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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批准授权签字领域 备注

1 孙秀良 总工/正高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全部项目检测报告

2 李伟克 副总工/正高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全部项目检测报告

3 丁晨 副所长/高工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计量器具长度类项目

检测报告

4 胡登山 检测员/高工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计量器具长度类项目

检测报告

5 张谦 副所长/工程师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计量器具力学类项目

检测报告

6 王力 检测员/高工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计量器具力学类项目

检测报告

7 罗朝玉 所长./高工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计量器具电学类项目

检测报告

8 李保文 副所长/高工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计量器具电学类项目

检测报告

9 郭军 副所长/高工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计量器具电学类项目

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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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贺晓辉 所长/高工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计量器具热工类项目

检测报告

11 魏元奎 副所长/工程师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计量器具热工类项目

检测报告

12 袁利根 所长/高工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计量器具流量类项目

检测报告

13 胡志鹏 副所长/高工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计量器具流量类项目

检测报告

14 王涛 副所长/高工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计量器具流量类项目

检测报告

15 徐俊 所长/高工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计量器具气体类项目

检测报告

16 宁海峰 副所长/工程师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计量器具气体类项目

检测报告

17 张守明 副所长/高工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计量器具气体类项目

检测报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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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秀良 总工/正高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全部项目检测报告

2 李伟克 副总工/正高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全部项目检测报告

3 张孝军 所长/正高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全部项目检测报告

4 金佩玉 高工 所批准资质认定的全部项目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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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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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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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范围 说明

序号 名 称

一 计量器具

1 长度类

1 外径千分尺
《外径千分尺》
GB/T 1216-2004

测量范围上限
至 100mm

2
电子数显外
径千分尺

《电子数显外径千分尺》
GB/T 20919-2007

测量范围上限
至 100mm

3
游标、带表、
数显卡尺

《游标、带表和数显卡尺》
GB/T 21389-2008

测量范围上限
至 300mm

4 焦度计
《光学和光学仪器 焦度计》
GB 17341-1998

5 配装眼镜
《配装眼镜 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
GB 13511.1-2011

6 眼镜镜片
《眼镜镜片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镜片》
GB 10810.1-2005

7 验光镜片箱
《眼科仪器 验光镜片》
GB 17342-2009

8 线缆计米器
《线缆计米器》
DB 34/T769-2008

2 热工类

9
工业铂热电
阻

《工业铂热电阻及铂感温元件》
GB/T 30121-2013
IEC 60751：2008

10 体温计
《玻璃体温计》
GB 1588-2001

11

工业玻璃温
度计和实验
室玻璃温度
计

《工业玻璃温度计和实验玻璃温度
计》
JB/T 9262-1999

12 补偿导线
《热电偶用补偿导线》
GB/T 4989-2013

13
数字温度指

示调节仪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用模拟
输入数字式指示仪》
GB/T 13639-2008

14 热电偶

《铂铑 10-铂热电偶丝、铂铑 13-铂
热电偶丝、铂铑 30-铂铑 6 热电偶丝》
GB/T 1598-2010
《热电偶第二部分：允差》
GB/T 16839.2-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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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热工类

15 温度变送器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用温度
变送器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28473.1-2012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用温度
变送器第 2 部分：性能评定方法》
GB/T 28473.2-2012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变送器第1部
分：性能评定方法》
GB/T 17614.1-2015

16 压力表 《一般压力表》GB/T 1226-2010

17 压力变送器
《QDZ气动单元组合仪表 压力变送器》
JB/T 8214.7-1999

18 数字压力计 《数字压力计》JB/T 7392-2006

3 力学类

19
非自行指示
秤

《非自行指示秤》GB/T335-2002
《非自动秤（非自行指示秤）型式评
价大纲》JJF 1336-2012

20 模拟指示秤

《非自动秤（模拟指示秤）型式评价

大纲》JJF 1355-2012

《弹簧度盘秤》GB/T 11884-2008

21 数字指示秤

《 固定式电子衡器》
GB/T 7723-2008
《非自动秤通用检定规程》
JJG 555-1996

22
连续累计自
动衡器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电了皮带秤)》
GB/T 7721-2007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皮带秤）检定
规程》JJG 195-2002

23
重力式自动
装料衡器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定量自动衡

器)检定规程》JJG 564-2002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

GB/T 27738-2011

24
动态公路车
辆自动衡器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检定规程》
JJG 907-2006

