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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程按照JJF1002—2012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写。
本规程代替JJG808—1993 《标准测力杠杆》。
与JJG808—1993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引言;
———增加了引用文件 (见2);
———增加了术语和计量单位 (见3);
———增加了测力杠杆组成结构图和测力杠杆检定示意图 (见图1和图2);
———统一了测量下限误差指标 (见5.1);
———删除了原规程上连接器相互间质量差的要求内容;
———删除了原规程测力杠杆超载试验的相关内容;
———修改了专用砝码的质量相对误差要求并规范了相应检测方法 (见5.1、7.2.3);
———修改了鉴别阈指标和相应检测方法 (见5.1、7.2.6);
———修改了空、满载刀承副位移力值误差的指标和计算公式 (见5.1、7.2.7);
———修改了附录A;
———修改了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见附录B);
———修改了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见附录C);
———修改了检定记录格式 (见附录D);
———修改了重力加速度值的近似计算公式 (见附录E)。

JJG808历次版本的发布情况为:
———JJG808—1993 《标准测力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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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测力杠杆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测量上限不大于6kN的不等臂标准测力杠杆 (以下简称测力杠杆)
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测量上限大于6kN的测力杠杆可参照本规程进行。

2 引用文件

JJG99—2006 砝码

JJG144—2007 标准测力仪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术语

3.1.1 重点 weightpoint
测力杠杆上专用砝码施加重力的刀刃位置。

3.1.2 力点 forcepoint
测力杠杆上将专用砝码施加的重力放大后输出的刀刃位置。

3.1.3 支点 supportingpoint
测力杠杆上平衡重点和力点的刀刃位置。

3.1.4 杠杆比 leveramplification-ratio
测力杠杆上重点到支点的距离与力点到支点的距离之比。

3.1.5 刀承副 combinationofknifeandknifebearing
测力杠杆上刀子和刀承的组合。

3.1.6 杠杆基数 leverbase
测力杠杆呈水平平衡状态时的测量下限,由测力杠杆尺身、上连接器、增砣盘和支

点端力共同作用并在力点输出的力值。

3.2 符号、含义及单位

本规程使用的符号、含义及单位见表1。
表1 符号、含义及单位

序号 符号 含义 单位

1 mc 专用砝码标称折算质量值 kg

2 m 专用砝码实际折算质量值 kg

3 δm 专用砝码的质量相对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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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号 符号 含义 单位

4 f 专用砝码产生的力值 N

5 g 测力杠杆使用地点重力加速度值 (可参考附录E) m·s-2

6 k 杠杆比 /

7 b 杠杆基数比 %FS

8 FN 测力杠杆的测量上限 N

9 S 鉴别阈 %

10 f' 小砝码产生的力值 N

11 F0 杠杆基数 N

12 δk 刀承副位移引起的力值相对误差 %

13 ΔFi 第i个检测位置的力值变化量 N

14 Fi

第i个检测点的标称力值,当需要修正时

此符号表示修正后的标称力值
N

15 δ 力值相对误差 %

16 F 同一检测点标准测力仪示值的算术平均值 N

17 R 力值重复性 %

18 Fmax 同一检测点标准测力仪示值的最大值 N

19 Fmin 同一检测点标准测力仪示值的最小值 N

20 M0 杠杆基数实测质量值 kg

21 Mc 测力杠杆的测量上限标称折算质量值 kg

22 f' 同一检测点增减小砝码产生的力值计算值的平均值 N

23 f'max 同一检测点增减小砝码产生的力值计算值的最大值 N

24 f'min 同一检测点增减小砝码产生的力值计算值的最小值 N

4 概述

根据杠杆平衡原理,将专用砝码在重点端产生的重力通过测力杠杆按一定比例放

大,从力点端输出标准力值,主要用于材料试验机、专用工作测力机等单轴拉力的检

测。其组成结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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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测力杠杆组成结构图

1—支点吊耳;2—力点吊耳;3—上连接件;4—力点刀;5—尺身;6—水准器;7—重点刀;

