筛网编

制或具有密集的孔眼

溢流水槽 在称量水中质量时能保持水面高度一定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能使温度控制在 105℃±5℃）

温度计 （0～50）℃，允许误差：±0.1℃

碎石标准筛 筛孔尺寸 4.75mm、2.3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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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数量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2.10
吸水率（JTG

E42-2005/T0308-2005）

电子天平 称量满足试样数量要求，感量不大于最大称量的 0.05%

竹节温度计、刷子、毛巾等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能使温度控制在 105℃±5℃）

容量瓶 1000mL

碎石标准筛 4.75mm、2.36mm

2.11
密度（JTG

E42-2005/T0304-2005）

浸水天平 称量满足试样数量要求，感量不大于最大称量的 0.05%

竹节温度计、纯棉洁净毛巾、盛水容

器、刷子等

吊篮
耐锈蚀材料制成，直径和高度 150mm，四周及底部用 1mm～2mm 的筛网编

制或具有密集的孔眼

溢流水槽 在称量水中质量时能保持水面高度一定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能使温度控制在 105℃±5℃）

温度计 （0～50）℃，允许误差：±0.1℃

碎石标准筛 筛孔尺寸 4.75mm、2.36mm

2.12
密度（JTG

E42-2005/T0308-2005）

电子天平 称量满足试样数量要求，感量不大于最大称量的 0.05%

刷子、毛巾等、竹节温度计、铁锹、

捣棒（直径 16mm、长 600mm，一端为

圆头的钢棒）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能使温度控制在 105℃±5℃）

容量瓶 1000mL

碎石标准筛 4.75mm、2.36mm

容量筒 满足 JTG E42 要求

振动台 频率 3000 次/min±200 次/min.负荷下的振幅 0.35mm，空载振幅 O.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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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数量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2.13
堆积密度、空隙率（JTG

E42-2005/T0309-2005）

电子天平 称量满足试样数量要求，感量不大于最大称量的 0.1%

竹节温度计、铁锹、捣棒（直径 16mm、

长 600mm，一端为圆头的钢棒）

容量筒 满足 JTG E42 要求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能使温度控制在 105℃±5℃）

振动台 频率 3000 次/min±200 次/min.负荷下振幅 0.35mm，空载振幅 O.5mm

2.14 含水率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能使温度控制在 105℃±5℃）

竹节温度计、浅盘等
电子天平 5kg，感量不大于 5g

2.15 有机质含量

电子天平 感量不大于称量的 0.1％
氢氧化钠溶液（氢氧化钠与蒸馏水之

质量比为 3：97）、鞣酸、酒精、烧

杯、玻璃棒

量筒 100mL、250mL、1000mL

碎石标准筛 筛孔尺寸 19mm

3 细集料试验

3.1 颗粒级配

砂石标准筛 0.075mm，0.15mm，0.3mm，0.6mm，1.18mm，2.36mm，4.75mm，9.5mm

竹节温度计、铲子、浅盘和硬、软毛刷

等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能使温度控制在 105℃±5℃）

电子天平 称量 1000g，感量不大于 0.5g

摇筛机 选用

3.2 压碎指标

压力机 量程 50kN～1000kN，示值相当误差 2％

样品盘、铲子、毛刷等、金属棒直径

10mm，长 500mm， 一端加工成半球形

电子天平 感量不大于 1g

砂石标准筛 0.3mm～4.75mm

细集料压碎指标试模 压头直径 75mm，金属筒试模内径 77mm，试模深 7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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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数量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3.3 含泥量

电子天平 称量 1000g，感量不大于 1g

竹节温度计、筒、浅盘等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能使温度控制在 105℃±5℃）

砂石标准筛 筛孔尺寸 0.075mm、1.18mm

3.4
密度（JTG

E42-2005/T0328-2005）

电子天平 称量 1000g，感量不大于 1g

500mL 烧杯、竹节温度计、干燥器、浅

盘、铝制料勺等

容量瓶 500mL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能使温度控制在 105℃±5℃）

温度计 （0～50）℃，允许误差：±0.1℃

3.5
密度（JTG

E42-2005/T0330-2005）

电子天平 称量 1000g，感量不大于 0.11g

500mL 烧杯、手提式吹风机、竹节温度

计、干燥器、浅盘、铝制料勺等

饱和面干试模 上口径 40mm±3mm，下口径 90mm±3mm，高 75mm±3mm

容量瓶 500mL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能使温度控制在 105℃±5℃）

温度计 （0～50）℃，允许误差：±0.1℃

3.6 堆积密度及紧装密度

台秤 称量 5kg，感量 5g

玻璃板（标定容量筒容积，大小约

120×120mm）、小勺、直尺、浅盘等

容量筒 1L 金属制，圆筒形，内径 108mm，净高 109mm，筒壁厚 2mm，筒底厚 5mm

标准漏斗 满足 JTG E42 要求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

3.7 有机质含量

电子天平 感量不大于称量的 0.01％
氢氧化钠溶液（氧氧化钠与洁净水的质

量比为 3：97）、鞣酸、酒精、烧杯、

玻璃棒
量筒 250mL、100mL.和 10mL

砂石标准筛 筛孔尺寸 4.7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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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数量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3.8 亚甲蓝值 MBV

叶轮搅拌机 转速可调，满足 600 r/min±60 r/min 转速要求，叶轮个数 3 或 4 个，叶轮直径 75mm±10mm

竹节温度计、深度大于

250Mm 的容器、玻璃棒、温

度计（精度 1℃）、烧杯

（1000mL）、定量滤纸、搪

瓷盘、毛刷、洁净水、亚甲

蓝：纯度不小于 98.5%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能使温度控制在 105℃±5℃）

电子天平 称量 1000g，感量 0.1g

电子天平 称量 100g，感量 0.01g

容量瓶 1L

定时装置 1s

标准筛 0.075mm、0.15mm、2.36mm 的方孔筛各 1 只

移液管 5mL、2mL 各 1 个

3.9 砂当量

机械振荡器 可使试筒产生横向直线运动振荡，振幅 203mm±1.0 mm，频率 180 次/min±2 次/min

秒表、温度计、广口漏斗（玻

璃或塑料制，口的直径

100mm 左右）、钢板尺（长

50 ㎝，刻度 1mm）、量筒

(500mL)，烧杯(1L)，塑料

桶(5L)、烧杯、刷子、盘子、

刮刀、勺子等

透明圆柱形试筒
满足 JTG E42 要求，透明塑料制，外径 40mm±0.5mm，内径 32mm±0.25mm.高度 420mm±0.25mm。在距试

筒底部 100mm、380mm 处有刻度线，试筒口配有橡胶瓶口塞

冲洗管
满足 JTG E42 要求，由一根弯曲硬管组成，不锈钢或冷锻钢制，外径 6mm±0.5mm，内径 4mm±0.2mm。

管上部有一开关，下部有一不锈钢两侧带孔尖头，孔径为 1mm±0.1mm

透明玻璃或塑料桶 容积 5L，有一虹吸管放置桶中，桶底面高出工作台约 1m

橡胶管(或塑料管） 长约 1.5m，内径约 5mm，同冲洗管联在一起吸液用，配有金属夹，以控制冲洗液流量

配重活塞

满足 JTGE42 要求，由长 440mm±0.25mm 的杆、直径 25mm±0.1mm 的底座(下面平坦、光滑，垂直杆轴)、

套筒和配重组成。套筒为黄铜或不锈钢制，厚 10mm±0.1mm，大小适合试筒并且引导活塞杆，能标记筒

中活塞下沉位置。配重 kg±5g

天平 称量 1kg，感量不大于 0.1g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能使温度控制在 105℃±5℃）

标准筛 筛孔为 4.7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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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数量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3.10 矿粉亲水系数 量筒 50mL 量筒 2个，刻度至 0.5mL

竹节温度计、研钵及有橡皮头的研杵、煤

油（在温度 270℃分馏得到的煤油，并经

杂粘土过滤而得到者(过滤用杂粘土应先

经加热至 250℃3h，待其冷却后使用）

4 水泥试验

4.1
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

时间、安定性

水泥净浆搅拌机 符合 JC/T 729 的要求

玻璃板、净浆试模、0.9mm 方孔筛、加湿

器（相对湿度须大于 50%）、300g 砝码

维卡仪 滑动部分重 300g±1g、滑行部分最大行程 70mm、试杆有效长度 50mm±1mm

电子天平 量程 1000g，感量 1g

量筒 0.5mL

水泥标准养护箱 温度控制在 20℃±1℃，相对湿度大于 90%

秒表 分度值 1s

沸煮箱
有效容积约 410mm×240mm×310mm，能在 30min±5min 内将箱内的试验用水由室温升

至沸腾并可保持沸腾状态 3h以上

雷氏夹 挂上 300g 质量的砝码时，两根指针的针尖距离增加应在 17.5mm±2.5mm 范围

秒表 1s

恒温恒湿养护箱 能使温度控制在 20℃±1℃，相对湿度大于 90%

雷氏夹膨胀值测定仪 标尺最小刻度 0.5mm

4.2 胶砂强度

胶砂搅拌机 符合 JC/T 681 的规定

225mL 固定量水器、刮平尺、压浆料抗压

强度试件需高速搅拌机、下料漏斗、ISO

标准砂

水泥胶砂振动台 符合 JC/T 682 的规定

试模 符合 JC/T 726 的规定

抗折试验机和抗折夹具 应符合 JC/T 724 中的要求

抗压试验机和抗压夹具
抗压试验机以 200kN～300kN 为宜，在 80%量程范围内使用时，记录荷载应有+1.0%的

精度，并具有 2400N/s+200N/s 速率加荷能力

电子天平 量程不小于 2000g，感量为 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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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数量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4.3

细度

试验筛 80μm、45μm筛

滤纸、毛刷等、除湿机（GB/T8074 规定

试验相对湿度不大于 50%）、压力计液

体:压力计液体采用带有颜色的蒸馏

水、秒表（分度值未 0.5S）、干燥器、

0.9mm 方孔筛、

负压筛析仪 负压可调范围 4000Pa～6000Pa；筛座由转速 30r/min±2 r/min

天平 量程不小于 100g，感量不大于 0.01g

比表面积

勃式透气仪 符合 JC/T 956 要求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能使温度控制在 110℃±5℃）

分析天平 分度值为 0.001g

4.4 密度

李氏比重瓶

容积 220mL～250mL，带有长 180mm～200mm、直径约 10mm 细颈，细颈上

刻度读数由 0mL～24mL，且 0mL～1mL 和 18mL～24mL 之间应具有 0.1mL

刻度线 滤纸、玻璃漏斗、温度计（量程包括 0～

50℃，分度值不大于 0.1℃）、无水煤

油、0.9mm 方孔筛、药匙：长度不小于

200mm

恒温水槽 使水温能控制在 20℃±1℃

电子天平 量程不大于 100g，感量不大于 0.01g

温度计 (0～50)℃，分度值不大于 0.1℃

4.5 胶砂流动度

胶砂搅拌机 应符合 JC/T 681 的规定

试模、捣棒、小刀、秒表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仪 技术要求及安装方法符合 T0507 的规定

卡尺 200mm，分度值为 0.5mm

4.6 粉煤灰烧失量
箱式电阻炉 保持温度 950℃±25℃

干燥器、坩埚、坩埚钳
分析天平 精确值 0.000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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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数量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5 混凝土试验

5.1 抗压强度

压力机或万能试验机
符合 GB/T 3159 和 GB/T 2611 的规定，试件破坏荷载应大于压力机全量程

的 20%且小于压力机全量程的 80%，精度为±1%

钢试模、钢垫板、橡皮锤、防崩裂网

罩、钻孔取芯机、混凝土切割机（切

割混凝土芯样试件）

球座 平整度 100mm±0.05mm，Ra=0.32μm

混凝土搅拌机 满足 JG244 规定

振动台
频率 50Hz±2Hz，振幅：空载条件下，振动台中心点垂直振幅值 0.5mm±

0.02mm，电压 AC380V±38V,振动器功率 1.5kW

标养室温湿度自动控制仪 保持养护室温度 20℃±2℃，相对湿度在 95%以上

捣棒 直径 16mm 长 600mm

游标卡尺 最大量程不小于 300mm，分度值为 0.02mm

5.2 抗压弹性模量

球座 平整度 100 mm±0.05mm，Ra=0.32μm

钢尺(量程 600mm，分度值 1mm)、502

胶水、铅笔和秒表等

压力机或万能试验机
符合 GB/T 3159 和 GB/T 2611 的规定，试件破坏荷载应大于压力机全量程

的 20%且小于压力机全量程的 80%，精度为±1%

千分表 0.001mm

微变形测量仪及固定架 150mm

混凝土搅拌机 满足 JG244 的规定

振动台
频率 50Hz±2Hz，振幅：空载条件下，振动台中心点垂直振幅值 0.5mm±

0.02mm，电压 AC380V±38V,振动器功率 1.5kW

标养室温湿度自动控制仪 保持养护室温度 20℃±2℃，相对湿度在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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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数量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5.3
抗折（抗弯拉）强度检

测

万能试验机
符合 GB/T 3159 和 GB/T 2611 的规定，试件破坏荷载应大于压力机全量程的 20%且小于压力机全量程的 80%，

精度为±1%

抗弯拉试验装置 支座距离 450mm，符合 JTG 342O 的要求

混凝土搅拌机 应满足 JG244 的规定

振动台
频率 50Hz±2Hz，振幅：空载条件下，振动台中心点垂直振幅值 0.5mm±0.02mm，电压 AC380V±38V,振动器

功率 1.5kW

标养室温湿度自动控制仪 保持养护室温度 20℃±2℃，相对湿度在 95%以上

5.4 表观密度检测

试样筒 5L，内径与内高 186mm±2mm，壁厚不应小于 3mm

钢直尺、镘

刀、玻璃板

磅秤 最大量程不小于 50kg，感量不大于 10g

捣棒 直径 16mm 长 600mm，具有半球形端头的钢质圆棒

振动台

频率 50Hz±2Hz，振幅：空载条件下，振动台中心点垂直振幅值 0.5mm±0.02mm，电压 AC380V±38V,振动器

功率 1.5kW

5.5 坍落度

坍落筒 厚度≥1.5mm，底面直径 200mm±2mm，顶面直径 100mm±2mm，高度 300mm±2mm 小铲、木尺、

小钢尺、钢平

板（垫在坍落

度筒下）、抹

刀

钢尺 分度值 1mm

捣棒 直径 16mm，长约 600mm，具有半球形端头的钢质圆棒

混凝土搅拌机 满足 JG244 的规定

5.6 含气量

压力表 量程 0.25MPa；分度值 0.01MPa

校 正 管 、

100mL 量筒、

注水器、水平

尺、插捣棒

台秤 最大量程不小于 50kg，感量不大于 10g

橡皮锤 带有质量约 250g 的橡皮锤头

捣棒 直径 16mm，长约 600mm，具有半球形端头的钢质圆棒

振动台 频率 50Hz±2Hz，振幅：空载条件下，振动台中心点垂直振幅值 0.5mm±0.02mm，电压 AC380V±38V

混合式气压法含气量检测仪 包括量钵和量钵盖，钵体与钵盖之间有密封圈，7L±0.025L，符合 JTG 342O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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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数量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5.7 凝结时间

