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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计检定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新生产的、使用中和修理后的霍尔效应法特斯拉计、旋转线圈法特斯

拉计一及其它测量恒定磁场用的指针式、数字式和智能特斯拉计的检定。

一 技术条件和检定项目

1 特斯拉计的量值检定范围为0.01 -2.0T0

2 检定温度为 (20士5)'C。相对湿度簇80%。准确度优于0.5%的特斯拉计应带有恒温

探头或给出探头温度修正系数。

3 检定环境的机械振动和外磁场干扰，以不影响对基本误差的检定为宜。

4 特斯拉计机体与标准磁场应保持一定距离 (如0.5m以上)，以不影响对基本误差检

定为宜。

5 进行外观检查:特斯拉计的外壳、外露开关、功能旋钮、相应标志应完备无损、清

晰无误。

6 特斯拉计的零位漂移:零位漂移应不超过表1规定。基本误差〕0.5%的特斯拉计其

零位漂移的考察时间为30min o

7 “校准磁场”:“校准磁场”误差不应超过允许基本误差的1/30

8 示值变动性:示值变动性不应超过表 1规定。

9 探头正反向示值差值:在同一磁场下正、反示值差值不应超过允许基本误差

10 特斯拉计基本误差

10.1 指针表读数的特斯拉计，基本误差以引用误差表示。

10.2 数字表读数的特斯拉计，基本误差以相对误差表示。

10.3 特斯拉计的基本误差、回程误差、示值变动性不应超过表1规定。

表1 特斯拉计的允许基本误差、回程误差、示值变动性及零漂

名义准确度 (%) 0.01 0.1 0.2 0.5 1.0 1.5 2.5

允许基本误差 (%) - 0.01 士0.1 士0.2 士0.5 -1.0 士1.5 士25

指针表回程误差 (%) - 0.01 士0.1 士0.2 士0.5 - 1.0 士1.5 士2.5

数字表示值变动性 (%) 士0.01 -0.1 ,0.2 士0.5 士1.0 士1.5 士2.5

零漂 0.2 (a"B)

注:a— 特斯拉计的名义准确度;

    B— 特斯拉计测量档的上限或数字特斯拉计的起始检定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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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检 定 装 置

11 检定装置分为核磁共振标准检定装置和其它标准检定装置。检定装置测量不确定度

不应超过被检特斯拉计允许误差的1/30

12 核磁共振标准检定装置一般含有:标准磁感应量具 (可以是电磁铁、永磁铁或其它

各种类型的线圈形式的磁感应量具)、核磁共振特斯拉计和其它辅助设备。

    核磁共振检定装置检定0.01%一0.5%准确度的特斯拉计，其允许极限误差应不大

于0.003% 一0.1%。

12.1 在一般情况下，标准磁场的不稳定度在检定单个示值的时间内，不应超过被检特

斯拉计允许误差的1/10一1/5。用替代比较法检定时，探头范围的磁场不均匀度应不超

过被检特斯拉计允许误差的1/5。用同时比较法检定时，标准和被检探头之间的磁场不

均匀度，应不超过被检特斯拉计允许误差的 1/5，如果两点磁场差值已知，则列入差值

修正后所引起的误差应不超过允许误差的1/50

12.2 核磁共振特斯拉计采用H'(质子)和 Liz(铿核)作为标准共振核子，其旋磁比

值 Y。和Y,，以优于0.001%的准确度测出:

                          Y}P=2.675 154 x 1了T一’·5一，

                          YU=1.039 65 x 10'T一s一1
    如果使用其它核物质，旋磁比误差应不大于被检特斯拉计允许误差的1/100

    核磁共振特斯拉计共振频率的测量误差 (包括共振点的不确定误差)不大于被检特

斯拉计允许误差的1/100

    如果使用直读磁感应值的核磁共振特斯拉计，其读数误差不大于被检特斯拉计允许

误差的1/50

13 其它标准检定装置一般含有:标准磁感应量具、标准特斯拉计和其它辅助设备。

    标准检定装置检定0.1%及其以下准确度的特斯拉计。

13.1 标准磁场的要求和 2.中相同。

13.2 标准特斯拉计分为旋转线圈法特斯拉计和霍尔效应法特斯拉计，旋转线圈法特斯

拉计可检定0.1%及以下准确度的特斯拉计，霍尔效应法特斯拉计只允许检定0.5%及

以下准确度的特斯拉计。

    标准特斯拉计的分辨力不能低于被检特斯拉计，其实际误差应不超过被检特斯拉计

允许误差的1/5。标准特斯拉计依读数类型可分为:

    标准数字特斯拉计检定数字特斯拉计时，与被检特斯拉计的准确度之比不大于1/50

    标准指针式特斯拉计在检定指针表读数的特斯拉计时，其准确度之比不大于1/5a

在检定数字特斯拉计时，应在量限的3/4以上进行。

    准确度之比大于 1/5的标准特斯拉计应引人修正值使用。

13.3 标准特斯拉计的年变化不应超过被检特斯拉计允许误差的1/10，或不超过自身准

确度的 1/3。如果没有足够时间考察，则应缩短检定周期。

14 若标准检定装置不含标准特斯拉计，而标准磁感应量具的磁场值由其磁通密度线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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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或由其电流一磁场曲线而测得.其常数或曲线要经过高一级标准定标，定标误差不

