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别号 项 别 种别号 种 别

1 尺

（1） 竹木直尺
（2） 套管尺
（3） 钢卷尺
（4） 带锤钢卷尺
（5） 铁路轨距尺

2 面积计 （6） 皮革面积计
3 玻璃液体温度计 （7） 玻璃液体温度计

4 体温计 （8） 体温计：玻璃体温计、其
他体温计

5 石油闪点温度计 （9） 石油闪点温度计
6 谷物水分测定仪 （10） 谷物水分测定仪
7 热量计 （11） 热量计

8 砝码

（12） 砝码
（13） 链码
（14） 增砣
（15） 定量砣

9 天平 （16） 天平
（17） 杆秤
（18） 戥秤
（19） 案秤
（20） 台秤
（21） 地秤
（22） 皮带秤
（23） 吊秤
（24） 电子秤
（25） 行李秤
（26） 邮政秤
（27） 计价收费专用秤

10 秤

（28） 售粮机

11 定量包装机 （29） 定量包装机
（30） 定量灌装机

44 酸度计 （89） 酸度计
（90） 血气酸碱平衡分析仪

45 瓦斯计 （91） 瓦斯报警器
（92） 瓦斯报测定仪

46 测汞仪 （93） 汞蒸气测定仪
47 火焰光度计 （94） 火焰光度计

48 分光光度计

（95） 可见分光光度计
（96） 紫外分光光度计
（97） 红外分光光度计
（98） 荧光分光光度计
（99）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49 比色计 （100） 滤光光电比色计
（101） 荧光光电比色计

50 烟尘、粉尘测量仪 （102） 烟尘测量仪
（103） 粉尘测量仪

51 水质污染监测仪

（104） 水质监测仪
（105） 水质综合分析仪
（106） 测氰仪
（107） 容氧测定仪

52 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探测
器 （108） 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探测

器
53 血球计数器 （109） 电子血球计数器
54 屈光度计 （110） 屈光度计
55 电话计时计费装置 （111） 电话计时计费装置
56 棉花水分测量仪 （112） 棉花水分测量仪

57 验光仪 （113） 验光仪
（114） 验光镜片组

58 微波辐射与泄漏测
量仪 （115） 微波辐射与泄漏测量仪

59 燃气加气机 （116） 燃气加气机
60 热能表 （117） 热能表

项别号 项 别 种别号 种 别

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目录
13 容量器 （32） 谷物容量器

（33） 立式计量罐
（34） 卧式计量罐
（35） 球形计量罐
（36） 汽车计量罐车
（37） 铁路计量罐车

14 计量罐、计量罐车

（38） 船舶计量舱
15 燃油加油机 （39） 燃油加油机
16 液体量提 （40） 液体量提
17 食用油售油机 （41） 食用油售油机
18 酒精计 （42） 酒精计
19 密度计 （43） 密度计
20 糖量计 （44） 糖量计
21 乳汁计 （45） 乳汁计

22 煤气表 （46） 煤气表： 工业用煤气表、
生活用煤气表

23 水表 （47） 水表：工业用水表、生活
用水表

24 流量表
（48） 液体流量计
（49） 气体流量计
（50） 蒸气流量计
（51） 压力表
（52） 风压表

项别号 项 别 种别号 种 别
12 轨道衡 （31） 轨道衡

25 压力表
（53） 氧气表

26 血压计 （54） 血压计
（55） 血压表

27 眼压计 （56） 眼压计
28 出租车计价表 （57） 出租车计价表
29 测速仪 （58） 公路管理速度监测仪
30 测振仪 （59） 振动监测仪

项别号 项 别 种别号 种 别

31 电能表
（60）

单相电能表： 工业用单
相电能表和生活用单相
电能表

（61） 三相电能表
（62） 分时记度电能表

32 测量互感仪 （63） 电流互感器
（64） 电压互感器

33 绝缘电阻、接地电阻
测量仪

（65） 绝缘电阻测量仪
（66） 接地电阻测量仪

34 场强计 （67） 场强计

35 心、脑电图仪 （68） 心电图仪
（69） 脑电图仪

36 照射量计（含医用辐
射源）

（70） 照射量计
（71） 医用辐射源

37 电离辐射防护仪

（72） 射线监测仪
（73） 照射量率仪
（74） 放射性表面污染仪
（75） 个人量计

38 活度计 (76) 活度计

39 激光能量功率计 (含
医用激光源)

(77) 激光能量计
(78) 激光功率计
(79) 医用激光源

40 超声功率计 (含医用
超声源)