贯入阻力仪 最大测量值不小于 1000N，刻度盘分度值 10N

铁制拌合板、吸液管和玻璃片

测针
长约 100mm 平头测针圆面积 100mm

2
、50mm

2
、20mm

2
，在距离贯入端 25mm

处刻有标记

砂浆试样筒 上口直径 160mm，下口直径 150mm，净高 150mm 刚性容器，并配有盖子

捣棒 直径 16mm，长 600mm，具有半球形端头的钢制圆棒

标准筛 筛孔 4.75mm

振动台

频率 50Hz±2Hz，振幅：空载条件下，振动台中心点垂直振幅值 0.5mm±

0.02mm，电压 AC380V±38V,振动器功率 1.5kW

5.8 抗渗

水泥混凝土渗透仪 符合 JG/T 249 的规定 密封材料（如石蜡，内掺松香约 2%），

螺旋加压器、烘箱、电炉、浅盘、铁

锅、钢丝刷试模
上口直径 175mm，下口直径 185mm,高 150mm 的锥台或上下直径均为 150mm

的圆柱体

5.9 配合比设计

混凝土搅拌机 应满足 JG244 的规定

钢试模、小铲、木尺、小钢尺、钢平

板（垫在坍落度筒下）、抹刀

振动台
频率 50Hz±2Hz，振幅：空载条件下，振动台中心点垂直振幅值 0.5mm

±0.02mm，电压 AC380V±38V,振动器功率 1.5kW

标养室温湿度自动控制仪 保持养护室温度 20℃±2℃，相对湿度在 95%以上

坍落筒
厚度≥1.5mm，底面直径 200mm±2mm，顶面直径 100mm±2mm，高度 300mm

±2mm

钢尺 分度值 1mm

捣棒 直径 16mm，长约 600mm，具有半球形端头的钢质圆棒

磅秤 最大量程不小于 50kg，感量不大于 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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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数量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6 砂浆试验

6.1 砂浆稠度

砂浆搅拌机 符合 JG/T3033 的规定

秒表、润滑油（或凡士林）、木锤（敲击圆锥筒使砂

浆面平整）

砂浆稠度仪 试锥、容器和支座

试锥 高度 145mm，直径 75mm，重量 300g±2g

砂浆容器 筒高 180mm，锥筒上口内径 150mm，体积约 1060mL

钢制捣棒 直径 10mm、长 350mm，端部为半球形

6.2 砂浆强度

砂浆搅拌机 符合 JG/T3033 的规定

垫板（试验机上、下压板及试件之间可垫）

试模 70.7mm×70.7mm×70.7mm,

钢制捣棒 直径 10mm，长 350mm，端部为半球形

压力试验机 符合 GB/T 3159 的要求

钢尺 量程为 500mm，分度值 1mm

标养室温湿度自动控制仪 保持养护室温度 20℃±2℃，相对湿度在 90%以上

标准养护箱 温度 20℃±2℃，相对湿度在 60%～80%

6.3 砂浆保水性

金属或硬塑料圆环试模 内径 100m，内部高度 25mm 可密封的取样容器、重物（2kg）、医用棉纱

（110mm×110mm）、超白滤纸（直径 110mm、密度

200g/m
2
）、两片金属或玻璃的方形或圆形不透水片（边

长或直径应大于 110mm）、烘箱

金属滤网 网格尺寸 45µm，圆形，直径 100mm±1mm

天平 量程为 200g，感量为 0.1g；量程为 2000g，感量为 1g

6.4 配合比设计

砂浆搅拌机 符合 JG/T3033 的规定

秒表、润滑油（或凡士林）、木锤（敲击圆锥筒使砂

浆面平整）、垫板（试验机上、下压板及试件之间可

垫）

砂浆稠度仪 试锥、容器和支座

试锥 高度 145mm，直径 75mm，重量 300g±2g

砂浆容器 筒高 180mm，锥筒上口内径 150mm，体积约 1060mL

钢制捣棒 直径 10mm、长 350mm，端部为半球形

试模 70.7mm×70.7mm×70.7mm,

压力试验机 符合 GB/T 3159 的要求

钢尺 量程为 500mm，分度值为 1mm

标养室温湿度自动控制仪 保持养护室温度 20℃±2℃，相对湿度在 90%以上

标准养护箱 温度 20℃±2℃，相对湿度在 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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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数量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7 钢筋试验

7.1 屈服强度、抗拉强度 万能材料试验机
0kN～1000kN，准确度 1 级；0kN～300kN,准确度 1 级；0kN～100kN,准确度 1

级

7.2 伸长率

万能材料试验机
0kN～1000kN，准确度 1 级；0kN～300kN,准确度 1 级；0kN～100kN,准确度 1

级
配套夹具连续式标点机 5mm±0.5mm 或 10 mm±1mm，硬度 Rc≥55 度

游标卡尺 0.02mm

7.3 弯曲性能 万能材料试验机或钢筋弯曲试验机/ 弯头

7.4 反向弯曲 万能材料试验机或钢筋弯曲试验机/ 烘箱、反向弯曲装置

8 岩石试验

8.1 岩石单轴抗压检测

压力试验机 0kN～300kN,准确度 1级

烘箱、干燥器、游标卡尺、角尺及水

池等

自动岩石切割机 1650×880×1200mm，切刀线速度 33 m/s～45m/s

双端面磨平机
电机功率 0.5kW，转速 1500 r/min；磨削动力转速 2750 r/min、两台功率

1.1kW；直径φ200mm，自动磨削进给量 0.08mm～0.16mm

9 路基路面检测

9.1 压实度

灌砂筒 直径φ100mm 或φ150mm 或φ200mm

基板、玻璃板、试样盘、铝盒、塑料

桶、螺丝刀、铁锤、长把勺、长把小

簸箕、毛刷、凿子等

金属标定罐 直径φ100mm 或φ150mm 或φ200mm

电子称 分度值不大于 1g

电子天平 对细粒土、中粒土、粗粒土的分度值宜分别为 0.01g、0.1g、1.0g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

量砂 粒径 0.3mm～0.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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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数量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9.2 弯沉

贝克曼梁 贝克曼梁长度为 5.4m(3.6m+1.8m)梁和 3.6m（2.4m+1.2m）梁两种 百分表、皮尺、粉笔、口哨、

路表温度计 分辨力不大于 1℃

指挥旗
加载车（可租赁）

单后轴、单侧双轮的载重车、双轮轮隙应能满足自由插入贝克曼梁测头的要求，轴载、轮

胎气压等技术参数符合 JTG3450 的要求

9.3 平整度

三米直尺 测量基准面长度为 3m，基准面应平直，用硬木或铝合金刚等材料制成

皮尺或钢尺，粉笔等

八轮平整度仪
连续式平整度仪标准长度为 3m；中间为一个 3m 长的机型，机架可缩短或折叠，前后各 4

个行走轮，前后两组轮的轴间距离为 3m。

楔形塞尺 塞尺长度与高度之比不小于 10，宽度不大于 15mm，边部有高度标记，分度值不大于 0.5mm

深度尺 金属制的深度测量尺，有手柄。深度尺测量杆端头直径不小于 10mm，分度值不大于 0.5mm。

9.4 地基承载力 轻型触探仪、重型触探仪 符合 TB 10018 的规定或 JTG 3223 的规定。

9.5 厚度、压实度

路面取芯机 手推式或车载式，配有淋水冷却装置。钻头直径φ100mm 或φ150mm。 台秤、盛样器（袋）或铁盘、干

冰（固体 CO2）、镐、铁锹、量

尺（绳）、毛刷、硬纸、棉纱等路面切割机
手推式或牵引式，由电力驱动，也可利用汽车动力由液压泵驱动，附金刚石锯片，有淋水

冷却装置

9.6 摩擦系数 指针式/数显式摆式摩擦仪

指针式满足 JTG 3450 的指针式摆式仪，测试时由人工通过指针在度盘上直接读值，摆值最

小刻度为 2；数显式满足满足 JTG 3450 的数字式摆式仪，主机可输入测点编号，自动测量

`存储和显示摆值及温度修正后的结果。

橡胶片：尺寸为 6.35mm×25.4mm

×76.2mm；滑动长度量尺：长度

126mm； 喷水壶；路面温度计：

分度不大于 1℃；毛刷或扫帚等

9.7 构造深度 手工铺砂仪/电动铺砂仪

手工砂铺仪：容积为 25mL±0.15mL；推平板：木制或铝制，直径 50mm，底面粘一层厚 1.5mm

的橡胶片，上有一圆柱把手；电动铺砂仪：利用可充电直流电源将量砂通过沙漏铺设成宽

度 5cm，厚度均匀一致的器具

量砂：粒径 0.15mm～0.30 mm；

钢板尺或专用构造深度尺；装砂

容器（小铲）、扫帚或毛刷、挡

风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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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数量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9.8 渗水系数 路面渗水仪

满足JTG 3450的要求，上部盛水量筒由透明有机玻璃制成，容积600mL，

上有刻度，在 100mL 及 500mL 处有粗线，下方通过φ10mm 的细管与底

座相接，中间有一开关。量筒通过支架联结，底座下方开口内径φ

150mm，外径φ220mm，仪器附不锈钢圈压重两个，每个质量约 5kg，内

径φ160mm。

套环：金属圆环，宽度 5mm， 内径φ145mm；水筒及大漏斗；

秒表；密封材料：防水腻子、油灰或橡皮泥；水、粉笔、塑

料圈、刮刀、扫帚等

9.9 水泥混凝土路面强度 指针/数显回弹仪 钢砧上的率定值：80±2、示值一致性≤1

酚酞酒精溶液：浓度 1％～2％。游标卡尺：分度值 0.02mm；

碳化深度测定仪：分度值 0.25mm。钢砧：洛氏硬度 HRC 为

60±2，手提式砂轮，凿子，锤，吸耳球等。

10 结构混凝土

10.1 混凝土强度 指针/数显回弹仪 钢砧上的率定值：80±2、示值一致性≤1
钢砧的洛氏硬度 HRC 为 60±2，重量 16kg（+0.3，-0.1kg），

螺丝刀、磨石

10.2 混凝土碳化深度
混凝土碳化深度测

量仪
测量深度为 12mm、分度值 0.25mm 放大倍数 4 倍

酚酞酒精溶液：浓度 1％～2％。游标卡尺：分度值 0.02mm。

碳化深度测定仪：分度值 0.25mm。手提式砂轮，凿子，锤，

吸耳球等。

10.3 钢筋位置及保护层厚度 一体式钢筋扫描仪

当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为 10mm～50mm 时，保护层厚度检测的允许偏差应

为±1mm；当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大于 50mm 时，保护层厚度检测的允许

偏差应为±2mm；当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为 10mm～50mm 时，钢筋间距的

检测允许偏差应为±2mm

直尺、记号笔或粉笔

10.4 锚杆拔力 锚杆拉拔仪 最大测量值 300kN、分辨率 0.01kN 锚具（依钢筋直径规格选配）、传力板、锤子

11 沥青

11.1
密度（JTG

E20-2011/T0603-2011）

电子天平 感量不大于 1mg

滤筛 0.6mm、2.36mm 各一个、烧杯/600-800mL
低温恒温水槽 容量≥10L，控温范围 5℃～80℃，控温精度 0.1℃

比重瓶 容积：20mL～30mL；质量≤40g；瓶塞中间有一垂直孔，其下部凹形

烘箱 (室温～200)℃，温度偏差±1℃，装有温度自动调节器

温度计 （0～50）℃，允许误差：±0.1℃

11.2 针入度、针入度指数

针入度试验仪 控温精度 0.1℃，测量精度 0.1mm

针入度盛样皿、针入度标准针、电炉、砂浴、石棉网、金属

锅瓷把坩埚、温度计（精度为 0.1℃）、三氯乙烯

恒温水槽 容量≥10L，控温精度：0.1℃

计时器 精度为 0.1s

烘箱 室温～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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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数量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11.3 延度

沥青延度试验仪

测量精度 1mm，测量长度不宜大于 150cm，控温精度 0.1℃，控

速精度 5cm/min± 0.25cm/min，低温控速精度 1cm/min±

0.5cm/min

延度试模，弹性恢复试模电炉、砂浴、石棉网、金属锅瓷把

坩埚、砂浴或其他加热炉、温度计 0℃/0.1℃～50℃/0.1

℃、平直刮刀、滑石粉隔离剂
低温恒温水槽 容量≥10L；控温精度：0.1℃

烘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

11.4 软化点

软化点试验仪 符合 JTG E20 的要求 钢球（直径 9.53mm，质量 3.5g±0.05g），试样环，钢球定

位环，金属支架，耐热玻璃烧杯（直径≥86mm，高≥120mm）、

电炉、砂浴、石棉网金属锅或瓷把坩埚、甘油（软化点在

80℃以上沥青试验用）、滑石粉隔离剂

低温恒温水槽 控温准确度±0.5℃

烘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

11.5
薄膜加热试验或旋转薄膜

加热试验

薄膜加热烘箱/旋转薄

膜

加热烘箱

薄膜加热烘箱：符合 JTG E20 的要求，控温范围室温～200℃，

精度控温 1℃，装有温度调节器和可转动的圆盘；旋转薄膜加热

烘箱，符合 JTG E20 的要求，有温度自动调节器，控温范围：

室温～163℃，精度控温：0.5℃；

盛样皿、三氯乙烯、温度计 0℃～200℃/0.5℃、干燥器、

盛样瓶（高 139.7mmn±1.5mm，外径 64mm±1.2mm，壁厚 2.4mm

±0.3mm，口部直径 31.75mm±1.5mm）
分析天平 感量不大于 1mg

11.6 与粗集料的黏附性

电子天平 量程 500g，感量不大于 0.01g

细线、试验架、拌和用小型容器、玻璃板、搪瓷盘、拌和铲、

石棉网

烘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装有温度调节器

恒温水槽 能保持温度 80℃±1℃

标准筛 9.5mm/13.2mm/19mm

烧杯 1000mL

11.7
聚合物改性沥青弹性恢复

率

沥青延度试验器
测量精度 1mm，控温精度 0.1℃，控速精度 5cm/min ±

0.25cm/min，
延度试模、弹性恢复试模、温度计、电炉、砂浴、石棉网、

金属锅瓷把坩埚、平直刮刀、滑石粉隔离剂
低温恒温水槽 容量≥10L；控温精度 0.1℃

11.8
聚合物改性沥青储存稳定

性（离析或 48h 软化点差）

烘箱 能保温 163℃±5℃或 135℃±5℃ 标准筛 0.3mm、钢球，试样环，钢球定位环，金属支架，耐

热玻璃烧杯、盛样管（铝管，直径约 25mm，长约 140mm，一

端开口），支架、冰箱

软化点试验仪 符合 JTG E20 的要求

低温恒温水槽 控温准确度±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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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数量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11.9 乳化沥青微粒粒离子电荷 乳化沥青微粒离子电荷试验仪 符合 JTG E20 的要求