25 电子天平

《电子天平检定规程》
JJG 1036-2008
《电子天平》
GB/T 26497-2011

26
电子称重仪
表

《电子称重仪表》
GB/T 772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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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力学类

27
电阻应变式
传感器

《力传感器检定规程》
JJG 391-2009
《称重传感器检定规程》
JJG 669-2003
《称重传感器》GB/T 7551-2008

28
工作玻璃浮
计

《工作玻璃浮计检定规程》
JJG 42-2011
《密度计的结构和校准原则》
GB/T17764-2008

29
电梯限速器
测试仪

《电梯限速器测试仪校准规范》
JJF 1374-2012

30
拉力、压力及
万能材料试
验机

《拉力、压力及万能试验机检定规程》
JJG 139-2014
《液压式万能试验机》
GB/T 3159-2008

31 砝码 《砝码检定规程》JJG 99-2006

《砝码》GB/T 4167-2011

32 声级计 《电声学 声级计 第 1 部分：规范》
GB/T 3785.1-2010

4 流量类

33
玻璃转子流
量计

《玻璃转子流量计》
JB/T 9255-2015

不测耐骤热骤
冷

《浮子流量计检定规程》
JJG 257-2007

34
涡轮流量传
感器（液体）

《涡轮流量传感器》
JB/T 9246-1999

不测防爆性能
只测：
DN（10～300）
Qmax=1200m³/h

《涡轮流量计检定规程》
JJG 1037-2008

只测：
DN（10～300）
Qmax=1200m³/h

35
涡轮流量计
(气体)

《封闭管道中气体流量的测量 涡轮
流量计》
GB/T 18940-2003

不测材料、壳
体、防爆性能
只测：
DN（15～300）
Qmax=7000m³/h

《涡轮流量计检定规程》
JJG 1037-2008

只测：
DN（15～300）
Qmax=7000m³/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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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量类

36
涡街流量传
感器

《涡街流量计》JB/T 9249-2015

不测防爆性
能、外壳防护
只测：
DN（15～300）
Qmax=7000m³/h

《涡街流量计检定规程》

JJG 1029-2007

只测：
DN（15～300）
Qmax=7000m³/h

37
超声流量计
（液体）

《给排水用超声流量计（传播速度差
法）》CJ/T 3063-1997
《超声流量计检定规程》
JJG 1030-2007

只测：
DN（10～300）
Qmax=1200m³/h

38
超声多普勒
流量计(液
体)

超声多普勒流量计》
CJ/T 122-2000

只测：
DN（10～300）
Qmax=1200m³/h

39 电磁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
JB/T 9248-2015

不测防爆性
能、外壳防护
只测：
DN（10～300）
Qmax=1200m³/h

《电磁流量计检定规程》
JJG 1033-2007

只测：
DN（10～300）
Qmax=1200m³/h

40
分流旋翼式

蒸汽流量计
《分流旋翼式蒸汽流量计》
JB/T 9247-1999

只测：
DN（15～300）
Qmax=7000m³/h

41
金属管浮子
流量计

《金属管浮子流量计》
JB/T 6844-2015

不测防爆性
能、外壳防护

《浮子流量计检定规程》
JJG 257-2007

42 膜式燃气表

《膜式燃气表》
GB/T 6968-2011
《膜式燃气表检定规程》
JJG 57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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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量类

43 热量（能）表

《热量表》
CJ 128-2007

不测外壳防护
等级；
只测：
DN（15～50）
Qmax=30m³/h

《热能表检定规程》
JJG 225-2001

只测：
DN（15～50）
Qmax=30m³/h

44
压缩天然气
加气机

《汽车用压缩天然气加气机》

GB/T 19237-2003

《压缩天然气加气机检定规程》

JJG 996-2012

45
液化石油气
加气机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GB/T 19238-2003

《液化石油气加气机检定规程》

JJG 997-2015

46
液体容积式
流量计

《液体容积式流量计 通用技术条

件》JB/T 9242-2015

不测粘度修
正、温度修正、
压力修正；
只测：
DN（10～300）
Qmax=1200m³/h

《液体容积式流量计检定规程》

JJG 667-2010

只测：
DN（10～300）
Qmax=1200m³/h

47
气体腰轮流
量计

《气体腰轮流量计》

JB/T 7385-2015

《气体容积式流量计检定规程》

JJG 633-2005

只测：
DN（15～300）
Qmax=7000m³/h

48
流量显示仪
表

《流量显示仪表》

JB/T 2274-2014

不测防爆性
能、外壳防护

《流量积算仪检定规程》

JJG 1003-2005

49 液位计

《磁性浮子式液位计技术条件》

HG/T 2742-1995

《液位计检定规程》

JJG97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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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量类