  8—重点吊耳;9—增砣盘;10—专用砝码;11—下连接件;12—刀承;13—支点刀

5 计量性能要求

5.1 测力杠杆的准确度级别划分及技术指标

测力杠杆的准确度级别划分及技术指标见表2。
表2 测力杠杆准确度级别划分及技术指标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1 准确度级别 0.1 0.3

2 专用砝码质量相对误差/% ±0.02

3 杠杆基数比/%FS 4.0

4 鉴别阈/% 0.03 0.1

5 刀承副位移引起的力值相对误差/% ±0.05 ±0.15

6 力值相对误差/% ±0.1 ±0.3

7 力值重复性/% 0.1 0.3

5.2 水准器与测力杠杆尺身上表面平行度

水准器与测力杠杆尺身上表面平行度不得大于0.5mm/m。

6 通用技术要求

a)测力杠杆尺身表面应光洁,无划痕、毛刺、锈斑等明显外观缺陷,刀承、刀刃、
吊耳不得有裂纹、损伤及其他缺陷。附件齐全且不得互换使用。测力杠杆尺身及其附件

应稳固地安放在坚固的专用仪器箱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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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测力杠杆尺身上应标明型号规格、杠杆比、测量范围、产品编号、准确度级

别、制造厂等内容。

c)测力杠杆配用的上连接器、下连接器和增砣盘应标明与测力杠杆尺身相同的产

品编号,专用砝码应标明比例倍数及标称力值。砝码、增砣盘的调整腔应不易打开。

d)水准器应牢固安装在测力杠杆重点与力点间靠近重点的适当部位,并与测力杠

杆尺身上表面平行。

7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7.1 检定条件

7.1.1 环境条件

a)室温 (20±5)℃;

b)相对湿度不大于80%;

c)检定时,周围应无影响测力杠杆平衡的振动、冲击,无电磁场及其他干扰源。

7.1.2 检定用计量器具

a)标准测力仪:力值扩展不确定度不大于被检测力杠杆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1/3;

b)砝码:F2 等级及以上;

c)电子天平:准确度等级Ⓘ级;

d)条式水平仪:分度值0.10mm/m。

7.1.3 检定前准备

依据测力杠杆的量程选用合适的标准测力仪,标准测力仪两端应与拉力万向节可靠

连接。检定前标准测力仪应先通电预热0.5h~1h,再施加三次额定负荷,使其处于正

常工作状态。

7.2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7.2.1 测力杠杆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项目见表3。
表3 测力杠杆检定项目表

序号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1 通用技术要求 + + +

2 专用砝码质量相对误差 + + -

3 水准器与测力杠杆尺身上表面平行度 + - -

4 杠杆基数比 + - -

5 鉴别阈 + + -

6 刀承副位移引起的力值相对误差 + - -

7 力值相对误差 + + +

8 力值重复性 + + +

  注:表中 “+”表示应检项目,“-”表示可不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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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目测检查,符合6后再进行其他项目的检测。

7.2.3 专用砝码质量相对误差

专用砝码的标称折算质量值按式 (1)计算。

mc =
f

0.99985gk
(1)

  按JJG99—2006中规定的方法检测专用砝码的实际折算质量值m,则专用砝码的

质量相对误差按式 (2)计算。

δm =
mc -m

m ×100% (2)

  结果应符合表2相关要求。

7.2.4 水准器与测力杠杆尺身上表面平行度

将条式水平仪放置于测力杠杆尺身上表面,调整尺身使条式水平仪呈水平状态,读

取条式水平仪与水准器的读数,两者之差应符合5.2的要求。

7.2.5 杠杆基数比

先将标准测力仪示值置零,再将测力杠杆安装在专用加载装置上并保证刀承副处于

正常状态,如图2所示。平稳施加试验力至测力杠杆成水平状态,记录标准测力仪示值

即为杠杆基数,杠杆基数比按式 (3)计算。

b=
F0

FN
×100% (3)