300mL 烧杯、滤筛：1.18mm、秒表、电

极板：2 块，铜制， 板长 100mm，宽

10mm，厚 1mm

11.10 乳化沥青储存稳定性
乳化沥青存储稳定性试验器 符合 JTG E20 的要求 滤筛：1.18mm

小铝锅或蒸发皿，300mL 以上
电子天平 感量不大于 0.1g

11.11 乳化沥青破乳速度
电子天平 感量不大于 0.1g 蒸馏水，标准筛（4.75mm、2.36mm、0.6mm、

0.3mm、0.075mm）拌合锅 1000mL

12 沥青混合料

12.1 马歇尔稳定度、流值

马歇尔击实仪
标准击实仪：击实锤重量 4536g±9g 击实锤落高 457.2mm±1.5mm；

大型击实仪：击实锤重量 10210g±10g 击实锤落高 457.2mm±2.5mm；

马氏试模 6 组、、真空饱水容器、温度

计/1℃，棉纱、黄油、电风扇或烘箱（温

度控制在 60℃±5℃）

马歇尔稳定度试验仪 力值传感器 0.01kN，位移传感器 0.1mm。

恒温水槽 深度不少于 150mm，控温精度 1℃

电子天平 感量不大于 0.1g

马歇尔击实仪
标准击实仪：击实锤重量 4536g±9g 击实锤落高 457.2mm±1.5mm；

大型击实仪：击实锤重量 10210g±10g 击实锤落高 457.2mm±2.5mm；

游标卡尺 0.01mm

12.2
密度、空隙率、矿料间隙率、

饱和度

溢流水箱 能调整水稳至 25±0.5℃

毛巾、网篮、试件悬吊装置、电风

扇或烘箱（温度控制在 60℃±5℃）

马歇尔击实仪
标准击实仪：击实锤重量 4536g±9g 击实锤落高 457.2mm±1.5mm；

大型击实仪：击实锤重量 10210g±10g 击实锤落高 457.2mm±2.5mm；

旋转压实仪 符合 JTG E20 的要求

浸水天平 量程小于 3kg 时，感量不大于 0.1g；量程大于 3kg 时，感量不大于 0.5g

12.3 最大理论密度

电子天平 称量 5kg 以上，感量不大于 0.1g；称量 2kg 以下，感量不大于 0.05g；
温度计（分度值 0.5℃）、玻璃板、平

底盘、铲子
理论最大相对密度试验仪 符合 JTG E20 的要求，真空表分度值不大于 2kPa，压力表量程 0 kPa～4kPa

恒温水槽 水温控制 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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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数量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12.4 动稳定度

轮碾成型机 符合 JTG E20-的要求，轮宽 300mm，压实线荷载 300N/cm
车辙试摸 300×300

×50mm、300×300

×100mm、温度计/1

℃、小型击实锤

车辙试验机 符合 JTG E20 的要求

电子天平 称量 5kg 以上，感量不大于 1g；称量 5kg 以下，称量矿料感量不大于 0.5g，称量沥青感量不大于 0.1g；

自动沥青混合料拌合机 符合 JTG E20 的要求，不少于 10L

12.5 沥青含量

离心抽提仪 符合 JTG E20 的要求，转速不小于 3000r/min

量筒：分度值 1mL、

三氯乙烯、滤纸、小

铲、金属盘、大烧杯

回收瓶 容积 1700mL 以上

烘箱 室温～200℃/1℃，装有温度调节器

天平 感量不大于 0.01g、1mg 各 1 台

12.6 矿料级配

烘箱 室温～200℃/1℃，装有温度调节器
摇筛机、铁盆 5 个，

胶皮手套，小手锤
标准方孔筛 0.075mm～53mm

电子天平 30kg/0.1g

13 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

13.1 无机结合料级配

烘箱 室温～200℃/1℃

摇筛机、铁盆 5 个，

胶皮手套，小手锤

标准方孔筛 0.075mm～53mm

电子天平 30kg/0.1g

电子天平 2000g/0.01g

游标卡尺 200×0.01mm

13.2
无机混合料配合比设

计

重型击实仪 / 铁盆 5 个，胶皮手

套，小手，锤、无侧

限试摸 13 个、1.5m

×40mm×40mm 水槽

2个，CBR 附件

反力架 反力为 400KN 以上

电动脱模器 /

数显路强仪或压力机 压力机应能满足试件吨位要求，且加载速率有效控制在 1mm/min

13.3 无机结合料含水率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能使温度控制在 105℃±5℃） 竹节温度计、铝盒、

干燥器电子天平 量程不小于 3000g，感量 0.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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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及技术性能一览表（续）

序号 试验检测项目及参数 主要设备名称 规格及技术性能最低要求 应配附件

13.4
水泥或石灰稳定材料

中的水泥或石灰剂量

电子天平、滴定管

(酸式)、大肚移液管

量程不小于 1500g，感量 0.01g

50mL

10mL.50mL,10 支

滴定台；滴定管夹；锥形瓶(即三角瓶) :200mL,20 个；烧杯:2000mL(或

1000mL)；300mL,10 只；容量瓶:1 000mL,；搪瓷杯:容量大于 1 200mL,10 只；

不锈钢棒(或粗玻璃棒):10 根；量简:100mL 和 5mL,各 1 只；50mL,2 只；棕色

广口瓶:60mL,1 只(装钙红指示剂) ；秒表:1 只。

表面皿:φ9cm,10 个；研钵:φ12cm～13cm,1 个；洗耳球:1 个；精密试纸:pH12

-14；聚乙烯桶:20L(装蒸馏水和氯化铵及 EDTA 二钠标准溶液) ,3个；5L(装

氢氧化钠),1 个；5L(大口桶),10 个；毛刷、吸水管、塑料勺；洗瓶(塑

料) :500mL,1 只；氢氧化钠、三乙醇胺、EDTA 二钠、氯化铵、钙红

13.5
石灰有效氧化钙和氧

化镁含量

分析天平 量程不小于 50g，感量 0.0001g 干燥器:φ25cm；称量瓶:φ30mm x 50mm,10 个；瓷研钵:φ12cm～ 13cm；石

棉网:20cm x20cm；玻璃珠；φ3mm；具塞三角瓶:250mL,20 个；漏斗:短颈,3

个；塑料洗瓶:1 个；塑料桶:20L,1 个；下口蒸馏水瓶:5000mL,1 个；三角

瓶:300mL,10 个；容量瓶 250mL.1000mL,各 1 个。

量简:200mL.100mL .50mL .5mL,各 1 个；试剂瓶:250mL.1 000mL,各 5 个。

塑料试剂瓶:1L,1 个；烧杯:50mL,5 个；250mL(或 300mL) ,10 个；棕色广口

瓶:60mL,4 个、250mL,5 个；滴瓶:60mL,3 个；酸滴定管:50mL,2 支。

滴定台及滴定管夹:各 1套；大肚移液管:25mL .50mL,各 1 支；表面皿:7cm,10

块；玻璃棒:8mm x 250mm 及 4mm x 180mm,各 10支。试剂勺:5个；吸水管:8mm

x 150mm,5 支；洗耳球:大、小各 1个；浓盐酸、甲基橙、酚酞，电炉

电热鼓风干燥箱
(室温～300)℃，温度偏差±1℃（能使温度控制在 105

℃±5℃）

电子天平 量程不小于 500g，感量 0.01g

方孔筛 0.15mm

13.6 未消化残渣含量

方孔筛 2.36mm、16mm

搪瓷盘（200mm×300mm）、钢板尺、保温套

生石类浆渣测定仪 满足 T0815-2009 要求

电热鼓风干燥箱 量程不小于 200℃。

电子天平 量程不小于 1500g，感量 0.01g。

13.7 石灰含水率
电热（鼓风）干燥箱量程不小于 110℃，控温精度为±2℃。

竹节温度计、铝盒、干燥器

电子天平 量程不小于 150g，感量 0.01g。

注：本表为公路工程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及技术性能，水运工程根据试验规程要求制定工地试验室试验参数、设备配备及技术性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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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仪器设备计量参数一览表

表 B.1 仪器设备计量参数一览表

序号
仪器名称

管理

方式
检定/校准依据标准

检定周

期（月）
计量参数 标准物质、标准量具及要求

1 土工试验

1.1 试验筛 Ⅰ
JJF 1175-2021 试验筛校准

规范
12

筛孔最大尺寸偏差，筛孔平均尺寸和金属丝直径，金属

穿孔板试验筛筛孔尺寸

影像测量仪：MPE:±0.7μm 和±3μm；万能工具显微镜

MPE:±（1μm+10-5L)；游标、代表或数显卡尺，分度值（分

辨力）不超过 0.02mm

1.2 密度计 Ⅰ
JJG 42-2011工作玻璃浮计检

定规程
12 示值误差

二等标准密度计组：650kg/m3～1500kg/m3；不确定度

(k=2)U=20×10-2kg/m3。

1.3 电子天平 Ⅰ

JJG 1036-2008 电子天平检

定规程（检定时使用）

JJF 1847-2020 电子天平校

准规范（校准时使用）

12 偏载误差，重复性，示值误差
E1 等级及以下标准砝码组，具体根据天平的量程和等级确

定。

1.4 烘箱 Ⅰ
JJF 1101-2019 环境试验设

备温度、湿度校准规范
12 温度偏差（105℃、180℃），温度均匀度，温度波动度

多路温度巡检仪或多路温度采集仪：MPE：±（0.15℃

+0.002|t|）

1.5

数显式（光

电）液塑限

联合测定仪

Ⅱ-2
JJG（交通）069-2006 土壤

液塑限检测仪检定规程
12 圆锥体质量，锥角，盛土杯尺寸，测量误差，测量时间

电子天平：量程 200g；分度值 0.01g；万能角度尺：分度

值 10′；秒表：分度值 0.01s；游标卡尺：分度值 0.02mm ；

块规：五等。

1.6

路面材料强

度 仪 （ CBR

试验装置）

Ⅱ-2
JJG（交通）106-2012 承载比

检测仪
12

测力计相对误差，贯入杆下端面硬度、下端面直径，荷

载板内直径和外直径，荷载板质量，百分表的计量参数，

升降台上升速率，加载速率（1mm/min）

0.3 级标准测力汁；洛氏硬度计 HRC 标尺；数显游标卡尺：

0mm～200mm/0.01mm；电子天平：0g～2000g/0.1g；百分表：

0mm～10mm/0.01mm。

1.7
应力环及测

试装置
Ⅰ

JJG 455-2000 工作测力仪检

定规程
12

回零误差或最大零点方位偏差，分度数或相对分辨率，

力值计量单位（示值误差、重复性、滞后），非力值计

量单位（进程示值、回程示值、滞后、重复性、长期稳

定度）

标准测力砝码；标准测力仪；力标准机等。所用标准的准

确度级别应优于被测仪器准确度级别的 3倍。

1.8
承载板及测

力装置
Ⅱ-3

TGX 082-2012 承载板测定仪

校验方法
12

承载板直径、高度，贯入力，压力机读数与压力表读数

的关系曲线

钢直尺：分辨率为 0.1mm；数显游标卡尺：分辨率为 0.02mm；

量程不小于 100kN，1 级标准测力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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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仪器设备计量参数一览表（续）

序号 仪器名称 管理方式 检定/校准依据标准 检定周期（月） 计量参数 标准物质、标准量具及要求

1.9 自动击实仪 Ⅱ-2
JJG（交通）058-2004

土工击实仪检定规程
12

击实锤体的质量、锤体锤底直径、击实锤体的击实落

高、击实锤体侧母线与击实筒内壁间隙、计数

钢卷尺：量程大于 1m，分度值 1mm，准确度等级 2

级；游标卡尺：量程 200mm，分度值：0.02mm；数显

高度尺：量程 300mm，分度值：0.01mm；电子天平：

称量范围 0g～6000g，实际分度值 1g；塞尺：0.02mm～

2mm。

1.10 杠杆压力仪 Ⅱ-2
JJG（交通）107-2012

杠杆压力仪检定规程
12

承载板下端面硬度、承载板下端面直径，杠杆比值相

对误差，杠杆灵敏度，杠杆输出力值相对误差，砝码，

千分表

洛氏硬度计：初试验力 98.07N，总试验力 1471N；游

标卡尺：量程 200mm。分度值 0.01mm；钢直尺：量程

0mm～100cm，分度值：1mm；测力仪：0.3 级。

1.11 比重瓶 Ⅱ-3
JJG（交通）092-2009

李氏密度瓶检定规程
12 质量，体积

电子天平：0g～600g，分度值：0.001g；纯净水或蒸

馏水。

1.12 液压脱模器 Ⅲ / 24 顶板孔红径，托盘直径，托盘中心与上升轴的同轴度。
游标卡尺：0mm～200mm；百分表（带磁性表架）：0mm～

10mm。

1.13 手动脱模器 Ⅲ 顶板孔红径，托盘直径，托盘中心与上升轴的同轴度。
游标卡尺：0mm～200mm；百分表（带磁性表架）：0mm～

10mm。

1.14 电动脱模器 Ⅲ
JTJC-01 电动脱模器

检查方法
12

顶板孔红径，托盘直径，托盘中心与上升轴中心的同

心度。

游标卡尺：量程不小于 200mm，分度值 0.02mm

2 集料室

2.1 试验筛 Ⅰ
JJF 1175-2021 试验

筛校准规范
12

筛孔最大尺寸偏差，筛孔平均尺寸和金属丝直径，金属

穿孔板试验筛筛孔尺寸

影像测量仪：MPE:±0.7μm 和±3μm；万能工具显

微镜 MPE:±（1μm+10-5L)；游标、代表或数显卡尺，

分度值（分辨力）不超过 0.02mm

2.2 游标卡尺 Ⅰ
JJG 30-2012 通用卡

尺检定规程
12

各部分相对位置，标尺标记宽度和宽度差，测量面的表

面粗糙度、测量面的平面度，圆弧内内量爪的基本尺寸

和平行度，刀口内量爪的平行度，零值误差，示值变动

性，示值误差，漂移，示值误差和细分误差

五等量块；工具显微镜；0.1 级刀口尺；1 级平板；

塞尺 MPE：±12μm；工具显微镜 MPEV：3μm或读数

显微镜 MPEV：10μm；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 MPE：

+12%～-17%；刀口形直尺 MPEV：2μm；外径千分尺

MPE：±4μm，测量力 6N～7N；3 级或五等量块；1

级平板；内尺寸测量专用检具。

2.3 烘箱 Ⅰ

JJF 1101-2019 环境

试验设备温度、湿度

校准规范

12 温度偏差，温度均匀度，温度波动度；
多路温度巡检仪或多路温度采集仪：MPE：±（0.15

℃+0.00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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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仪器设备计量参数一览表（续）