大于被检特斯拉计允许误差的1/50

14.1 磁感应量具的磁场稳定度应小于被检特斯拉计允许误差的1/50

14.2 磁感应量具电流的测量误差应小于被检特斯拉计的1/50

巧 检定装置通常应具有调节探头位置的设施，保证探头能够精细调整到最佳位置，其

对位误差应不大于被检特斯拉计允许误差的1/50

三 检 定 方 法

(一)外观检查

16 先对特斯拉计的外壳、外露开关以及标志等项目进行检查，新生产的和外国进口的

验收检定应要求全部完好，其它特斯拉计也不应有可能引起测量错误或使特斯拉计损坏

的缺陷。如发现有此类缺陷，则应修复后方可检定，自制或改制的特斯拉计亦要有相应

的标志。

17 特斯拉计与探头必须配套，再次送检时需持上一次检定结果。

(二)零位测定
18 按照被检特斯拉计的使用说明和操作规定依次进行预热、调零和校准，将探头置于

“零磁场中”，“零磁场”值不应超过被检特斯拉计最低检定示值允许误差的1/3。量程开

关拨至被检最低量程挡 (如lOmT挡)，调零并进行测量，以后每隔5min测量一次零磁

场值，连续6次，观察最大零位改变是否符合表 1的规定。如超过规定，则应将指针表

量程开关拨至上一挡 (如50mT挡)，或调整数字表的起始检定示值，同上方法观察零

漂直至符合表 1的规定后，即从该挡 (该点)开始进行基本误差检定。

(三)“校准磁场”的测定或重新定标

19 带有 “校准磁场”的特斯拉计，直接对其 “校准磁场”进行测量或重新定标。

19.1 用标准特斯拉计测量 “校准磁场”值，测量值与给出值之间的误差不应超过允许

误差的 1/3;如超过1/3，则连测3次，将3次测量的平均值作为 “校准磁场”的重新定

标值。
19.2 如果标准特斯拉计探头不便于直接测量，则可依下述方法测量 “校准磁场”值。

    按照使用说明书调好被检特斯拉计，将量程开关拨至适当位置 (以获得最大示值)，

测量 “校准磁场”，调节 “校准”旋钮，使其读数等于 “校准磁场”的给出值。然后将

探头移到标准磁场中，调节标准磁场使被检特斯拉计具有同一读数，而由标准特斯拉计

测量标准磁场的实际值，被检特斯拉计的指示值与实际值之间的误差不应超过允许误差

的1/3，如果超过1/3，则如上反复测量3次，取3次实际值的平均值作为 “校准磁场”

的重新定标值。

20 “校准线”的测定
    对于带有 “校准磁场”而没有给出值但表面刻有 “校准线”的 (如CT一3型)和只

带 “校准线”的 (如CT一5型)指针表读数的特斯拉计，对 “校准线”的测定和定标方

法如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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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使用说明调零和校准，量程开关拨至仪器的校准量程 〔如0.25T)挡，测量标

准磁场。调节标准磁场使标准特斯拉计指示满量程 (如0.25T)，此时被检特斯拉计指

示值与标准特斯拉计测得的实际值之间误差应符合允许基本误差的规定。如超差，则调

节 “校准”旋钮，使被检特斯拉计指示满量程 (即0.25T)，然后将方式开关拨至 “校

准”(带有校准磁场的特斯拉计要将探头移人 “校准磁场”中)，检查指针对校准线的偏

离，如此反复3次，将3次偏离的格值的平均值作为 “校准线”的修正值。

    如果用户要求把新校准值按原来 “校准线”调整，则在可能条件下给予调整，但不

作为检定的必须内容。

21 校准常数的测定

    将被检特斯拉计按使用说明调零和校准，然后测量合适的标准磁场，使其示值接近

满虽程值，此示值与用标准特斯拉计测得的实际值之间的误差应不超过允许的基本误

差，否则应调节 “校准”旋钮，使示值等于实际值，重新检查校准常数实际值，经过3

次这样测量，取其平均值作为被检特斯拉计的常数重新定标值。

(四)特斯拉计探头正、反向示值差值的测定

22 对于双向指示的特斯拉计，在使示值大于3/4满量程值的同一磁场下测量被检特斯

拉计探头正向示值和反向示值，反向示值减去正向示值，其差值 〔表示方法与基本误差

形式相同)不应超过特斯拉计的允许误差。

(五)基本误差，示值回程误差的测定

23 一般对指针表只检满量程、1/2量程和7/10量程值。如果两相邻量程的示值检定点

不衔接，可在高量程适当增加检定点，也可以根据使用单位要求增加检定点。

    表2列出对PG一5型特斯拉计采取的示值检定点。
                                表 2 PG一5型特斯拉计 示值检 定点 (mT)

    对于数字特斯拉计，每个量程应均匀检定5点，其起始检定点的有效位数字应能分

辨该点的允许误差，量程之间需衔接。

    基本误差检定通常采用同时比较和替代比较两种方法。

24 同时比较法是将标准和被检探头置于同一磁场中，这一方法对标准磁场的稳定度要

求较低 (0.2耐，但两探头须有一定距离，对磁场均匀度要求较高

24.1 替代比较法是用标准和被检探头轮换测量同一位置的标准磁场，因此对磁场的均

匀度要求较低，而对磁场的稳定度要求较高 (0.1a).