  结果应符合表2相关要求。

图2 测力杠杆检定示意图

1—显示仪表;2—专用加载装置;3—标准测力仪;4—测力杠杆

7.2.6 鉴别阈

在杠杆基数处检测,当测力杠杆呈水平状态时,在增砣盘上施加小砝码,直至标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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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力仪示值发生变化为止,鉴别阈按式 (4)计算。

S=
kf'
F0

×100% (4)

  结果应符合表2相关要求。

7.2.7 刀承副位移引起的力值相对误差

a)在杠杆基数和测量上限二点处检测。

b)在杠杆基数处,调整专用加载装置使测力杠杆呈水平状态,记录标准测力仪示

值。使测力杠杆的重、力、支三点吊耳分别沿刀刃的轴向移动至两侧极限位置,共

6次,每次调整后若测力杠杆不能保持水平状态,则应通过调整专用加载装置使测力杠

杆呈水平状态,记录标准测力仪示值。

c)在测量上限处,先调整专用加载装置使测力杠杆呈水平状态,记录标准测力仪

示值。再调整专用加载装置使测力杠杆分别上翘和下垂约10°后重新保持水平状态,记

录标准测力仪示值。

d)计算每个检测位置标准测力仪前后两次示值之差作为力值变化量,刀承副位移

引起的力值相对误差按式 (5)计算。

δk =
ΔFi

Fi
×100% (5)

  由b)、c)8次计算中的最大误差值作为检测结果,应符合表2相关要求。

7.2.8 力值相对误差和力值重复性

a)选择杠杆基数、测量上限的20%、40%、60%、80%、100%共6个点检定。

b)先检测杠杆基数,再按力值递增方向在测力杠杆的增砣盘上加置与各检定点对

应的专用砝码,调整专用加载装置,平稳施加试验力至测力杠杆成水平状态,记录标准

测力仪示值。

c)各检测点重复测量三次,力值相对误差、力值重复性分别按式 (6)、式 (7)
计算。

δ=
Fi-F

F
×100% (6)

R=
Fmax-Fmin

F
×100% (7)

  结果应符合表2相关要求。
注:测力杠杆检定时应考虑检定地点与使用地点的重力加速度值的差异,需要时进行修正,具

体修正方法见附录E。

7.3 检定结果的处理

检定合格的测力杠杆发给检定证书;不合格的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

项目。

7.4 检定周期

测力杠杆的检定周期一般为1年,对新制的或调整刀刃后的测力杠杆,检定周期一

般为半年,按首次检定进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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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砝码检定标准测力杠杆方法

A.1 检定条件

检定用计量器具:

a)专用砝码:质量相对误差±0.02%;

b)砝码:F2 等级及以上;

c)电子天平:准确度等级Ⓘ级;

d)条式水平仪:分度值0.10mm/m。

A.2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A.2.1 专用砝码质量相对误差

专用砝码的标称折算质量值按式 (A.1)计算。

mc =
f

0.99985gk
(A.1)

  按JJG99—2006中规定的方法检测专用砝码的实际折算质量值m,则专用砝码的

质量相对误差按式 (A.2)计算。

δm =
mc -m

m ×100% (A.2)

  结果应符合表2相关要求。

A.2.2 水准器与测力杠杆尺身上表面平行度

将条式水平仪放置于测力杠杆尺身上表面,调整尺身使条式水平仪呈水平状态,读

取条式水平仪与水准器的读数,两者之差应符合5.2的要求。

A.2.3 杠杆基数比

用天平称出杠杆基数对应的测力杠杆尺身、上连接器、增砣盘及配重物的总质量,
则测力杠杆基数比由式 (A.3)计算。

b=
M0

Mc
×100% (A.3)

  结果应符合表2相关要求。

A.2.4 鉴别阈

在杠杆基数处检测,使测力杠杆呈水平状态,然后在增砣盘上增加使测力杠杆水准

器偏移1个分度的小砝码,鉴别阈按式 (A.4)计算。

S=
kf'
F0

×100% (A.4)