序号
仪器名称 管理方式 检定/校准依据标准

检定周期

（月）
计量参数 标准物质、标准量具及要求

2.4 电子天平 Ⅰ

JJG 1036-2008 电子天

平检定规程（检定时使

用）

JJF 1847-2020 电子天

平校准规范（校准时使

用）

12 偏载误差，重复性，示值误差

E1 等级及以下标准砝码组，具体根据天平的量程和等

级确定。

2.5 浸水天平 Ⅰ

JJG 1036-2008 电子天

平检定规程（检定时使

用）

JJF 1847-2020 电子天

平校准规范（校准时使

用）

12 偏载误差，重复性，示值误差
E1 等级及以下标准砝码组，具体根据天平的量程和等

级确定。

2.6 李氏比重瓶 Ⅱ-2
JJG（交通）092-2009 李

氏密度瓶检定规程
12 示值误差，分度值

电子天平:量程 600g，实际分度值 0.001g；

2.7 压碎值试验仪 Ⅱ-3
JJG（苏）54-2006 压碎

值试验仪检定规程
12 试筒尺寸及误差；压头尺寸及误差

游标卡尺：0～200mm，分度值 0.02mm；深度卡尺：0mm～

200mm，分度值 0.02mm；测厚卡规：量程（0～50）mm

×125mm，分度值 0.05mm；1 级平板；平行平尺：量尺

200mm，准确度等级 1级。

2.8 规准仪 Ⅱ-3
JJF1593-2016 针状、片

状规准仪校准规范
12

针状规准仪规准柱高度；针状规准仪相邻规准规

准柱间距；片状规准仪规准板上表面的平面度；

片状规准仪规准孔长度和宽度

游标卡尺 MPE：±（0.02～0.03）mm；深度卡尺 MPE：

±（0.02～0.03）mm；刀口型直尺 MPWV：3.0μm；塞

尺 MPE：±（5～16）μm；工具显微镜 MPEV：3μm

2.9 砂当量仪 Ⅱ-3
JJG（交通）137-2017 砂

当量测定仪检定规程
12

振荡器（振频、振荡时间、震荡距离）；试筒（内

径、外径、高度、液位控制线位置高度线、高度

标尺示值误差、标尺刻度相对误差）；冲洗管（内

径、外径、尖头内径、冲洗孔径）；配重活塞（质

量、底座直径、活塞杆长度、套筒上部圆柱体厚

度、高度标尺示值误差、标尺刻度相对误差、活

塞杆与底座的垂直度偏差值）；绝缘电阻

读数显微镜：0mm～6mm，分度值不大于 0.01mm；游标

卡尺：量程 500mm，分度值：0.02mm；外径千分尺：25mm～

50mm 分度值：0.01mm；电子天平：量程 2kg，实际分

度值：0.1g，Ⅲ级；秒表：0min～30min，分度值：0.2s；

钢直尺：量程 500mm，分度值：1mm；三等线纹尺；宽

座直角尺：160mm×100mm；框式水平仪：500mm×500mm；

绝缘电阻表：量程 500MΩ，10级；其他辅助设备。

2.10 李氏比重瓶 Ⅱ-2
JJG（交通）092-2009 李

氏密度瓶检定规程
12 示值误差，分度值 电子天平:量程 600g，实际分度值 0.00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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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仪器设备计量参数一览表（续）

序号
仪器名称 管理方式 检定/校准依据标准

检定周期

（月）
计量参数 标准物质、标准量具及要求

2.11

细集料棱角性测

定仪（流动时间

法）

Ⅱ-2

JJG （交通）109-2012

细集料流动时间测定仪

检定规程

12 漏斗孔径，储砂筒直径，储砂筒高度，漏斗锥角

游标卡尺：0mm～150mm，分度值：0.02mm；高

度尺：准确度等级 0.02mm；测量平台：面积不

小于 200mm×200mm。

2.12 摇筛机 Ⅲ
SL 411-2007 振筛机校

验规程
12 摇振次数，振击次数，回转半径。

游标卡尺：量程 150mm，分度值 0.02mm；钢直

尺：量程 300mm，分度值 0.5mm；秒表。

3 水泥室

3.1 电子天平 Ⅰ

JJG 1036-2008 电子天

平检定规程（检定时使

用）

JJF 1847-2020 电子天

平校准规范（校准时使

用）

12 偏载误差，重复性，示值误差

E1 等级及以下标准砝码组，具体根据天平的量

程和等级确定。

3.2
标准恒温恒湿养

护箱
Ⅱ-3

JJF 1101-2019 环境试

验设备温度、湿度校准规

范

12
温度偏差，温度均匀度，温度波动度；湿度偏差，湿度均

匀度，湿度波动度；

多路温湿度巡检仪或多路温湿度采集仪：温度

分辨力：不低于 0.01℃ MPE：±（0.15℃

+0.002|t|）

湿度分辨力：不低于 0.1%RH MPE：±2%RH

3.3 恒温水槽 Ⅰ
JJF 1030-2010 恒温槽技

术性能测试规范
12

工作区域尺寸，温度波动度，温度场均匀度，温度示值误

差，20℃温度示值

二等铂电阻温度计；测温电桥：准确度等级

0.02 级；低热电势转换开光；杂散电势＜0.4

μV。

3.4 水泥净浆搅拌机 Ⅰ

JJG （建材）104-2021

水泥净浆搅拌机校准规

范

12 公转速度，搅拌时间，搅拌叶叶翅直径，锅叶间隙

游标卡尺：0～200mm，分度值 0.02mm；秒表：

量程不小于 900s，分辨力不小于 0.1s；数字转

速表：量程不小于 200r/min，分辨力不大于

1r/min；Ф1mm 和Ф3mm 的间隙棒，MPE：±

0.06mm

3.5 恒应力压力机 Ⅰ

JJG 1025-2007 恒定加力

速度建筑材料试验机检

定规程

12
加力速度，零点漂移，示值相对误差，重复性，零点相对

误差，相对分辨力，噪声

0.1 标准测力仪(检定 0.5 级试验机时），0.3

级标准测力仪(检定 1级试验机时）；秒表：分

辨力不低于 0.01s；水平仪：0.05mm/m；声级

计（A级计权网络）；绝缘电阻测量仪。

3.6 负压筛析仪 Ⅱ-3
JJF1827-2020 水泥细度

负压筛析仪
12

喷气嘴与筛网之间距离，喷气嘴开口直线段长度、宽度、

增宽段长度、最大宽度、转速，负压调节能力， 负压表

示值偏差，时间控制器

数字压力计：-0.1 MPa～0MPa,等级 0.05 级；

绝缘电阻表：准确度等级 10 级；声级计：40～

120db 准确度等级＞2 级；转速表：量程 1

r/min～9999r/min：准确度等级优于 0.1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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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仪器设备计量参数一览表（续）

序号
仪器名称 管理方式 检定/校准依据标准

检定周期

（月）
计量参数 标准物质、标准量具及要求

3.7 振实台 Ⅰ
JJ （建材）124-2021 胶

砂试体成型振实台
12

振幅，振动 60 次时间，台盘上装试模后包括臂杆，模套

和夹具的总质量，台盘中心到臂杆轴中心的距离，台盘除

试模的质量

秒表：量程不小于 900s 分度值 0.1s；0.3 级

30kg/0.01kg 数显压力传感器；标准块：Ф30

厚度 14.7、15.3 厚度 偏差 0.06mm；千分尺：

量程不小于 25mm/0.01mm。

3.8 秒表 Ⅰ JJG 237-2010 秒表 12 测量间隔 秒表检定仪：MPE:±(1×10－7×T0+3ms )。

3.9 压力机 Ⅰ
JJG 1025-2007 恒定加力

速度 建筑材料试验机
12

加力速度，零点漂移，示值相对误差，重复性，零点相对

误差，相对分辨力，噪声
同上

3.10 透气比表面积仪 Ⅰ
JJG（粤）030-2016 勃氏

透气仪
12

漏气检查，圆筒内径，穿孔板直径与孔径，捣器扁平槽宽

度，试料层体积，标准时间

表面粗糙度样块：MPE：-17%～12%；游标卡尺：

0mm～200mm，分度值：0.02mm；外径千分尺：

11mm～14mm：MPE：±0.004mm；千分尺：0mm～

25mm：MPE：±0.004mm；专用塞规：Ф0.95mm、

Ф10.05mm；MPE：±0.002mm。

3.11 标准法维卡仪 Ⅱ-3

JJG（交通）050-2004 水

泥净浆标准稠度与凝结

时间测定仪

12

滑动杆直径，试杆有效长度、直径， 试锥锥角、锥高，

锥模角度、工作高度、总高度，滑动杆、试杆、试锥粗糙

度，初凝用试针直径、长度，终凝用试针直径、长度，环

形附件平面与针头的距离，圆模上口内径、下口内径、高

度，试杆、试锥、试针的同轴度，滑动部分总质量，标 尺

的刻度范围、分度值

电子天平：量程 500g 分度值：0.1g；游标卡尺：

0mm～150mm，分度值：0.02mm；深度卡尺：0mm～

200mm，分度值：0.02mm；量块：36mm，准确度

等级：五等；外径千分尺：0mm～25mm，分度值：

0.01mm；其他辅助设备。

3.12 沸煮箱 Ⅱ-3
JJG（浙）120-2011 水泥

安定性试验用沸煮箱
12

沸煮箱箱体内部尺寸，电热管距箱底的净距离，自动控制

性能，试件架、试饼架尺寸

游标卡尺：0mm～150mm，分度值：0.02mm；深

度卡尺：0mm～200mm，分度值：0.02mm；钢直

尺：0mm～500mm，分度值：1mm；表面温度计：

量程 0～100℃，分度值不大于 0.1℃；温度计：

量程 0～50℃，分度值不大于 0.1℃，最大允

许误差：±0.2℃；绝缘电阻表： 准确度等级

不低于 10 级；其他辅助设备。

3.13 雷氏夹测定仪 Ⅱ-2

JJG（交通）093-2009 雷

氏夹及雷氏夹膨胀测定

仪

12

雷氏夹膨胀测定仪：标尺测量范围和分度值，标尺刻度相

对误差，标尺基线圆弧半径，砝码质量，模座圆弧半径，

悬丝直径；雷氏夹：弹性，指针几何尺寸，环模几何尺寸

读数显微镜：0mm～6mm，分度值：＜0.01mm；

半径规：20mm、22mm；游标卡尺：0mm～200mm，

分度值：0.02mm；直角尺：量程 150mm，准确

度等级：0 级；电子天平：量程：500g，分度

值：0.01g；钢卷尺：分度值不大于 1mm；塞尺：

准确度等级 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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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仪器设备计量参数一览表（续）

序号
仪器名称 管理方式 检定/校准依据标准

检定周

期（月）
计量参数 标准物质、标准量具及要求

3.14
电动抗折试

验机
Ⅱ-3 JJG476-2001 抗折试验机 12

灵敏度，加荷速度，负荷示值相对误差，示值相对变动度，

夹具特性指标（圆柱直径、有效长度、中心距，平行度，

上下滑动配合）

标准测力仪：相对应量程：0.3 级；游标卡尺：

0mm～200mm，分度值：0.02mm；钢直尺：0mm～

1000mm，分度值：0.5mm；塞尺：0.02mm～2mm；

Ⅱ级秒表：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0.1s。

3.15
凝结时间测

定仪
Ⅱ-3

JJG（交通）050-2004 水泥净

浆标准稠度与凝结时间测定

仪检定规程

12
标尺，试杆，初凝针，终凝针，试模，滑动杆+试杆（试针），

滑动杆偏摆

电子天平：量程 500g，实际分度值：0.1g；游

标卡尺：0mm～150mm，分度值：0.02mm；深度

卡尺：0mm～200mm，分度值：0.02mm；量块：

36mm，MPE:±0.001mm；外径千分尺：0mm～25mm，

分度值：0.01mm；其他辅助设备。

3.16
水泥胶砂流

动度测试仪
Ⅱ-2

JJG （交通）096-2009 水泥胶

砂流动度测定仪
12

跳动部分总质量，落距，频率和工作周期，桌面直径和刻

圆直径， 桌面平整度、水平度，试模的上口内径、下口内

径、外径、高度

电子天平：5000g，分度值：0.1g；专用量块：

10.20
0

-0.02、9.800

0.02
mm；游标卡尺：0mm～300mm；

分度值：0.02mm；秒表：分度值：0.1s；数字

水平尺：量程 0～10%，分度值：0.02%；刀口

直尺：准确度等级 1 级；塞尺：准确度等级 2

级

3.17 胶砂搅拌机 Ⅱ-3
JJG （建材） 104-1994 水泥

净浆搅拌机
12

搅拌叶片负载转速，控制程序，搅拌锅深度、内径、壁厚，

搅拌叶片总长、总宽、翅宽、翅厚、搅拌有效长度，搅拌

叶片与锅底、锅壁的工作间隙，搅拌叶片自转公转方向

水泥软练测量仪：准确度＜±0.1%；秒表：分

辨率不低于 0.1s；游标卡尺、深度卡尺：量程

200mm；钢丝：Ф1mm、Ф3mm；测厚卡规：分度

值：0.05mm；R 规 15mm～25mm；塞尺：0.02mm～

100mm；内径千分尺：（50-250）mm/0.01mm。

4 水泥混凝土室

4.1 坍落度筒 Ⅱ-3
JJG(苏)50-2006 水泥混凝土

稠度试验仪
12

顶面内径和底面内径，高度，壁厚，顶面和底面平面度，

顶面和底面平行度，顶面和底面同轴度

游标卡尺：0mm～300mm,分度值：0.02mm；高度

游标卡尺：0mm～500mm,分度值：0.02mm；测厚

卡规：量程（0～50）mm×125mm，分度值 0.05mm；

平板：准确度等级 1 级；塞尺：准确度等级 2

级；直角尺：测量面长度≥300mm，准确度等级

2级；

4.2 标准养护室 Ⅱ-3
JJF 1101-2019 环境试验设备

温度、湿度校准规范
12

温度偏差，温度均匀度，温度波动度；湿度偏差，湿度均

匀度，湿度波动度；

多路温湿度巡检仪或多路温湿度采集仪：温度

分辨力：不低于 0.01℃ MPE：±（0.15℃

+0.002|t|）

湿度分辨力：不低于 0.1%RH MPE：±2%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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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仪器设备计量参数一览表（续）

序号 仪器名称 管理方式 检定/校准依据标准 检定周期（月） 计量参数 标准物质、标准量具及要求

4.3
水泥混凝土搅

拌机
Ⅱ-3

SL 128-2017 混凝土试

验用搅拌机校验方法
12 转速误差，拌和物质均匀性，卸料残留率

电子秒表：0min～30min，分辨力：0.1s；数字

指示秤：称量范围（0～50）kg，实际分度值

50g；电子天平：称量范围 0g～1500g，实际分

度值 0.1g；标准筛:筛孔尺寸 5mm 方孔筛；容

量筒：1L

4.4 振动台 Ⅱ-3

JJG（苏）60-2006 混

凝土试验用振动台检

定规程

12 振动幅值，振动频率，固定装置，启动和停机时间

水泥软练设备测量仪：振动频率量程（40～100）

Hz,示值误差不超过±1%，振动幅值量程（0～2）

mm，相对示值误差不超过±1.5%，时间示值误

差不超过±0.1s；管型测力计：量程：0～1.0kN，

2 级；

4.5 含气量测定仪 Ⅱ-2

JJG （交通）094-2009

水泥混凝土拌合物含

气量测定仪

12 指示器，量钵容积，气密性

压力表：0～1.6MPa，准确度：0.4 级；量筒：

0～100ml，分度值：10ml；电子天平：0～30kg，

分度值：1g；秒表：分辨力不大于 0.1s；其他

辅助设备。

4.6
混凝土贯入阻

力仪
Ⅱ-2

JJG（交通）095-2009

混凝土贯入阻力测定

仪

12

贯入测针，试样筒，测力系统量程和分度值，测力系统示值

误差，测力系统示值重复误差，测力系统回零误差，加荷装

置，安全性能

标准测力仪：量程大于 1000N，0.3 级；秒表：

分辨力：0.1s；游标卡尺：（0～200）mm，分

度值：0.02mm；深度卡尺：（0～300）mm，分

度值：0.02mm；外径千分尺：（0～25）mm，分

度值：0.01mm；绝缘电阻测量仪：准确度等级：

10 级；其他辅助设备。

4.7 混凝土渗透仪 Ⅱ-3
JJF 1812-2020 混凝土

抗渗仪校准规范
12 系统密封性检查，抗压示值误差 数字压力计：（0～6）Mpa，0.05 级

4.8 容积升 Ⅱ-3
TGX 016-2012 容量筒

校验方法
12 容量筒尺寸，容量筒容量

游标卡尺：0～400mm，分度值：0.02mm；电子

秤：量程 60kg，分度值 5g。

4.9
混凝土弹性模

量测定仪
Ⅱ-3

SL 135-2017 混凝土动

弹性模量测定仪校验

方法

12
频率示值误差，频率输出稳定性，自振频率同点复测误差，

动弹仪快速校验

计数式频率计：测量范围（100～10000）Hz，

频率误差小于 0.1%；时钟：有秒针或秒指示；

标定件：铝或铝合金材质，横向自振频率应为

（2000～3000）Hz，尺寸为 100mm×100mm×

400mm，外观平整、材质均匀

4.10
水泥砂浆搅拌

机
Ⅲ / 12 同上

4.11 抗折试验夹具 Ⅲ / 12 几何尺寸
游标卡尺：0-500mm，分度值：0.02mm；深度卡

尺：0～200mm，分度值：0.0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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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仪器设备计量参数一览表（续）