50 水表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
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1 部分～第
3部分》GB/T 778.1～3-2007
《饮用水冷水水表安全规则》
CJ 266-2008
《冷水水表检定规程》
JJG 162-2009

只测：
DN（10～300）
Qmax=1200m³/h

51
IC 卡冷水水
表

《IC 卡冷水水表》
CJ/T 133-2012

只测：
DN（10～300）
Qmax=1200m³/h

52
电子远传水
表

《电子远传水表》
CJ/T 224-2012

只测：
DN（10～300）
Qmax=1200m³/h

53 超声波水表
《超声波水表》
CJ/T 434-2013

只测：
DN（10～300）
Qmax=1200m³/h

54 粉尘采样器

《粉尘采样器》
GB/T 20964-2007

不测采样效
能、采样器用
滤膜性能、安
全性能

《粉尘采样器检定规程》
JJG 520-2005

55 大气采样器

《环境空气采样器技术要求及检测
方法》HJ/T 375-2007
《大气采样器检定规程》
JJG956-2013

56
燃油加油机
（整机）

《机动车燃油加油机》
GB/T 9081-2008
《燃油加油机检定规程》
JJG443-2015

57 质量流量计

《封闭管道中流体流量的测量 热式
质量流量计》
GB/T 20727-2006
《质量流量计检定规程》
JJG 897-1995

只测：
DN（15～300）
Qmax=7000m³/h

58 文丘里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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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部分：
喷嘴和文丘里喷嘴》
GB/T 2624.3-2006

59
均速管流量
传感器

《均速管流量传感器》
JB/T 5325-1991

60
总悬浮颗粒
物采样器

《总悬浮颗粒物采样器检定规程》
JJG 94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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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学类

61
多功能电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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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7215.211-2006
《多功能电能表 特殊要求》
GB/T 17215.30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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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215.32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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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215.32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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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215.323-2008
《多费率电能表 特殊要求》
GB/T 15284-2002
《交流测量 费率和负荷控制 第 21
部分：时间开关的特殊要求》
GB/T 17215.42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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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215.311-2008
《无功电度表》GB/T 15282-1994

只测室内用交

流电能表

62
静止式多费
率电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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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7215.211-2006
《多功能电能表 特殊要求》
GB/T 17215.30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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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7215.32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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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215.32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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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7215.323-2008
《 多费率电能表 特殊要求》
GB/T 15284-2002
《交流测量 费率和负荷控制 第21部
分：时间开关的特殊要求》
GB/T 17215.421-2008

只测室内用交
流电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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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预付费电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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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7215.211-2006
《多功能电能表 特殊要求》
GB/T 17215.301-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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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7215.32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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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215.32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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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7215.323-2008
《IC卡预付费售电系统 第3部分：预
付费电度表》GB/T 18460.3-2001

只测室内用交
流电能表

64
机电式有功
电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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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7215.211-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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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7215.311-2008

只测室内用交
流电能表

65
静止式有功
电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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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7215.21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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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7215.32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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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215.322-2008

只测室内用交
流电能表

66
机电式无功
电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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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7215.211-2006
《无功电度表》GB/T 15282-1994

只测室内用交
流电能表

67
静止式无功
电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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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7215.21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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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7215.323-2008

只测室内用交
流电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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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测量用电流
互感器

《互感器第2部分：电流互感器的补

充技术要求》GB 20840.2-2014

只测电压
0.66kV 及以下

69
测量用电压
互感器

《互感器第3部分：电磁式电压互感

器的补充技术要求》GB 20840.3-2014

只测电压
0.66kV 及以下

70 绝缘电阻表

《绝缘电阻表（兆欧表）检定规程》

JJG 622-1997

《电子式绝缘电阻表检定规程》

JJG 1005-2005

只测计量性能

71
交直流电压、
电流、功率表
及电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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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7676.2-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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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7676.3-1998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表及其