  结果应符合表2相关要求。

A.2.5 刀承副位移引起的力值相对误差

a)在杠杆基数和测量上限二点处进行检定。

b)在杠杆基数处,测力杠杆呈水平状态后,使测力杠杆的重、力、支三点吊耳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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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沿刀刃的轴向移动至两侧极限位置,共6次。每次调整后若测力杠杆不能保持水平状

态,则在增砣盘上增、减小砝码,直至测力杠杆呈水平状态,记下每次小砝码力值。

c)在测量上限处,测力杠杆呈水平状态后,将重点端上翘约10°,缓慢轻轻放下,
使其自由、单向、平稳地趋向水平状态。如果测力杠杆不能保持水平状态,则在增砣盘

上增加小砝码,直至测力杠杆呈水平状态,记下小砝码力值。然后将重点端下垂约

10°,重复上述过程,记下减少的小砝码力值。

d)每个检测位置增加的小砝码力值取负值,减少的小砝码力值取正值,刀承副位

移引起的力值相对误差按式 (A.5)计算。

δk =
kf'
Fi

×100% (A.5)

  由b)、c)8次计算中的最大误差值作为检测结果,应符合表2相关要求。

A.2.6 力值相对误差和力值重复性

a)选择杠杆基数、测量上限的20%、40%、60%、80%、100%共6个点检定。

b)先检测杠杆基数,再按力值递增方向依次在增砣盘、砝码托架上按杠杆比加置

检定点专用砝码,若测力杠杆不能处于水平状态,则在增砣盘上增、减小砝码,直至测

力杠杆呈水平状态。

c)各检测点重复测量三次,增加的小砝码力值取负值,减少的小砝码力值取正值。
力值相对误差、力值重复性分别按式 (A.6)、式 (A.7)计算。

δ=
kf'
Fi

×100% (A.6)

R=
k(f'max-f'min)

Fi
×100% (A.7)

  结果应符合表2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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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内页第1页

证书编号 ××××××—××××

检定机构授权说明

检定环境条件及地点

温  度 ℃ 地 点

相对湿度 % 其 他

检定使用的计量 (基)标准装置

名 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计量 (基)标准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检定使用的标准器

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检定/校准证书

编号
有效期至

第1页  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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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页第2页

证书编号 ××××××—××××
检定结果

专用

砝码

质量

标称力值

()
标称折算

质量值 ()
实测折算

质量值 ()
相对误差

(%)
标称力值

()
标称折算

质量值 ()
实测折算

质量值 ()
相对误差

(%)

测力

杠杆

力值

检定点 ( ) 测量值 ( ) 示值相对误差 (%) 示值重复性 (%)

刀承副位移引起的力值

相对误差 (%)
鉴别阈 (%)

杠杆基数比 (%FS)
水准器平行度

(mm/m)

测力杠杆使用地点重力加速度值 (m·s-2)

说明:下次送检时需带此证书。
(以下空白)

第2页  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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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内页第1页

证书编号 ××××××—××××

检定机构授权说明

检定环境条件及地点

温  度 ℃ 地 点

相对湿度 % 其 他

检定使用的计量 (基)标准装置

名 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计量 (基)标准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检定使用的标准器

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检定/校准证书

编号
有效期至

第1页  共2页

11

JJG808—2014



  内页第2页

证书编号 ××××××—××××
检定结果

专用

砝码

质量

标称力值

()
标称折算

质量值 ()
实测折算

质量值 ()
相对误差

(%)
标称力值

()
标称折算

质量值 ()
实测折算

质量值 ()
相对误差

(%)

测力

杠杆

力值

检定点 ( ) 测量值 ( ) 示值相对误差 (%) 重复性 (%)

×.×*

刀承副位移引起的力值

相对误差 (%)
鉴别阈 (%)

杠杆基数比 (%FS)
水准器平行度

(mm/m)

测力杠杆使用地点重力加速度值 (m·s-2)

  注:以上标 “*”的结果为不合格项。

说明:下次送检时需带此证书。
(以下空白)