序号
仪器名称

管 理

方式
检定/校准依据标准

检定周

期（月）
计量参数 标准物质、标准量具及要求

4.12 千分表 Ⅰ
JJG 34-2008指示表（指

针式和数显式）
12

重复性，示值误差，回程误差，示值漂移，轴套直

径，测量力

指示表电动检定仪：任意 2mm 误差；≤1.5μm，任意 10mm 误差≤6

μm ；量仪测力仪：MPE：±2%；表面粗糙度样块：MPE：+12%～

17%。

4.13
砂浆稠度

仪
Ⅱ-3

JJF 1090-2002 非金属

建材塑限测定仪校准

规范

12 滑动部分质量，压头，指示装置，附件

电子天平：量程 500g 以上，实际分度值：0.01g；水平仪：150mm

×150mm，分度值 0.02mm/m；深度卡尺：（0～200）mm，分度值：

0.02mm；外径千分尺：（0～25）mm，分度值 0.01mm；角度规：分

度值 2′；量块：（1～200）mm，五等；秒表：（0.01～1800）s，

分辨力 0.01s；温度计：（0～50）℃，分度值 0.1℃；绝缘电阻表：

量程 2500MΩ以上，电压 1000V，10 级。

4.14
劈裂试验

夹具
Ⅲ

TGX 031-2012混凝土劈

裂夹具校验方法
12 垫块尺寸 游标卡尺：（0～300）mm，分度值：0.02mm。

5 沥青室

5.1 比重瓶 Ⅰ
JJG（交通）119-2015

沥青比重瓶检定规程
12 尺寸，容积，质量，密合性

电子天平：（0～220）g 准确度等级①级；游标卡尺：（0～150）

mm，分度值 0.02mm；针规：（1.0～2.0）mm；烧杯：600ml～800ml；

精密温度计：（0～50）℃，分度值 0.1℃；秒表：MPE：±0.2s；

恒温水槽：温度均匀性和波动性为±0.1℃。

5.2 分析天平 Ⅰ

JJG 1036-2008 电子天

平检定规程（检定时使

用）

JJF 1847-2020 电子天

平校准规范（校准时使

用）

12 偏载误差，重复性，示值误差

E1 等级及以下标准砝码组，具体根据天平的量程和等级确定。

5.3 烘箱 Ⅰ

JJF 1101-2019 环境试

验设备温度、湿度校准

规范

12 温度偏差，温度均匀度，温度波动度； 多路温度巡检仪或多路温度采集仪：MPE：±（0.15℃+0.002|t|）

5.4 恒温水槽 Ⅰ
JJF 1030-2010 恒温槽

技术性能测试规范
12

工作区域尺寸，温度波动度，温度场均匀度，温度

（5℃、15℃、25℃、30℃）示值误差

多路温度巡检仪或多路温度采集仪：温度分辨力：不低于 0.01℃

MPE：±（0.15℃+0.002|t|）

5.5
低温延度

仪
Ⅱ-2

JJG（交通）023-2020

沥青延度试验仪
12

拉伸速度，拉伸装置摆动量，测量装置允许误差，

水浴温度（5℃、15℃、25℃）示值误差，试模尺寸，

测量设备示值误差

钢卷尺：5m，MPE：0.2mm；秒表：0～60min，0.1s，MPE：0.03s；

钢直尺：0～300mm，MPE：0.5mm；游标卡尺：0～150mm，MPE：,0.03mm；

二等标准铂电阻温度计：5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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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仪器设备计量参数一览表（续）

序号
仪器名称

管 理

方式
检定/校准依据标准

检定周

期（月）
计量参数 标准物质、标准量具及要求

5.6 针入度仪 Ⅱ-2

JJG（交通）067-2020 道

路石 油沥青针入度试验

仪

12

标准针及针连杆装置表面粗糙度，标准针、针连杆和附加砝码质量，

标准针针体、锥体的外形尺寸，针体的截锥与圆柱体交界面的同轴

度，针体截端面与锥体轴线垂直度，针偏（离）中心值，时控器，

温控器，示值装置允许误差，针入度值示值误差、温度（5℃、15

℃、25℃、30℃）示值误差

标准针入度测量装置；投影仪；量程大于100mm，

最大允许误差±0.005mm，角度＞30︒最大允许

误差±5′；电子天平：500g，②级；二等标

准温度计 0～55℃/0.01℃。

5.7 软化点仪 Ⅱ-2
JJG （交通）057-2017 沥

青软化点仪
12

支撑架与下支撑板距离，肩环几何 尺寸，钢球质量与几何尺寸，钢

球 定位架几何尺寸，温度示值误差， 升温速率，浴槽容积

数显卡尺：0～200mm，分度值：0.01mm；外径

千分尺：0～25mm，分度值：0.01mm；投影仪：

0～150mm,MPE（10±25/L)µm；电子天平：0～

100g 分度值：0.01g；量筒：0～100ml，分度

值：5ml；多通道数据采集器：U=0.065℃（k=2）

5.8 闪点仪 Ⅱ-3
JJF1384-2012 开口/闭口

闪点测定仪校准规范
12 开口杯尺寸，加热板尺寸，点火器尺寸，加热源升温速率

克利夫兰开口闪点标准物质；宾斯基-马丁闭口

闪点标准物质；气压计：分辨率不低于 0.1kPa。

5.9 旋转薄膜烘箱 Ⅰ
JJG（交通） 沥青老化烘

箱检定规程
12

盛样皿，盛样瓶，升温时间，工作温度，温度回升时间，控温范围，

转盘转速，热空气喷入流量

标准温度计：0～200℃，分度值：0.1℃；秒表：

0～200min，分度值0.01s；游标卡尺：0～200mm，

分度值 0.02mm；气体流量计：0～10000ml/min,

分度值：100ml/min。

5.10 秒表 Ⅰ JJG 237-2010 秒表 12 测量间隔
秒表检定仪：MPE:±(1×10－7×T0+3ms )；日

差仪或校表仪：±0.05s/日。

5.11
布氏旋转粘度

仪
Ⅰ

JJG 1002-2005 旋转黏度

计
12 仪器零点漂移，仪器重复性，仪器再现性，与 K或 n的标称值之差

国家规定的一级或二级相应标准黏度液；恒温

设备：温度波动度不大于 0.1℃；玻璃液体温

度计：0～50℃,分度值：0.1℃；外筒：外径＞

70mm，深度＞110mm 及外径＞82.5mm 或 85mm，

深度＞121mm 或其它尺寸；频率表：分辨率不

低于 0.5Hz；其它相关辅助设备。

5.12 毛细管粘度仪 Ⅰ
JJG 155-2016 工作毛细管

粘度计
12 时间重复性，常数复现性，常数稳定性

国家二级有证黏度标准液；恒温槽：温度波动

不大于±0.01℃/h，均匀度不大于 0.02℃；标

准水银温度计（或数字温度计）：（0～50）℃，

分度值：0.01℃；电子秒表：分辨力优于 0.1s，

日差不超过±0.5s；其它相关辅助设备。

5.13 低温箱 Ⅰ
JJF 1101-2019 环境试验

设备温度、湿度校准规范
12 温度偏差，温度均匀度，温度波动度

多路温度巡检仪或多路温度采集仪：MPE：±

（0.15℃+0.00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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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仪器设备计量参数一览表（续）

序号
仪器名称

管 理

方式
检定/校准依据标准

检定周

期（月）
计量参数 标准物质、标准量具及要求

5.14
恩格拉粘

度计
Ⅰ

JJG 742-1991 恩氏粘

度计
12 标准水值

水银温度计：0～50℃，分度值：0.2℃；秒表：分度值不大于

0.1s；接收瓶：容量 200cm
3
；其它相关辅助设备。

5.15 标准筛 Ⅰ
JJF 1175-2007 试验

筛校准规范
12

网孔最大尺寸偏差，网孔平均尺寸 偏差和平均丝径，

网孔尺寸在最大 尺寸与中间尺寸的网孔数量，金属

穿孔板试验筛筛孔尺寸偏差

影像测量仪：MPE:±0.7μm 和±3μm；万能工具显微镜 MPE:±

（1μm+10-5L)；游标、代表或数显卡尺，分度值（分辨力）不

超过 0.02mm

5.16

真空减压

毛细管粘

度仪

Ⅱ-3

JJG( 交 通 )172-2021

沥青真空减压毛细管

黏度仪检定规程

12

真空减压毛细管黏度计计时标线间距，恒温及测温装

置的温度，真空减压装置的真空度，计时装置的时长，

黏度最大运行误差

温度计或测量传感器：（59～61）℃，60℃误差不大于 0.03℃；

游标卡尺：（0～200）mm，分度值：0.02mm；精密压力表：量

程不低于 50kPa，0.1 级；时间检定装置：量程不低于 30min，

MPE：±0.03s；标准黏度液：有证标准物质：具体参照 JJG(交

通)172-2021 附录 A

5.17 真空泵 Ⅲ /（无规程） 24

6 沥青混合料室

6.1 标准筛 Ⅰ
JJF 1175-2021 试验

筛校准规范
12

筛孔最大尺寸偏差，筛孔平均尺寸和金属丝直径，金

属穿孔板试验筛筛孔尺寸

影像测量仪：MPE:±0.7μm 和±3μm；万能工具显微镜 MPE:±

（1μm+10-5L)；游标、代表或数显卡尺，分度值（分辨力）不

超过 0.02mm

6.2

6.3 浸水天平 Ⅰ

JJG 1036-2008 电子

天平检定规程（检定

时使用）

JJF 1847-2020 电子

天平校准规范（校准

时使用）

12 偏载误差，重复性，示值误差

E1等级及以下标准砝码组，具体根据天平的量程和等级确定。

6.4 电子天平 Ⅰ

JJG 1036-2008 电子

天平检定规程（检定

时使用）

JJF 1847-2020 电子

天平校准规范（校准

时使用）

12 偏载误差，重复性，示值误差

E1等级及以下标准砝码组，具体根据天平的量程和等级确定。

6.5 烘箱 Ⅰ

JJF 1101-2019 环境

试验设备温度、湿度

校准规范

12 温度偏差，温度均匀度，温度波动度 多路温度巡检仪或多路温度采集仪：MPE：±（0.15℃+0.00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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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仪器设备计量参数一览表（续）

序号
仪器名称

管 理

方式
检定/校准依据标准

检定周

期（月）
计量参数 标准物质、标准量具及要求

6.6 恒温水槽 Ⅰ

JJF 1030-2010 恒温

槽技术性能测试规

范

12
工作区域尺寸，温度波动度，温度场均匀度，温度（60℃）示值

误差

多路温度巡检仪或多路温度采集仪：温度分辨力：不低

于 0.01℃ MPE：±（0.15℃+0.002|t|）

6.7 钢尺 Ⅰ JJG 1-1999 钢直尺 12

尺面平面度、弹性，尺的端边、侧边的直线度，尺的端边与侧边

的垂直度，端边与侧边相交处圆弧半径， 示值误差，侧边厚度，

线纹宽度及宽度值

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一级平尺、一级塞尺；工具显微

镜：MPE：（1+L/100）μm（L：mm）；读数显微镜：分

度值：0.01mm；三等标准线纹尺；半圆盘：半径 250mm。

6.8
沥青混合

料拌和机
Ⅱ-2

JJG （ 交 通 ）

064-2006 沥青混合

料拌和机

12 容积，转速，时间控制，温度控制，升温速度
秒表：分度值：0.1s；温度计：量程：300℃，分度值：

1℃；电子天平：5kg，分度值：1g。

6.9
马歇尔自

动击实仪
Ⅱ-2

JJG （ 交 通 ）

065-2016沥青混 合

料马歇尔击实仪

12
压实头直径，击实锤质量，击实锤 提升高度，击实速度，试模、

套筒以及底座的几何尺寸

秒表：分度值：0.1s；游标卡尺：0～200mm，分度值：

0.02mm；电子天平：0～15kg，分度值：1.0g；钢直尺：

0～1000mm，分度值：1mm。

6.10
马歇尔稳

定度仪
Ⅱ-2

JJG（交通）066-2016

马歇尔稳定度试验

仪

12
动力源，加荷压头曲率半径，钢球直径，测力装置，流值测量装

置，绝缘电阻，加载速率（50mm/min）

标准测力仪：50kN，0.3 级；高度尺：0～300mm，分度值：

0.02mm；秒表：分度值：0.1s；标准量块：四等。其他

辅助设备。

6.11
真空负压

装置
Ⅱ-3 / 12 负压密封筒尺寸，负压压力

游标卡尺：0～200mm，分度值：0.02mm；钢直尺：0～600mm，

分度值：1mm；数字压力计：-0.1 MPa～0MPa，0.05 级。

6.12

理论最大

相对密度

仪

Ⅱ-2

JJG（交通）105-2012

沥青混 合料理论最

大相对密度仪

12
负压容器的容积、负压、负压达到 稳定时间，真空表的示值误

差，压力表的示值误差

数字压力计：（0～160）kPa，0.05 级；量筒：量程：1000ml，

分度值 0.5ml；真空表：-0.1 kPa～0kPa，分度值不大于

0.5kPa；秒表：分度值：0.1s；温度计：0～50℃，分度

值：0.1℃

6.13 抽提仪 Ⅱ-3
JJG（交通）132-2016

沥青离心式抽提仪
12 抽提罐尺寸，转速

转速表：0～20000r/min,等级 0.1 级；投影仪或显微镜：

分度值：0.001mm。

6.14
车辙试验

机
Ⅱ-3

JJF（浙）1094-2014

沥青混合料车辙试

验机

水浴温度（湿），试验机内温度（干），温度波动，轮碾压强，

轮碾往返频率，传感器示值，示值误差，测试轮尺寸，橡胶硬度，

测试轮行程

游标卡尺：0～300mm，分度值：0.02mm；钢直尺：0～500mm，

分度值：1mm；A 型邵氏硬度计：最大允许误差：1H；秒

表：分度值：0.1s；标准测力仪：量程 2kN，0.3 级；量

块：等级：五等；温度巡检仪：0～100℃，准确度 0.1

℃。

6.15 电炉 Ⅲ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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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仪器设备计量参数一览表（续）