附件第6部分：电阻表（阻抗表）和

电导表的特殊要求》GB/T 7676.6-1998

只测模拟指示
仪表

72 交流数字电

功率表

《交流数字功率表检定规程》

JJG 780-1992
只测计量性能

73 接地电阻表

《接地电阻表检定规程》

JJG 366-2004

《钳形接地电阻仪检定规程》

JJG 1054-2009

只测计量性能

74
单、三相电能
表检定装置

《交流电能表检定装置检定规程》

JJG 597-2005
只测计量性能

75 钳形电流表

《钳形电流表》

JB/T 9285-1999

《钳形电流表校准规范》

JJF 1075-2015

76
电能质量分
析仪

《电能质量测试分析仪检定规程》

DL/T 1028-2006
只测计量性能

77 直流电阻器

《实验室直流电阻器》

JB/T 8225-1999

《直流电阻器检定规程》

JJG 166-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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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直流电阻箱

《实验室直流电阻器》

JB/T 8225-1999

《直流电阻箱检定规程》

JJG 982-2003

79
直流电位差
计

《直流电位差计》

GB/T 3927-2008

《直流电位差计检定规程》

JJG 123-2004

80 直流电桥

《测量电阻用直流电桥》

GB 3930-2008

《直流电桥检定规程》

JJG 125-2004

81 耐压测试仪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GB 4706.1-2005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

要求》GB 8898-2011

《耐电压测试仪检定规程》

JJG 795-2004

82
泄漏电流测
量仪

《泄露电流测试仪检定规程》

JJG 843-2007
只测计量性能

83
接地导通电
阻测量仪

《接地导通电阻测试仪检定规程》

JJG 984-2004
只测计量性能

84
直流低电阻
表

《直流低电阻表检定规程》

JJG 837-2003
只测计量性能

85
高绝缘电阻
测量仪(高阻
计)

《高阻计》JB/T 5466-1991

《高绝缘电阻测量仪(高阻计)检定

规程》JJG 690-2003

86
绝缘电阻表
检定装置（高
阻箱）

《直流高压高阻箱检定规程》

DL/T 979-2005
只测计量性能

87 标准电容器

《标准电容器》GB/T 9090-1988

《标准电容器检定规程》

JJG 183-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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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数字多用表

《数字多用表》GB/T 13978-2008

《直流数字电压表检定规程》

JJG 315-1983

《直流数字电流表检定规程》

JJG 598-1989

《交流数字电压表检定规程》

JJG（航天）34-1999

《直流数字式欧姆表检定规程》

JJG 724-1991

《交流数字电流表检定规程》

JJG（航天）35-1999

89
直流标准电
压源

《直流标准电压源检定规程》

JJG 445-1986
只测计量性能

90 电压表

《电流表和电压表》JB/T 9282-1999

《电子电压表检定规程》

JJG 250-1990

低频电子电压表检定规程

JJG 782-1992

《射频电压表检定规程》

JJG 308-2013

91 信号发生器
《信号发生器检定规程》

JJG 173-2003
只测计量性能

92
失真度测量
仪

《失真度测量仪通用规范》

GB/T 15472-2012

《失真度测量仪检定规程》

JJG 251-1997

93
示波器校准
仪

《示波器校准仪检定规程》

JJG 278-2002
只测计量性能

94 示波器
《模拟示波器检定规程》

JJG 262-1996
只测计量性能

95
低频信号发

生器

《合成信号发生器通用规范》

GB/T 12114-2013

《低频信号发生器检定规程》

JJG 60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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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多功能校验