(80) 超声功率计
(81) 医用超声源

41 声级计 （82） 声级计
42 听力计 （83） 听力计

43 有害气体分析仪

（84） CO 分析仪
（85） CO2 分析仪
（86） SO2 分析仪
（87） 测氢仪
（88） 硫化氢测定仪

计量是支撑社会、经济和科技
发展的重要基础。 1875 年 5 月 20
日 ，17 个国家在法国巴黎签署了
《米制公约》，这是一项在全球范围
内采用国际单位制和保证测量结
果一致的政府间协议。 100 多年来，
国际米制公约组织对保证国际计

量标准的统一、促进国际贸易和加
速科技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1999
年，第二十一届国际计量大会把每
年的 5 月 20 日确定为 “世界计量
日”。 2017 年世界计量日的主题
是“计量与交通”。

计量在现代交通中扮演着一

个非常关键的角色，为了让交通安
全、高效和尽可能地减少对环境的
破坏，每时每刻都需要计量提供准
确可靠的技术保障。 今年世界计量
日的主题深刻揭示了计量在保障
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促进社会
文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 按照
省财政厅、省发改委有关文件的规
定，我省停征强制检定收费。 为宣
传贯彻好停征政策，进一步开展好
强检工作 ， 特就相关问题作出解
读。

●什么是强制检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

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
第二条，强制检定是指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所属或者
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对用于贸易
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
测方面，并列入本办法所附 《中华
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
器具目录》的计量器具实行定点定
期检定。

●哪些计量器具需要进行强
制检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
九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
行政部门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
具，部门和企业 、事业单位使用的
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
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
测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
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 未按
照规定申请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
的，不得使用。

具体哪些计量器具需要强制
检定，见本版 《强制检定的工作计
量器具目录》。

●谁来实施计量器具强制检
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
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
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强制检
定工作统一实施监督管理，并按照
经济合理、就地就近的原则 ，指定
所属或者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执
行强制检定任务。

●使用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
器具的单位或者个人有哪些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
细则》第十一条规定 ：使用实行强
制检定的计量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向主持考核该项计量标准的
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申请
周期检定。 使用实行强制检定的工
作计量器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
当地县（市）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
部门指定的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周
期检定。 当地不能检定的，向上一
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指定的
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周期检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

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第五
条、第六条规定 ：使用强制检定的
工作计量器具的单位或者个人，必
须按照规定将其使用的强制检定
的工作计量器具登记造册，报当地
县（市 ）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备案，并向其指定的计量检定机构
申请周期检定。 强制检定的周期，
由执行强制检定的计量检定机构
根据计量检定规程确定。

●停征强检收费政策出台背
景

为贯彻落实 《财政部 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
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
税 【2017】20 号 ）要求 ，切实减轻企
业和个人负担 ， 促进实体经济发
展，国家质检总局下发了 《关于贯
彻落实取消或停征 4 项行政事业
性收费决定的通知》， 要求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取消或停征 4 项中
央设立的质检系统行政事业性收
费。 包括：取消设备监理单位资格
评审费； 停征出入境检验检疫费、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费、计量收费。

其中 ，计量收费 ，即行政审批
和强制检定收费，非强制检定收费
不得列入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得强
制企业接受服务并收费。

●停征强检收费后，我省质监
部门如何加强强检计量监管

省质监局要求各级计量行政
主管部门和计量技术机构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按照属地管辖的
原则，切实加强对强制检定计量器
具的监督管理。

一是依据计量器具种类和用
途正确界定计量器具的属性。

二是依法督促企业或个人将
其使用的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
登记造册，报当地县（市）级人民政
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受理备
案的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经济
合理、就地就近的原则指定承担检
定任务的计量技术机构，并及时告
知申请单位或个人向其指定的计
量技术机构申请检定。 对不依法申
请检定或使用经检定不合格计量
器具的，依法查处。

三是各级计量技术机构依法
受理经备案的强制检定业务。 强检
完成后，妥善保存工作档案并统计
汇总。 同时将强检情况报受理备案
的计量行政主管部门。

四是积极为企业开展非强制
计量器具量值溯源提供咨询服务。

(王珊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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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计量，计量为民。
民生计量是质监部门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质监部门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 近五年来，全省各级质监部门始终
坚持“人民质监、质监为民”的核心理念，切实履行职责，加大监管
力度，充分发挥了民生计量在规范市场秩序、维护社会公平、促进
生态文明、服务百姓生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惠民行动 服务千家万户
从 2012 年起，全省质监系统深入开展了“推进诚信计量、构