序号
仪器名称

管 理

方式
检定/校准依据标准

检定周

期（月）
计量参数 标准物质、标准量具及要求

6.16 脱模器 Ⅲ
JTJC-01 电动脱模

器检查方法
12 顶板孔红径，托盘直径，托盘中心与上升轴中心的同心度。

游标卡尺：量程不小于 200mm，分度值 0.02mm

7 现场检测

7.1

混凝土碳

化深度测

试仪

Ⅱ-2

JJF 1721-2018 碳

化深度测量仪和测

量尺校准规范

12 零位误差，示值变动性，示值误差，校对块高度 研磨平板：2级；量块五等；卡尺：最大允许误差±0.03mm

7.2
钢筋位置

测定仪
Ⅱ-3

JJG136-2016 钢 筋

位置测定仪检定规

程

12
钢筋保护层厚度测量仪示值，最大误差，钢筋直径示值及误差，

测量重复性

钢筋扫描仪检定装置（试验块）：a保护层厚度范围10mm～

80mm，平面度＜0.05mm/m
2
；b标准棒直径：8.0mm～32mm，

误差±0.1mm。

7.3 钢尺 Ⅰ
JJG 1-1999 钢直尺

检定规程
12

尺面平面度，弹性，尺的端边、侧边的直线度，尺的端边与侧边

的垂直度，端边与侧边相交处圆弧半径， 示值误差，侧边厚度，

线纹宽度及宽度值

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1级平尺、1 级塞尺；工具显微镜：

MPE：（1+L/100）μm（L：mm）；读数显微镜：分度值：

0.01mm；三等标准金属线纹尺；半圆盘：半径 250mm；1

级直角尺；2级平尺；

7.4 回弹仪 Ⅰ
JJG 817-2011 混凝

土回弹仪检定规程
12

机壳刻度槽上“100”刻线位置，指针长度，指针摩擦力，弹击

拉簧刚度，弹击锤脱钩位置，弹击拉簧工 作长度，弹击锤冲击

长度，弹击锤跳起位置，钢砧上的率定值，弹击球端部球面半径

回弹仪检定装置；回弹仪拉簧检定装置；游标卡尺：0～

150mm/0.02mm；半径样板规（套）；测力仪：0～1N，MPE：

5.0 级

7.5 千分尺 Ⅰ
JJG 21-2008 千分

尺检定规程

测微螺杆的轴向串动和径向摆动， 测砧与测微螺杆测量面的相

对偏 移，测力，刻线宽度及宽度差，指针与刻线盘的相对位置，

微分筒锥 面的端面棱边至固定套管刻线面的 距离，微分筒锥面

的端面与固定套 管毫米刻线的相对位置，测量面的 平面度，两

测量面的平行度，示值误差，校对用的量杆，数显外径千 分尺

的示值重复性、细分误差、任 意位置时数值漂移

杠杠千分表；0～1mm/±0.001mm；平板；测力仪；塞尺；

工具显微镜；五等量块；2级平晶，刀口尺；四等平行平

晶。

7.6 电子天平 Ⅰ / 12 / 同上

7.7
静力触探

仪
Ⅰ

JJG （ 交 通 ）

1439-2013静力触探

仪校准规范

12

回零误差或最大零点方位偏差，分度数或相对分辨率，力值计量

单位（示值误差、重复性、滞后），非力值计量单位（进程示值、

回程示值、滞后、重复性、长期稳定度）

标准测力仪：0.3 级相应量程；游标卡尺：0～

300mm/0.02mm；万能角度尺:(0～320)︒,分度值：5′数

字压力表：-0.1 MPa～1.6MPa，0.2 级；绝缘电阻测试仪：

10级；辅助力加载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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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仪器设备计量参数一览表（续）

序号
仪器名称

管 理

方式
检定/校准依据标准

检定周

期（月）
计量参数 标准物质、标准量具及要求

7.8 温湿度计 Ⅰ

JJG 205-2005 机械

式温湿度计检定规

程

JJF 1076-2020 数

字式温湿度计校准

规范

12 示值误差，温度回差，湿滞误差，重复性

精密露点仪：露点：(-30～90)℃Dp 温度：-30℃～90℃；

温湿度检定箱：测量范围（10～95）%RH，均匀性不大于

1.0%RH，波动性不超过±1%RH，温度测量范围（5～50）

℃，均匀性不大于 0.3℃，波动度不大于±0.2℃；数字

温度计：测量范围（-20～100）℃，最大允许误差±0.05

℃

7.9 水准仪 Ⅰ
JJG 425-2003 水准

仪
12

水准器角值，竖轴运转误差，望远镜分划板横丝与竖轴的垂直度，

视距乘常数，测微器行差与回程差，数字水准仪视线距离测量误

差，视准线的安平误差，望远镜视轴与管状水准泡轴在水平面内

投影的平行度（交叉误差），视准线误差（i 角），望远镜调焦

运行误差，补偿误差及补偿器工作范围，双摆位误差，测站单次

高差标准差，自动安平水准仪磁致误差

1″水平仪检定器；测微平行光管：500mm≤f≤1000mm；

可调焦光管：误差≤0.2mm；自准直仪：0.2″；二维微

倾台；刻线尺：MPE：0.02mm；钢卷尺：Ⅱ级；其它辅助

设备。

7.10
连续式平

整度仪
Ⅱ-2

JJG（交通）024-2020

八轮连续式路面平

整度仪检定规程

12
静态示值误差，动态相对示值误差，纵向测距相对示值误差，平

整度值的测量重复性

测距仪：量程不小于 100m，Ⅱ级；专用量块：参考 JJG

（交通）024-2020 八轮连续式路面平整度仪检定规程 附

录 A；自动平整度测量仪：参考 JJG（交通）024-2020

八轮连续式路面平整度仪检定规程 附录 A；非自动平整

度测量仪：DSZ1 级精密水准仪。

7.11 贝克曼梁 Ⅱ-2

JJG （ 交 通 ）

025-2002 贝克曼梁

路面弯沉仪

12
测量最大允许误差，指标表精度等级，测头尺寸，杠杆比及误差，

挠度

千分表：0～3mm，0 级；百分表检定仪；量块：5mm、10mm

各一块，四等；游标卡尺：0～200mm/0.02mm；砝码：2N，

M2级

7.12

摆式摩擦

系数测定

仪

Ⅱ-1

JJG（交通）053-2017

摆式摩擦系数测定

仪

摆及摆的连接部分总质量，摆动轴心距摆的重心距离，摆上橡胶

片端部距摆动中心距离，正向静压力，橡胶片尺寸、硬度、弹性，

标尺长度，立柱与底座夹角。

钢直尺：量程＞600mm，分度值＜1mm；游标卡尺：量程

＞150mm，分度值＜0.02mm；深度卡尺：量程＞10mm，分

度值＜0.01mm；电子天平：量程:2kg，Ⅲ级；A型邵氏硬

度计；相应辅助设备。

7.13
氯化物快

速测定仪
Ⅱ-3

JJG（交通）053-2017

混凝土氯离子含量

快速测定仪

氯离子含量，电位示值

标准信号发生器：a）输出电压：-2000.0 mV～ 2000.0mV，

分辨率：0.1mV。 b）输出阻抗：90Ω～105Ω分辨率：

0.001Ω；氯化钠标准溶液：浓度：0.100mol/L。

7.14 摆式仪 Ⅱ-1

JJG（交通）053-2017

摆式摩擦系数测定

仪检定规程

12
摆的质量，摆动轴心距摆重心距离，滑溜块下端距摆动轴心的距

离，最大正向静压力，摆值重复性，摆值示值误差，滑溜块质量。

钢直尺：600mm，分度值：1mm；游标卡尺：150mm，分度

值：0.02mm；深度千分尺：量程 10mm，分度值＜0.01mm；

电子秤：1.5kg,分度值：0.001kg；邵氏硬度计：A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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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仪器设备计量参数一览表（续）

序号
仪器名称

管 理

方式
检定/校准依据标准

检定周

期（月）
计量参数 标准物质、标准量具及要求

7.15
路面渗水

仪
Ⅱ-2

JJG（交通）104-2015

路面渗水系数测定仪

检定规程

12
密封性，盛水量筒，压重钢圈，示值相对误

差，测量重复性

内径表：测量范围（35～60）mm，分度值不大于 0.01mm；电子计重秤：测

量范围（0～6）kg，实际分度值不大于 1g；二等标准玻璃量器：测量范围

（0～1000）mL，最大允许误差±0.1%；高度卡尺：测量范围（0～500）mm，

分度值不大于 0.05mm；电子秒表：分辨力不大于 0.1s；路面渗水系数标准

器组：由符合 JT/T 984 的 4 件标准器组成，其渗水系数值分布于（0～600）

ml/min 区间；渗水仪检定平台

7.16 铺砂仪 Ⅱ-3
JJG（交通）117-2014

构造深度手工铺砂仪
36 量砂筒高度、直径，推平板直径、平整度

数显卡尺：0～200mm，分度值：0.01mm；温湿度计：温度分度值：0.2℃，

湿度：分度值：1%；粗糙度仪：量程 0.01～100μm，准确度：0.01μm。

7.17 环刀 Ⅱ-3
JJF（皖）102-2020 环

刀校准
24 内、外直径，高度，壁厚

千分尺：MPE：±0.010mm；外径千分尺：MPE；±5μm；万能角度尺：MPE；

±2′；游标卡尺：分度值：0.02mm。

7.18 灌砂筒 Ⅱ-3
JJG( 交 通 )120-2015

灌砂仪检定规程
12

储砂筒内径，储砂筒深度，流沙孔直径，漏

斗上口直径，漏斗下口直径，漏斗深度，下

缘直径，下缘厚度

游标卡尺：（0～300）mm，分度值：0.02mm；深度卡尺：（0～500）mm，分

度值：0.02mm；钢直尺：（0～500）mm，分度值：1mm；专用通止规：（Ф

10±0.1）mm，（Ф15±0.1）mm，（Ф20±0.1）mm。

7.19 取芯机 Ⅲ
TGX 068-2012 钻芯取

样机校验方法
12 钻头内径，钻头内腔深度 游标卡尺：（0～300）mm，分度值：0.02mm；（0～1000）mm，分度值：1mm

8 力学室

8.1
万能材料

试验机
Ⅱ-3

JJG 139-2014 拉力、

压力和万能试验机
12

拉力同轴度，测量系统分辨力，示值相对误

差，重复性相对误差，变形系统的分辨力，

变形误差，试验力保持，压板中心线重合及

球面支撑灵活程度，试验力示值，水平分力

标准测力仪：相应量程 0.1～0.3 级；水平仪：分度值：0.02mm/m；同轴度

测量仪：MPE：2%；百分表：0～10mm/0.02mm；高度尺：量程＞300mm/0.02mm；

秒表：分辨率：0.01s；声级计：（A 级计权网络）2级；绝缘电阻测试仪：

10 级。

8.2 电子天平 Ⅰ

JJG 1036-2008 电子

天平检定规程（检定

时使用）

JJF 1847-2020 电子

天平校准规范（校准

时使用）

12 偏载误差，重复性，示值误差 E1 等级及以下标准砝码组，具体根据天平的量程和等级确定。

8.3 游标卡尺 Ⅰ
JJG 30-2012 通用卡

尺检定规程
12

各部分相对位置，标尺标记宽度和宽度差，

测量面的表面粗糙度、测量面的平面度，圆

弧内内量爪的基本尺寸和平行度，刀口内量

爪的平行度，零值误差，示值变动性，示值

误差，漂移，示值误差和细分误差

五等量块；工具显微镜；0.1 级刀口尺；1级平板；塞尺 MPE：±12μm；工

具显微镜 MPEV：3μm或读数显微镜 MPEV：10μm；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 MPE：

+12%～-17%；刀口形直尺 MPEV：2μm；外径千分尺 MPE：±4μm，测量力

6N～7N；3 级或五等量块；1级平板；内尺寸测量专用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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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仪器设备计量参数一览表（续）

序号
仪器名称

管 理

方式

检定/校准依据

标准

检定周

期（月）
计量参数 标准物质、标准量具及要求

8.4 压力机 Ⅰ

JJG 1025-2007

恒定加力速度

建筑材料试验

机检定规程

12
加力速度，零点漂移，示值相对误差，重复性，零点相

对误差，相对分辨力，噪声

0.1 标准测力仪(检定 0.5 级试验机时），0.3 级标准测力仪(检定

1级试验机时）；秒表：分辨力不低于 0.01s；水平仪：0.05mm/m；

声级计（A级计权网络）；绝缘电阻测量仪。

8.5
涂层厚度测

量仪
Ⅰ

JJG 818-2018

磁性、电涡流式

覆层厚度测量

仪

12

厚度测量力及其变动性，示值重复性，示值误差，示值

稳定性，电源 电压变化对仪器示值的影响，校准用厚

度片

测力仪：相应量程：分辨率≤0.1N；厚度片（组）表面粗糙度 Ra

≤0.2μm；平面度≤1μm ，尺寸 ≥1.3 ϕ；数显电感式测微仪：

MPE：±0.1μm。

8.6 弯曲装置 Ⅱ-3 / 12 角度，尺寸
游标卡尺：0～200mm，分度值：0.02mm；万能角度尺：320º,准确

度±2′。

8.7
钢筋反向弯

曲试验机
Ⅱ-3

JJF （ 鄂 ）

77-2021 钢 筋

弯曲试验机校

准规范

12 示值误差，示值重复性

角度传感器：测量范围（0～360）°，分度最大允许误差（无绝

对零位）60″，分度最大允许误差（有绝对零位）±30″；倾角

传感器：测量范围（-90～90）°，示值误差最大值：±0.04°；

显示仪表：能实时显示角度测量值

8.8 游标卡尺 Ⅰ
JJG 30-2012 通

用卡尺
12

标尺标记宽度和宽度差，测量面表 面粗糙度和平面度，

圆弧内、刀口内量爪基本尺寸和平行度，零值误差，示

值变动性，示值误差，数字显示器的示值稳定性

量块：相应规格，五等；平板：1级；工具显微镜：MPEV：10μm；

刀口尺：MPEV：2μm；外径千分尺：MPEV：±4μm。

8.9 标距打点机 Ⅱ-3

JJG （ 交 通 ）

158-2020 钢 筋

标距打点机

任意相邻二点标距，最远二点标距 游标卡尺：0～300mm，分度值：0.02mm

9 隧道检测

9.1 激光断面仪 Ⅱ-3 / 12

发射、接收、照准三轴关系的正确性，强制光相位均匀

性，幅相误差，分辨力，周期误差，测尺频率，加常数，

乘常数，测量重复性，测程，测距误差，测角误差

全站仪：Ⅱ级；专用反射板：

9.2 锚杆拉拔仪 Ⅱ-3

JJF( 黔 )20-201

5 锚杆拉拔仪

校准规范

12 示值误差，内插误差，示值重复性 标准测力仪：相应量程：0.3 级；反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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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仪器设备计量参数一览表（续）