第2页  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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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检定记录格式

标 准 测 力 杠 杆 检 定 记 录

送检单位 地  址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制 造 厂 准确度等级

检定地点重力加速度值 (m·s-2) 使用地点重力加速度值 (m·s-2)
杠 杆 比 水准器平行度 (mm/m) 杠杆基数比 (%FS)

外观

专用

砝码

质量

标称力值

()
标称折算

质量值 ()
实测折算

质量值 ()
相对误差

(%)
标称力值

()
标称折算

质量值 ()
实测折算

质量值 ()
相对误差

(%)

鉴别阈 f' (N) F (N) S (%)

刀承副

位移引

起的力

值误差

重点端 (Fi= N) 力点端 (Fi= N) 支点端 (Fi= N)

ΔF前 (N) ΔF后 (N) ΔF前 (N) ΔF后 (N) ΔF前 (N) ΔF后 (N)
δk (%)

上翘10°(Fi= N) 下垂10°(Fi= N)

ΔF上 (N) ΔF下 (N)

测力

杠杆

力值

检定点

()
进程值 ()

1 2 3 平均值

相对误差

δ (%)
重复性

R (%)

检定依据 温 度 ℃ 相对湿度 %

主要标

准器具

名 称 型号规格 编 号 准确度等级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结论
检定日期 检定员

有效期 核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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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中国主要城市重力加速度值

序号 城市
重力加速度值

(m·s-2)
序号 城市

重力加速度值

(m·s-2)
1 北京 9.8015 35 乌鲁木齐 9.8015
2 上海 9.7946 36 吐鲁番 9.8024
3 天津 9.8011 37 哈密 9.8006
4 重庆 9.7914 38 拉萨 9.7799
5 哈尔滨 9.8066 39 成都 9.7913
6 佳木斯 9.8079 40 昆明 9.7836
7 牡丹江 9.8051 41 贵阳 9.7868
8 齐齐哈尔 9.8080 42 南宁 9.7877
9 长春 9.8048 43 柳州 9.7885
10 吉林 9.8048 44 郑州 9.7966
11 沈阳 9.8035 45 洛阳 9.7961
12 大连 9.8011 46 开封 9.7966
13 丹东 9.8019 47 武汉 9.7936
14 锦州 9.8027 48 汉口 9.7936
15 石家庄 9.7997 49 宜昌 9.7933
16 阜新 9.8032 50 长沙 9.7915
17 保定 9.8003 51 衡阳 9.7907
18 唐山 9.8016 52 广州 9.7883
19 张家口 9.8000 53 惠阳 9.7882
20 承德 9.8017 54 海口 9.7863
21 山海关 9.8018 55 南昌 9.7920
22 太原 9.7970 56 九江 9.7928
23 大同 9.7984 57 福州 9.7891
24 乌兰里哈 9.7994 58 杭州 9.7936
25 包头 9.7986 59 南京 9.7949
26 乌兰浩特 9.8066 60 浦口 9.7951
27 海拉尔 9.8081 61 徐州 9.7967
28 西安 9.7944 62 合肥 9.7947
29 延安 9.7955 63 蚌埠 9.7954
30 宝鸡 9.7933 64 安庆 9.7936
31 潼关 9.7951 65 芜湖 9.7944
32 兰州 9.7926 66 济南 9.7988
33 西宁 9.7911 67 青岛 9.7985
34 银川 9.7961 68 德州 9.7995

  注:

1以上主要城市重力加速度值来自JJG59—2007 《活塞式压力计》;

2本表未列城市的重力加速度值,可用下面公式计算出:

gϕh=9.780327 (1+0.00530244sin2ϕ-0.00000585sin22ϕ)-0.00000309h (m/s2)

式中:ϕ———纬度,单位为°;h———海拔高度,单位为m。

3地点间重力加速度值相差0.001m·s-2及以上时应将测力杠杆的标称力值乘以检定和使用

地点两重力加速度值的比值修正至检定地点的标称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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