仪

《直流标准电压源检定规程》

JJG 445-1986

《直流标准电流源检定规程》

JJG（航天）38-1987

《交流标准电压源检定规程》

JJG（航天）2-1999

《交流标准电流源检定规程》

JJG（航天）51-1999

《直流电阻箱检定规程》

JJG 982-2003

只测计量性能

97

电子计数器

内石英晶体

振荡器

《有质量评定的石英晶体振荡器第 1

部分：总规范》

GB/T 12274.1-2012

《电子测量仪器内石英晶体振荡器

检定规程》

JJG 180-2002

98 晶体振荡器

《有质量评定的石英晶体振荡器第 1

部分：总规范》

GB/T 12274.1-2012

《电子测量仪器内石英晶体振荡器

检定规程》

JJG 180-2002

99
心脑电图机

检定仪

《心、脑电图机检定仪检定规程》

JJG 749-2007
只测计量性能

100 秒表 《秒表检定规程》JJG 237-2010 只测计量性能

6 气体类

101
二氧化硫气
体检测仪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

用技术要求》GB 12358-2006

《二氧化硫气体检测仪型式评价大

纲》JJF 1364-2012

102
硫化氢气体
分析仪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

用技术要求》

GB 12358-2006

《煤矿用硫化氢检测报警仪》

MT 1084-2008

《硫化氢气体分析仪型式评价大纲》

JJF 136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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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一氧化碳检
测报警器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

用技术要求》GB 12358-2006

《煤矿用携带型电化学式一氧化碳测定

器》MT 703-2008

《一氧化碳检测报警器型式评价大

纲》JJF 1421-2013

104 烟气分析仪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

用技术要求》GB 12358-2006

《烟气分析仪型式评价大纲》

JJF 1362-2012

105
化学发光法
氮氧化物分
析仪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

用技术要求》GB 12358-2006

《化学发光法氮氧化物分析仪型式

评价大纲》JJF 1361-2012

106
可燃气体检
测报警器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

用技术要求》GB 12358-2006

《可燃气体探测器》

GB 15322.1～.6-2003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型式评价大

纲》JJF 1368-2012

107
催化燃烧式
甲烷测定器

《煤矿用低浓度载体催化式甲烷传

感器》AQ 6203-2006

《便携式载体催化甲烷检测报警仪》

AQ 6207-2007

《催化燃烧式甲烷测定器型式评价

大纲》JJF 1161-2006

108
催化燃烧型
氢气检测仪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

用技术要求》GB 12358-2006

109
呼出气体酒
精含量探测
器

《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检测仪》

GB/T 2125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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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计量器具

1
滑板式汽车

侧滑检验台
1

滑板式汽车

侧滑检验台

《滑板式汽车侧滑试验台检定技术条件》

GB/T 11798.1-2001

2
滚筒反力式

制动检验台
2

滚筒反力式

制动检验台

《滚筒反力式制动试验台检定技术条件》

GB/T 11798.2-2001

3

机动车检测

专用轴(轮)

重仪

3

机动车检测

专用轴(轮)

重仪

《轴(轮)重仪检定技术条件》

GB/T 11798.7-2001

4 测功装置 4 测功装置
《测功装置检定规程》

JJG 653-2003
只测计量
性能

5
摩托车轮偏

检测仪
5

摩托车轮偏

检测仪

《摩托车轮偏检测仪检定技术条件》

GB/T 11798.8-2001

6
车轮动平衡

机
6

车轮动平衡

机

《车轮动平衡机校准规范》

JJF 1151-2006
只测计量
性能

7
汽车制动操

纵力计
7

汽车制动操

纵力计

《汽车制动操纵力计校准规范》

JJF 1169-2007
只测计量
性能

8
平板式制动

检验台
8

平板式制动

检验台

《平板制动试验台台检定技术条件》

GB/T 11798.9-2001

9
汽车转向角

检验台
9

汽车转向角

检验台

《汽车转向角检验台校准规范》

JJF 1141-2006
只测计量
性能

10
机动车雷达

测速仪
10

机动车雷达

测速仪

《移动式机动车雷达测速仪检定规程》

JJG 528-2015
只测计量
性能

11
滚筒式车速

表检验台
11

滚筒式车速

表检验台

《滚筒式车速表试验台检定技术条》件

GB/T 11798.4-2001

12

机动车超速

自动监测系

统

12

机动车超速

自动监测系

统

《机动车地感线圈测速系统检定规程》

JJG 1122-2015

只测计量
性能

13
机动车前照

灯检测仪
13

机动车前照

灯检测仪

《对称光前照灯检测仪检定技术条件》

GB/T 11798.6-2001

14
汽车排放气

体测试仪
14

汽车排放气

体测试仪

《汽油车排气分析仪检定技术条件》

GB/T 11798.3-2001

15
滤纸式烟度

计
15

滤纸式烟度

计

《滤纸式烟度计检定技术条件》

GB/T 11798.5-2001

16
透射式烟度

计
16

透射式烟度

计

《透射式烟度计检定规程》

JJG 976-2010

只测计量
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