序号
仪器名称

管 理

方式
检定/校准依据标准

检定周

期（月）
计量参数 标准物质、标准量具及要求

9.3 工程雷达 Ⅱ-3

JJG( 交 通 )130-2016

桥梁隧道结构用工程

雷达检定规程

12
深度穿透指数，信噪比，时窗线性度，水平定

位误差，深度测量误差

钢卷尺：量程 20m，分度值不大于 1mm；游标卡尺：测量范围（0～

200）mm，分度值不大于 0.02mm；高精度支架：竖向高度调节为螺

旋式

9.4 数显收敛计 Ⅰ
JJF（赣）020-2021

收敛计校准规范
12 张力，示值误差，漂移，测量重复性

测力计：量程：200N，准确度等级 2级；收敛计校准装置：任意 30

mm MPE：±5μm；专用基线场。

9.5 钢筋应力计 Ⅱ-3

JJG( 交 通 )041-2020

差动电阻式应力计检

定规程

12
端基线性度误差，滞后，重复性，线性度，综

合误差，温度误差

数字压力计：量程 16MPa，0.02 级；差阻式读数仪：MPE：±0.05%；

标准温度计：测量范围（-20～100）℃，MPE:±0.2℃；恒温箱：

测量范围（-20～60）℃，温度稳定度：±0.5℃；压力罐：耐压不

小于应力计满量程的 1.2 倍

9.6 压力盒 Ⅱ-3

JJG 272-2007 空盒气

压表和空盒气压计检

定规程

12 温度系数，示值误差，补充修正值

气压计：MPE：±0.4hPa；示值检定箱：有升压和降压的功能，漏

气率在 10min 内气压变化不得大于 0.3hPa；温度系数检定箱：具有

（0～5）℃和（25～35）℃两段调温范围，检定箱内温度波动度不

大于±0.5℃，均匀性不大于 0.1℃，箱内大气压与外部大气压相通；

标准温度计：MPE：±0.3℃

9.7 表面应变计 Ⅱ-3

JJG（交通）156-2020

振弦式应变测量系统

检定规程

12
频率示值误差，应变示值误差，应变测量重复

性，温度示值误差

低频信号发生器（或函数发生器）：频率输出范围（0～10）kHz，

分辨力不大于 0.01Hz，幅度输出范围 100mV～2000mV；应变发生装

置：位移范围：（0～10）mm；位移测量仪：Urel=0.8%(k=2)；游

标卡尺：MPE：±0.01mm；温度试验设备：测量范围（0～60）℃；

标准水银温度计：（0～60）℃，分度值不大于 0.1℃

9.8

复合气体检

测报警器（一

氧化碳）

Ⅰ
JJG915-2008 一氧化

碳检测报警器

基本误差，重复性，响应时间，报警误差，零

点漂移，电源电压影响报警浓度值，报警功能

一氧化碳标准物质：Ur≤2% （k=2）；高纯氮气；气体流量计：0～

1000ml/min，MPE:＜4 级；秒表：分辨率≤0.1s。

9.9 光透过率仪 Ⅱ-3 / 光透过率示值误差

9.10
精密积分声

级计
Ⅰ JJG188-2017 声级计

指示声级调整，指向性响应，频率计权和频率

响应，极线性，本机噪声，F 和 S 时间计权，猝

发声响应，过载指示，显示器，射频辐射和对

电源的骚扰，串音，电源，静压力，大气温度，

相对湿度，静电放电，工频及射频场。欠量程

指示，峰值 C 声级，复位，阈值，模拟输出或

数字输出，计时功能。

声级计检定装置：a）声校准器：符合 1级，b）声频率发生器：误

差≤0.25%，失真度≤0.3%，c）猝发音信号发生器：频率误差≤±

0.25%，失真度≤2%。其它相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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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仪器设备计量参数一览表（续）

序号
仪器名称

管 理

方式
检定/校准依据标准

检定周

期（月）
计量参数 标准物质、标准量具及要求

9.11 照度计 Ⅰ
JJG245-2005 光照度

计

相对示值误差，余弦特性误差，非线性误差，

换挡误差

光度测量装置：光轨平直性误差不超过±1mm，测距米尺 1m内的总

误差不大于 0.2mm；电源：直流稳压电源 0～120V/0～10A，10min

内输出电压变化不大于0.02%；数字电压表：准确度等级不低于0.02

级；发光强度标准灯组：符合 2856K 一级或二级。

9.12 风速计 Ⅱ-3
JJF 1971-2022 叶轮

式风速计校准规范
12 示值误差

热式风速仪：测量范围（1～5）m/s，扩展不确定度不低于被校风

速计最大允差的 1/3；皮托管：测量范围（5～30）m/s，皮托管系

数 K 应在 0.997～1.003，微差压表的测量范围与皮托管相匹配，

MPE：±0.8Pa；风洞：工作范围内均匀性优于 1%；气流稳定性优于

0.5%；温度计：MPE：±0.5℃；气压计：MPE：±100Pa；湿度计：

MPE：±5%RH；温湿度计：温度 MPE：±0.5℃，湿度 MPE：±10%RH

10 化学室

10.1 分析天平 Ⅰ

JJG 1036-2008 电子

天平检定规程（检定

时使用）

JJF 1847-2020 电子

天平校准规范（校准

时使用）

12 偏载误差，重复性，示值误差 E1 等级及以下标准砝码组，具体根据天平的量程和等级确定。

10.2 电子天平 Ⅰ

JJG 1036-2008 电子

天平检定规程（检定

时使用）

JJF 1847-2020 电子

天平校准规范（校准

时使用）

12 偏载误差，重复性，示值误差 E1 等级及以下标准砝码组，具体根据天平的量程和等级确定。

10.3 滴定设备 Ⅰ
JJG 196-2006 常用玻

璃量器检定规程
12 流岀时间，密合性，容量示值

电子天平：（分度值：0.1mg～10mg）；精密温度计：（10-30）℃；

标准玻璃量器组:0.5ml～2000ml(一、 二等）；秒表：0.1s

10.4
生石灰浆渣

测定仪
/ / 12 几何尺寸，质量 读数显微镜：MPEV：10μm；电子天平：量程 100g 分度值：0.01g。

10.5 量筒 /
JJG196-2006 常用玻

璃量器检定规程
36 流岀时间，密合性，容量示值

电子天平：量程不小于200g，d=0.1mg；电子天平：量程不小于1000g，

d=2mg；电子天平：量程不小于 5000g，d=10mg；精密温度计：（10～

30）℃，分度值 0.1℃；秒表：0.1s；F2等级标准砝码：1mg～5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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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仪器设备计量参数一览表（续）

序号
仪器名称

管 理

方式
检定/校准依据标准

检定周

期（月）
计量参数 标准物质、标准量具及要求

10.6 容量瓶 /
JJG196-2006 常用玻

璃量器检定规程
36 流岀时间，密合性，容量示值

电子天平：量程不小于200g，d=0.1mg；电子天平：量程不小于1000g，

d=2mg；电子天平：量程不小于 5000g，d=10mg；精密温度计：（10～

30）℃，分度值 0.1℃；秒表：0.1s；F2等级标准砝码：1mg～500g

10.7 移液管 /
JJG196-2006 常用玻

璃量器检定规程
36 流岀时间，密合性，容量示值

电子天平：量程不小于200g，d=0.1mg；电子天平：量程不小于1000g，

d=2mg；电子天平：量程不小于 5000g，d=10mg；精密温度计：（10～

30）℃，分度值 0.1℃；秒表：0.1s；F2等级标准砝码：1mg～500g

10.8 秒表 Ⅰ JJG 237-2010 秒表 12 测量间隔
秒表检定仪：MPE:±(1×10－7×T0+3ms )；日差仪或校表仪：±

0.05s/日。

10.9 方孔筛 /
JJF 1175-2021 试验

筛校准规范
12

筛孔最大尺寸偏差，筛孔平均尺寸和金属丝直

径，金属穿孔板试验筛筛孔尺寸

影像测量仪：MPE:±0.7μm 和±3μm；万能工具显微镜 MPE:±（1

μm+10-5L)；游标、代表或数显卡尺，分度值（分辨力）不超过 0.02mm

注：本表为公路工程试验检测仪器设备计量参数，水运工程根据试验要求制定仪器设备计量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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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钢筋拉伸强度试验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方法示例

C.1 找出所有影响不确定度的影响量

对拉力试验机测量钢筋拉伸强度有影响的量有试验机的示值误差（本例为 1%F）、拉力机量程（500kN）、

分量值（0.5kN）、钢筋直径（d=20mm）。

C.2 建立数学模型

计算公式如式（C.1）：

Xm
A

F
R  …………………（C.1）

式中：

mR ——拉伸强度，MPa；

A——试件截面面积，mm
2
（d=20mm，A=314mm

2
）；

F——拉力，单位 kN；

x ——数据修约的影响。

C.3 不确定度传播率

计算公式如式（C.2）：

）xmc u
A
FuRu  ()()( 222

…………………（C.2）

C.4 各输入量的标准不确定度

C.4.1 拉力的标准不确定度 )(Fu

拉力的标准不确定度 )(Fu 由三个分量组成：试验机的示值误差的影响、重复性的影响、读数误差的有

限，其中：

a) 试验机是在误差的影响 1u :

由于检定证书未说明置信概率，按照式（C.3）故取包含因子 2k ：

872.0
2

3.174%12
1 




k
u kN …………………（C.3）

b) 重复性的影响 2u :

重复性的影响是通过多次独立重复测量来评定的，包括人员操作的重复性、试验机的重复性、样品的

不均匀性等因素。测量次数 10n ，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为 174.3kN，单次测量的标准差为 6.0)( Fs kN，实

际测量时，取两次测量值的平均值，如式（C.4）：

424.0
2
6.0

2
)(

2 
Fsu kN …………………（C.4）

c) 读数误差的影响 3u :

人工读数可以估计到分度值的 1/5，即 0.1kN，不确定度按均匀分布考虑，如式（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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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0
3
2.0

3 
k
au kN …………………（C.5）

d) 合成:

如式（C.6）、（C.7）、（C.8）：
2222

3
2
2

2
1

2 0575.0424.0872.0)(  uuuFu …………………（C.6）

976.0)( Fu kN …………………（C.7）

%56.0
3.174

976.0)( Fur …………………（C.8）

C.4.2 面积的不确定度

钢筋直径的标称值 20d mm，允许偏差±0.5mm，按均匀分布考虑，故面积的不确定度如式（C.9）：

%89.20289.0
3
20/5.02)(2)(  duAu rr …………………（C.9）

C.4.3 )(
A
Fu

如式（C.10）、（C.11）、（C.12）：

422222 10)89.260.0()()()(  AuFu
A
Fu rrr …………………（C.10）

%94.2)( 
A
Fur …………………（C.11）

11.16%94.2
318

103.174)()()(
3





A
Fu

A
F

A
Fu r MPa…………………（C.12）

C.4.4 数据修约的影响

国标规定，钢筋拉伸强度的结果应修约到 0 或 5MPa，由修约导致的不确定度按均匀分布考虑，如式

（C.13）：

45.1
3
51.0)( 

k
au x MPa …………………（C.13）

C.5 求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如式（C.14）：

22222 45.111.16)()()(  xmc u
A
FuRu …………………（C.14）

式中：

16)( mc Ru MPa

C.6 求扩展不确定度

取扩展因子 2k ，则如式（C.15）：

32)(  mc RkuU MPa …………………（C.15）

C.7 结论

采用公称直径计算拉伸强度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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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行星式胶砂搅拌机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方法示例

D.1 基本信息

D.1.1行星式胶砂搅拌机是按 GB/T 17671 测定水泥胶砂强度的专用设备，由胶砂搅拌锅和搅拌叶及相应

的机构组成。

D.1.2依据 JJG（建材）123、 JJF 1059 进行测量。

D.1.3测量的环境温度为（25±10）℃，相对湿度不大于 85%，现场应洁净，无影响测量结果的振动、污

染、腐蚀性气体。

D.1.4测量标准器具为：转速测量仪，测量范围 30r/min～5000r/min，准确度等级 0.5%；1s～999.9s，

准确度等级±0.1s；游标卡尺，0mm～200mm，±0.02mm。

D.2 测量方法

D.2.1转速和时间测量时，采用光电法将转速探头与主机连接好，并将其放在支架上，将被测旋转体局部

用黑色物体遮挡，将反光片贴在黑色物体中心处，反光片的尺寸应依转动体外径尺寸而定（一般为 3mm
2
～5mm

2
），

测出转速，并自开始转动到停止测量转动时间。

D.2.2搅拌锅尺寸测量采用游标卡尺直接测量。

D.3 建立数学模型

D.3.1由于水泥胶砂搅拌机技术要求由多项参数组成，故建立如下数学模型：

a) 搅拌叶片快速公转转速如式（D.1）：

n …………………（D.1）

式中：

 ——搅拌叶片快速公转转速测量结果，r/min；

n——转速测量仪读数值 r/min。

b) 搅拌叶片慢速公转转速如式（D.2）：
'' n …………………（D.2）

式中：

' ——搅拌叶片慢速公转转速测量结果，r/min；

n——转速测量仪读数值 r/min。

c) 快速公转自开始转动到停止测量转动时间如式（D.3）：

tt  …………………（D.3）

式中：

t ——搅拌叶片快速公转时间测量结果，s；

t——转速测量仪时间读数值 s。

d) 搅拌锅尺寸如式（D.4）：

  …………………（D.4）

式中：

 ——搅拌锅尺寸测量结果，mm；

 ——游标卡尺读数，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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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标准测量器具引起的不确定度有如下 5 项:

a） 叶片快速公转引起的转速不确定度 nu :叶片快速公转转速应符合 125 r/min±10r/min，取 125r/min

时，由测量标准器具准确度等级为 5%时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采用标准不确定度 B 类方法评定， 其中

nu =125r/min×0.5%/ 3 =0.360r/min（在区间内认为服从均匀分布 k= 3）；

b） 叶片慢速公转引起的转速不确定度 nu ' :叶片慢速公转转速应符合 62±5r/min,取 62r/min 时，由测

量标准器具准确度等级为 5%时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采用 B 类方法评定, 其中

nu =62r/min×0.5%/ 3 =0.179r/min（在区间内认为服从均匀分布 k= 3）；

c） 时间计时器引起的不确定度 tu ：测量标准器最大允许误差为±0.1s，认为符合正态分布 k=3,其中

tu =0.1s/3=0.033s；

e） 游标卡尺不确定度 u :游标卡尺示值误差为±0.02mm，认为符合正态分布 k=3，其中

u =0.02mm/3=0.0067mm;

f） 人员引起的不确定度:对搅拌机慢速公转转速、快速公转转速、时间及搅拌锅的内径等尺寸进行测量，

平均进行 8 次重复测量，采用 A 类评定如下：

1） 快速公转转速结果为 122.8r/min、122.7r/min、122.7 r/min、122.8 r/min、122.8 r/min、122.7

r/min、123.0 r/min、122.7 r/min。其中：n =122.78 r/min,标准差

1
)(

1
2




  

m
nn

s
m

i i =0.1 r/min、

单次测量标准差 1nus  =0.10 r/min；

2） 慢速公转转速结果为 62.1 r/min、62.0 r/min、62.0 r/min、61.9 r/min、62.0 r/min、62.2 r/min、

62.1 r/min ㎜、62.3 r/min，其中： 'n =62.06r/min，

1

)(
;

1
2';

'