建和谐城乡”“计量惠民生、诚信促和谐”双十工程等民生计量专
项行动，让诚信计量意识深入人心，把计量服务送到千家万户。

计量强检 维护贸易公平
“一机两器三表”（加油机、商贸衡器、出租车计价器、水电气

表）等计量器具，涉及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贸易结算，直接关系到人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为了确保这些计量器具的量值准确可靠，维
护市场秩序，质监部门依法实施强制检定工作，建立了重点计量
器具管理档案，健全了强制检定监管制度。 5 年来，共强制检定在
用计量器具 1320 万台件。 对不合格的计量器具，采取责令停止使
用、返厂维修和行政处罚等措施，大幅提升民生计量器具的受检
率和合格率，维护了正常的计量秩序，营造了良好的消费环境。

商品抽查 把关日常消费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定量包装商品销售逐年

增加，已经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主要形式。 为了杜绝短斤少两、克
扣消费者的违法行为的发生，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质监部门连
续 5 年组织开展了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监督抽查。 针对大
米、食用油、电线电缆、农药化肥等 36 类定量包装商品开展监督
抽查，共抽查生产、经销企业 8105 家，定量包装商品 23968 批次，

基本覆盖了老百姓日常购买的所有消费品。 对不合格的问题，采
取了“三到位”的处理措施，即对不合格产品处置到位，对不合格
企业整改到位，对违法行为处罚到位。 通过一手抓整改、一手抓处
罚，我省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的合格率逐年稳步攀升。

专项检查 打击缺斤短两
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 质监部门协调各方力

量，坚持从严整治，在商品贸易、交通运输、环境监测、安全防护等
领域，组织开展计量专项检查，严厉打击了利用计量器具作弊、坑
害消费者利益的违法行为，使缺斤短两等计量违法现象得到有效
遏制，市场计量纠纷明显减少，市场计量秩序明显改观。

能源计量 助力“生态文明”
推进节能减排，建设生态文明，是每个公民、每个部门的应尽

之责。 而加强能源计量工作，科学合理地设置和管理水电气热等
各类计量器具，能让每一度电、每一吨水发挥最大效用，是实现节
能减排的重要手段。 为加强能源计量管理，质监部门“三管齐下”。

完善制度标准。 提请省政府出台了《湖南省用能和排污计量
监督管理办法》，制定了《普通高等学校综合能耗电耗定额及计算
方法》等一批地方标准，为开展能源计量工作提供了法制武器和
技术保障。

加强监督检查。 完成 65 家工业企业能耗限额标准对标、能效
测试任务；对 500 家重点用能单位进行了能源计量审查，对 40 家
省直大型公共机构开展能源资源计量工作情况监督检查。

提供技术支撑。 在省计量检测研究院建立的国家城市能源计量
中心（湖南），联通全省 800余家用能单位，基本实现水、电、气等不同
种类能耗数据的在线采集和实时监测， 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考核
评价节能减排目标提供可靠的能源计量数据。 (王珊 王必全 王诚)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书记、 局长欧阳彪带领计量执法人员开展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监督检查。 （省质监局提供）把好“度量衡” 用心惠民生

———数说近五年我省民生计量工作

诚信
计量
活动

在集贸市场、加油站、餐饮业、商店超市、医疗机构、眼镜
店、出租车公司、超限检测站、计重收费站和水电气供应单位
等 10 个重点行业，发放宣传材料近 11 万份，组织培训 1.1 万
余人次，引导并培育诚信计量自我承诺单位 4700 多家。

免费
计量
服务

深入社区、 乡镇、 学校和企业开展计量惠民咨询服务
1530 场次；

累计免费为 6127家（次）乡镇和中小学校提供计量服务；
为 1.3 万余家（次）企事业单位提供计量器具检定；
为群众免费检定家用计量器具 18770 台件；
对 1120 个集贸市场的 6.6 万余台件商贸衡器实施免

费检定，在 216 个市场设置公平秤 317 台。

医用
计量
器具
免费
检定

对 5224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乡镇计
划生育服务所使用的 15种医用计量器具，逐步实施免费检定。

5 年来，累计免费检定医用计量器具 24 万台（套），对
31863 台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进行维修调试，对 1766 台
件不能修复的设备责令停止使用， 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
用计量器具“带病上岗”的现象得到有效控制。

水电气表、 加油
机、衡器、出租车
计 价 器 292 万
台， 平均合格率
99.1%

其他民生计量器
具 28 万 台 件 ，
合格率 97.8%

2016 年强制检定各类民生计量器具情况

83.5%

92%

2012 年 2016 年

5 年来共组织开展 18 次计量专项检
查，累计出动人员 1.2 万人次

检查商场超市、居民小区、生产企业、气站油
站、计重收费站点等各类单位 2 万余家，抽查
水电气表、加油机、计价秤、交通监控设备、医
疗诊断设备等民生计量器具 20.8 万余台件

共查处计量违法案件 278 起，下达责令
整改通知书 1471 份

“5·20”世界计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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