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饶平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所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收费项目 行政主管部门 设立依据 收费文件 收费范围和对象 收费标准
执收          
单位

收费期限 说明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1 计量校准检测费
广东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

市场需求 签订的委托合同或协议

对自愿委托的
行政、企事业
单位及个体收

费。

协议收费
广东省饶平县
质量技术监督
检测所

广东省饶平县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所技术服务收费

序号 测量仪器名称 计量类别 准确度/等级 测量范围 收费单位 报价标准 检测类型 备注

1 三等标准金属量
器

力学 三等 1-20L 只 360 校准

2 燃油加油机 力学 BB3 (0～9999)L 枪 190 校准

3 一般压力表 力学
1级,1.5级,2.5

级,4级 (-0.1～60)MPa 块 120 校准

4 砝码 力学

M1 1mg～500mg 个 15 校准

M1 1g～500g 个 20 校准

M1 1kg～20kg 个 30 校准



序号 测量仪器名称 计量类别 准确度/等级 测量范围 收费单位 报价标准 检测类型 备注

5 数字、模拟、非
自动指示秤

力学
Ⅲ级

≤60kg 台 150 校准

60kg﹤D≤200kg 台 200 校准

6 数字、模拟、非
自动指示秤

力学
Ⅲ级

200kg﹤D≤500kg 台 350 校准

500kg﹤D≤1000kg 台 500 校准

7 数字、模拟、非
自动指示秤

力学 Ⅲ级

1000kg﹤D≤3000kg 台 1000 校准

3000kg﹤D≤10000kg 台 1800 校准

8 数字、模拟、非
自动指示秤

力学 Ⅲ级 ≥10t 台 2250 校准
每增加10t加收320
源，搬运费另计

9 架盘天平 力学 JYT-5 100g～20kg 台 40 校准 砝码检测费另计

10 机械天平 力学 4～6级
100g～5kg 台 350 校准

10kg～50kg 台 350 校准

11 电子天平 力学 Ⅲ 100～500g ,1～20kg 台 300 校准

12 烘干法谷物水分
测定仪

力学 1mg~100g 台 300 校准

13 常用玻璃量器 力学
量瓶 ,移液管 ,
滴定管 ,量杯 ,

量筒

0ml～2000 ml 台 60 校准

14 重力式自动装料
衡器

力学
X(0.2), X(0.5), 

X(1.0) ≤50 kg 台 1680 校准

Ⅰ



序号 测量仪器名称 计量类别 准确度/等级 测量范围 收费单位 报价标准 检测类型 备注

15 数字温度指示仪
（数字温度表）

热学

单通道数字温
度表仪

（-200～1600）℃ 台 160 校准

多通道数字温
度表仪

（-200～1600）℃ 通道 160 校准
每增加一通道加收
30元

数字温度调节
仪（如干燥箱

用等）

（-200～1600）℃ 台 200 校准

16

干燥箱（烘箱）
老化炉、高温炉
（电阻炉）、培
养箱、压力灭菌
锅、高低温箱(冰

箱)         

热学 通用型 （-30～1200）℃ 台 380 校准
每增加一个温度点
加收100元

17 恒温恒湿箱(房)
、水泥养护箱

热学 通用型
（-30～85）℃       

（10%～98%）RH 台(个) 380 校准
每增加一个温度点
加收100元

18 水浴锅、恒温水
槽、崩解仪

热学 通用型 （-30～1200）℃ 台 320 校准

19 机械式温湿度计 理化 通用型
 (0～60)℃                    

(20～90)%RH 台 180 校准

20 数字湿度计 理化 通用型 (20～90)%RH 台 180 校准

21 可见分光光度计 理化 一，二，三级 360nm~800nm 台 360 校准

22 紫外分光光度计 理化 A，B, C级 190nm~880nm 台 380 校准

23 可燃气体检测报
警器

理化 2%～5% (0～100)%  LEL 探头 546 校准

24 单相电能表(安装
式) 电磁 0.5级 57.7V～380 V0.1 A～

100 A 只 30 校准



序号 测量仪器名称 计量类别 准确度/等级 测量范围 收费单位 报价标准 检测类型 备注

25 数字温度计 温度
U=(0.2~0.6）

℃
（-30~300）℃ 通道 180 校准

26 数字温湿度计

温度 U=0.7℃ （10~40）℃

个 200 校准

湿度 U=2.6%RH 30%RH~95%RH

说明：1、其他相关仪器（本所能力范围内），根据检测参数，参照本标准收费；2、需要现场检测的，被检单位应提供满足检测所需的
场所、环境条件、交通运输工具、辅助人员等相关条件，并负担检测人员的差旅费、设备运输费、运输保险费及其他支出等有关费用
（费用由双方协商约定）；3、本标准为本所的报价标准，收费以双方协商签订的委托书（合同）为最终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