  

m
nn

s
m

i i =0.34r/min、单次测量

标准差 1'n
us  =0.34r/min；

3） 时间结果为 60.0s、60.0s、60.2s、60.2s、60.3s、60.2s、60.1s、60.0s、其中： t 60.088s ，

12.0
1

)(
1

2





  

n
tt

s
n

i i s，单次测量标准差 1tus  =0.12s；

4）搅拌锅的内径尺寸测量结果为 202.8mm、202.8mm、202.8mm、202.6mm、202.6mm、202.7mm、202.7mm、

202.8mm， 其中：  202.72mm

1
)(

1
2




  

n
s

n

i


=0.09mm，单次测量标准差 1us  =0.09mm。

D.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上述技术参数均相互独立，灵敏系数 1iC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如下：

a) 叶片快速公转转速合成不确定度：
2
1

22
nncn uuu  ，其中 22 10.0360.0 cnu =0.37r/min；

b)叶片慢速公转转速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2
1

22
''' nncn

uuu  ，其中 22 34.0170.0' 
cn
u =0.38r/min；

c) 快速公转测量时间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2
1

22
ttct uuu  ，其中 22 12.033.0 ctu =0.1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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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搅拌锅的内径尺寸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2
1

22
 uuuc  ，其中 22 09.00067.0 cqu =0.09mm；

D.6 扩展不确定度

如下：

a) 叶片快速公转转速：

74.037.02  cnn ukU r/min（ 2k ）；

b) 叶片慢速公转转速：

76.038.02''  cnn ukU r/min（ 2k ）；

c) 快速公转测量时间：

24.012.02'  ctt ukU s（ 2k ）；

d) 搅拌锅内径：

18.009.02   cukU mm（ 2k ）。

D.7 测量不确定度报告

综上所述行星式胶砂搅拌机四项主要技术参数结果扩展不确定度分别为：

a) 快速公转转速 125kU r/min， 74.0nU r/min， 2k ；

b) 慢速公转转速 62mU r/min， 76.0' nU r/min， 2k ；

c) 快速公转时间 sU s 60 ， sU t 24.0 ， 2k ；

d) 搅拌锅尺寸 mmU c 202 ， mmU 18.0 ， 2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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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仪器校准结果符合性确认方法示例

E.1 烘箱(干燥箱）

用于试验样品烘干或加热的烘箱是每个试验室都拥有的。依据试验现程的规定，当用土或集料的烘干用

途时，试验常用的温度范围为 105℃～110℃；当用作无机结合科石灰的试验时，需要在 180℃的条件下烘无

水碳酸钠 4h，允许偏差为±2℃。

图 E-1 和图 E-2 分别为两台烘箱的校准报告结果。为了比较两台烘箱的温度性能将图 E-1 和图 E-2 的数

据汇总如表 E1 所示。

布点图

标称温度：110（℃）

实测值（℃）：

布点 A B C D O E F G H
最大值 110.6 110.5 110.6 110.7 110.8 110.9 110.7 111.1 110.8

最小值 108.9 108.7 108.8 108.9 109.0 109.1 108.9 109.3 109.1
温度偏差：-1.4℃

温度波动度：±0.9℃

温度均匀度：0.6℃

标称温度：180（℃）

实测值（℃）：

布点 A B C D O E F G H

最大值 182.5 182.3 182.4 182.5 182.9 182.8 182.7 183.1 182.9

最小值 180.3 180.1 180.2 180.3 180.7 180.6 180.5 180.9 180.8
温度偏差：-1.3℃

温度波动度：±1.1℃

温度均匀度：0.8℃

本次校准结果的不确定度：

U=1℃，k=2（校准温度点：110℃）

图 E.1 1 号烘箱校准报告结果

表 E.1 烘箱温度对照表

设备编号 标称温度（℃） 温度偏差（℃） 最大值中的极值 最小值中的极值 温度波动度（℃） 均匀度（℃）

1号

110 -1.4 111.1 108.7 ±0.9 0.6

180 -1.3 183.1 180.1 ±1.1 0.8

2 号 105 -3.7 111.1 108.2 ±1.1 0.7

由对照表不难发现，1 号烘箱标称温度值为 110℃时，与标准值的偏差为-1.4℃，考虑修正值，设定值应

力 110℃+1.4℃=111.4℃，才能达到实际温度 110℃；同理,要达到 180℃，设定值应为 180℃+1.3℃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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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考虑设定温度的修正，将温度设足为111.4℃时，由波动度可以计算烘箱中温度最高点G的温度为111.1

℃+0.9℃=112℃，温度最低点 B 的温度为 108.7℃-0.9℃=107.8℃。

由于最高温度达 112℃，超出 11O℃的使用条件，可适当降低设定温度 2℃，即设定温度为 109.4℃满足

最高不超过 110℃使用范围，但同时要考虑最低温度不低于 105℃，最低温度点的偏差为 107.8℃-105℃ =2.8

℃，设定温度最低不低于 111.4℃-2.8℃=108.6℃，方能满足要求。同理，当标称温度为 180℃时，设定温度

应为 181.3℃，由波动可以计算烘箱中温度最高点 G 的温度为 183.1℃+1.1℃=184.1℃温度最低点 B 的温度为

180.1℃-1.1℃=17.9℃。

布点图

标称温度：105（℃）

实测值（℃）：

布点 A B C D O E F G H
最大值 110.4 110.7 110.5 110.6 110.8 110.9 111.1 110.7 110.6

最小值 108.2 108.5 108.3 108.3 108.6 108.7 108.9 108.5 108.4
温度偏差：-3.7℃

温度波动度：±1.1℃

温度均匀度：0.7℃

本次校准结果的不确定度：

U=1℃，k=2（校准温度点：105℃）

图 E.2 2 号烘箱校准报告结果

依据 JTC E51-2009 温度允许偏差±2℃的规定，即 178～182℃的使用范围，要使最高点满足要求，设定

温度应为 181.3℃-(184.1℃-182℃)=179.2℃，此时最低点 B的温度为 170℃-2.1℃=167.9℃，小干 178℃，

无法满足要求。因此在使用烘箱时，样品不宜放置在 B 点。

2号烘箱标称温度为 105℃，与标准温度的偏差为-3.7℃，设定温度应修正为 105℃+3.7℃=108.7℃，考

虑波动度后温度量高点 F 达 111.1℃+1.1℃=112.2℃。温度最低点 A 达 108.2℃-1.1℃=107.1℃。为满足使用

范围 105℃～110℃，该设备温度设定值宜为 108.7℃-(107.1℃-105℃）=106.6℃，而此时温度最高占为 112.2

℃-2.1℃=110.2℃。基本满足要求。

2号烘箱的校准结论为：设定温度为 106.6℃，满足 105℃～110℃的要求。

该设备未校准 180℃时，不能用于要求 180℃的试验条件。当用于沥青混合料试验的烘箱，其校准温度还

需符合沥青试验规定的加热温度条件。

由此可以看出，烘箱校准温度必须和试验规程的试验条件相结合，需校准的温度值由试验室根据使用情

况提出，然后依据规程和校准报告提供的标称值温度偏差、波动范围、最高温度点、最低温度点对校准报告

进行符合性确认，判定设备能否使用。

E.2 水泥混凝土养护箱

图 E-3 为水泥混凝土养护箱的校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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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点图

标称温度：21（℃）

实测值（℃）：

布点 A B C D O E F G H
最大值 21.3 21.2 21.5 21.3 21.4 21.7 21.9 21.2 21.8

最小值 20.1 20.0 20.3 20.1 20.2 20.5 20.7 20.0 20.6
温度偏差：-0.1℃

温度波动度：±0.6℃

温度均匀度：0.7℃

标称温度：92（%RH）

实测值（%RH）：

布点 甲 乙 丙
最大值 91.2 92.6 94.0

最小值 88.2 89.6 91.2
湿度偏差：+2.8%RH

湿度波动度：±1.5%RH

湿度均匀度：2.9%RH

本次校准结果的不确定度：

U=0.2℃，k=2（校准温度点：21.0℃）

U=1.8%RH，k=2（校准湿度点：92%）

图 E.3 水泥混凝土养护箱校准结果

养护箱温度的结果符合性确认同烘箱,不再重述，以下就湿度的确认方法进行说明。

图 E-3 中，养护箱的标称湿度 92%时的偏差为 2.8% RH，修正后应为 90.8% RH，依据规范要求，湿度属于

单边控制，相对湿度≥90%。因此,只需考虑波动度后最低点的湿度值能否满足要求。湿度的波动值为±1.5%RH，

最低点湿度为 88.2% RH -1.5% RH =86.7% RH。为了满足相对湿度≥90%的要求，养护箱的湿度设定值应不小

于 90.8+(90-86.7)=94.1%RH，当满足相对湿度≥95%时，养护相的孤度设疋值应不小于 90.8% RH +(95% RH

-86.7% RH）=99.1% RH。

该养护箱的结果符合性确认结论为：当使用湿度≥90%时，湿度设定为 94.1%满足要求。

当使用湿度≥95%时，湿度设定为 99.1%满足要求。

温度设定为 21℃时，可以满足 20℃±2℃的要求。

E.3 水泥抗折抗压试验机

水泥抗折抗压试验机的检定数据如表 E2 所示。

表 E.2 水泥抗折抗压试验机的检定数据

最大试验力（kN） 试验力（kN） 示值相对误差（％） 重复性（％）

300

60 0.5 0.3

120 0.4 0.3

180 0.7 0.2

240 0.9 0.2

300 0.9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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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设备量程的精度要求，一般仪器设备使用范围宜为量程的 20%～80%。从表 E2 中可以看出，设备检定

的量程范围为总量程的 20%～100%，在 60～300kN 范围，示值相对误差小于 1%，符合一级精度要求，但当量

程到 240kN 之后，精度下降，240kN 时产生的荷载偏差为 2.16kN。因此使用时应考虑由于设备误差产生的产

品不合格，尤其是数据介于合格与不合格的临界状态时。除此以外，在下次检定后要关注该设备精度是否还

能满足要求。

校准报告中未提供低于 60kN 的相对误差，当测试的力值低于 60kN 时，需校准 60kN 以下量程，尤其是低

强度水泥 3d 强度测试值会出现低于 60kN 的情况。

该设备检定结论符合一级精度要求，但不应超检定量程范围使用。

E.4 其他说明

设备的校准报告必须由专业人员对其内容进行符合性确认，并对能否使用、使用中的修正值或注意事项

提出意见和要求。试验室在进行设备校准之前及对校准后的报告符合性确认应注意的事项如下：

a) 试验室根据规范、标准、使用需要等对仪器设备提出校准的参数及范围，如针人度试验，除对针入度

仪校准，还应对针的角度、质量、粗糙度等提出要求；

b) 校准后对照规范标准的要求对校准结果逐一确认，并提出试验时的注意事项或要求；

这一点往往对确认人员的技术能力要求较高；

c) 当校准产生一组数据时，需要依据规范标准确认自变量与应变量是否关联,建立自变量与应变量回归

方程和相应的曲线；

d) 检查校准报告中使用的依据，所用的计量标准含校准所用设备名称、测量范围、计量标准证书编号，

测量不确定度等是否满足要求，尤其需要关注交通行业中专用设备的校准报告；

e) 校准结果的符合性确认不能流于形式，要有符合性确认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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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仪器设备期间核查方法示例

F.1 万能材料试验机期间核查

F.1.1万能材料试验机应在两次检定的间隔期间保持原有状态，防止使用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

的设备，保证试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实现数据的可追溯性。

F.1.2在万能材料试验机检定后的初期和检定有效期的中期，对取自一根试样的两组试件按规定的 GB/T
228.1进行拉伸试验，对两次试验所测的抗拉强度值进行对比，从而判断所核查的万能材料试验机的计量性能

是否正常。

F.1.3 期间核查应按 JJG 139、GB/T 228.1 进行重复性检查。

F.1.4 按下述方法进行核查：

a) 在同一根试样上截取六个试件，按随机的方法分为两组；

b) 在万能材料试验机检定合格的几天内，对同一根试样的两组试件中的一组进行抗拉强度实验；

c) 另一组试件封存保管；

d) 在两次检定周期的中间时期，将封存的另一组钢筋试件在同一台万能材料试验机上，进行抗拉强度

试验；

e) 试验应按 GB/T 228.1 进行；

f) 计算抗拉强度的受力面积，采用试样的公称截面积；每次试验取其平均值作为本次试验的结果。

F.1.5 按式（F.1）计算中期试验的抗拉强度与初期试验的抗拉强度的差。

Cc=fc-fz …………………（F.1）

式中∶

Cc一中期试验的抗拉强度与初期试验的抗拉强度的差（MPa）；

fc—初期试验的抗拉强度（MPa）；

fz—中期试验的抗拉强度（MPa）

按式（Cc=fc-fz）计算抗拉强度的差 Cc 相对于初期试验的抗拉强度 fc 的百分率δ。式中∶

δ一抗拉强度的差 Cc，相对于初期的抗拉强度 fc 的百分率（精确到 0.01%）。

F.1.6 当抗拉强度差 Cc 相对于初期试验的抗拉强度 fc 的百分率大于±5.0%时，应查找原因，并对该万

能材料试验机重新检定。

F.2 电子天平期间核查

F.2.1电子天平应在两次检定的间隔期间保持原有状态，防止使用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的设备，保证试验

结果的准确性和实现数据的可追溯性。

F.2.2 电子天平期间核查所用的参考标准一般有三种：

a) 用高一级准确度等级的经检定的砝码进行核查；

b) 用性能稳定的称量物体进行核查，一般为未经检定但由实验室通过附加测量赋予参考重量的砝码；

c) 与同准确度等级的天平进行比对。此次进行的是高一级准确度等级的经检定的砝码进行核查。

F.2.3 应按 JJG 99 进行重复性和示值误差的核查。

F.2.4 按下述方法进行核查：

a) 砝码应按照 JJG 99 进行定期检定合格；

b) 选择 80%～100%最大秤量的单个砝码，重复测量≥6 次；

c) 测量过程中每次加载前可置零；

d) 多次测量结果之间的差值，不应超过电子天平在该载荷下的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MPE∣。

F.2.5当天平期间核查不通过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同时对最近一次检定或核查后用此天平开展的检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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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进行追溯，并评估其影响。天平须经重新检定，或经维修后达到检定规程的技术要求后，方能重新开始工

作。

F.3 回弹仪期间核查

F.3.1通过期间核查的实施已确定回弹仪在相邻两个校准周期内是否处于校准状态。

F.3.2回弹仪由弹击拉簧、弹锤和脱钩装置等部分组成，其中主要影响因素是弹击，拉簧的工作长度、脱

钩点、指针滑块的摩擦力和在钢砧上的率定值，回弹仪主要用于非破损检测砼强度。

F.3.3核查应在温度 15℃～25℃，干燥状态下进行。率定值应为 80±2 范围内。

F.3.4 按下述方法进行核查

a) 核查前，将环境温度调至核查温度范围内；

b) 钢砧应稳固地平放在刚度大的混凝土地坪上；

c) 回弹仪向下弹击时，弹击杆分 4 次旋转，每次旋转约 90°，弹击 5 次～8 次，取其中最后连续 5

次且读数稳定的回弹值进行平均作为率定值。

F.3.5 弹击杆旋转—次的率定值应为 80±2 范围内，否则应进行检查和维修，并对以前的检测报告进行

追溯，经再次校准合格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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