25 基本误差测定程序
25.1 先将检定装置和被检特斯拉计的电源接通 (须注意被检特斯拉计的电源方式和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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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电压)，使全部工作仪器预热，预热时间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或根据特斯拉计的类

型和环境温度等实际条件而定。

25.2 按照仪器操作规定，特斯拉计经过调零和校准等步骤，待标准磁场和特斯拉计的

零位稳定后方可检定。

25.3 如标准特斯拉计不用核磁共振原理，也须经过以上步骤，如是核磁共振特斯拉

计，则将振荡频率调成与检定示值相对应 (具体操作方法见附录1)0

25.4 将标准和被检特斯拉计的探头放人磁场中，按使用说明进行操作，并经过探头对

位调整，读出最大值作为指示值，而标准特斯拉计的指示值即为磁场的实际值。

25.5 对零位漂移较大的，每检一个量程后应检查其零位改变，如发现已超出表 1规

定，则需重新调整零位，对后两个示值重新检定一次。

    当零位很稳定或在检定高量程时，可在全部检定完成后再逐一检查

25.6 使用磁感应量具作标准进行检定时，可用被检特斯拉计直接测量标准磁场。

26 指针式特斯拉计应进行磁场上升和下降两次测量

    对双向指示的指针式特斯拉计，应在指示为正的方向上作磁场_L升和磁场下降的测

量。

    对数字特斯拉计，应在示值为正的方向上作磁场上升或下降的示值检定。

27 示值回程误差和示值变动性的检定
27.1 在任一量程同一探头方向上的每一检定示值 (磁场上升和下降)两次测量结果差

值中，取最大一个作为被检特斯拉计的回程误差，表示方法与基本误差相同。

27.2 在接近最低量程上限的同一磁场中，考察 5min内数字特斯拉计示值变化的最大

差值，作为特斯拉计的示值变动性。表示方式与基本误差相同。

28 对智能特斯拉计只检定基本误差，不作其它功能检定。

四 检定结果处理和检定周期

29 特斯拉计的检定数据应有原始记录 (格式见附录5)，对于标准特斯拉计的原始记

录，一般保存一年。

30 原始数据须经数据处理 (包括标准特斯拉计示值的修正)后，才能作为检定结果填

人检定证书，所有的数据须经四舍五人法化整 (计算后的数据比计算前多取一位)，实

际化整后，其末位有效数字所引人的误差不大于测量误差的1/10。判定被检特斯拉计是

否合格时，应以化整后的数据为准。

31 找出各次测量的特斯拉计示值与实际值之间的最大差值作为特斯拉计的基本误差。

对各量程准确度不同的特斯拉计，需找出各量程的基本误差。

32 计算被检特斯拉计某一示值的修正值时，所取实际值应为该示值下各次检定所得实

际值的平均值。对于读取正、反方向平均值的特斯拉计，需将平均值与正、反差值 1/2

的代数和作为实际值。

33 新生产的、使用中的和修理后的特斯拉计，检定合格的均发给检定证书，不合格的

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自制的、标志明显的特斯拉计同样处理。标志不明显的，只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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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数据。

    对于按等级检定不合格的标准特斯拉计，允许降级使用，降级后合格的发给检定证

书，但在证书封面上要载明允许使用等级。

34 在检定证书中要载明特斯拉计的示值和修正值，数字特斯拉计要载明探头正、反方

向示值差。在通知书中还要载明造成仪器不合格的实际基本误差，对名义准确度为一定

范围的特斯拉计，要给出各量程基本误差。

35 经过重新定标的数字特斯拉计，检定数据以重新定标后的结果给出，但在证书中要

给出重新定标值。

    经过 “校准”测定的指针表特斯拉计以重新定标后的检定结果处理，发给检定结果

通知书，经过重新定标的指针表特斯拉计当其定标值已经调到 “校准线”的，发给检定

证书

36 特斯拉计的检定周期定为 1年，其间如有发现使用不当而致使零件损坏和示值不准

的，或者因故重新修理的特斯拉计必须随时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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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核磁共振标准检定装置

(一)测量磁场的基本原理

    在恒定磁场中，当自旋不为零的原子核受到与其能级跃迁频率一致的高频电磁场作

用时，即发生核子吸收电磁场能量的物理现象。其基本关系是:

B=27c (1)

式中:B— 被测磁场的磁感应强度;

      fo- 跃迁频率 (等于高频电磁场频率);

      Y— 原子核的旋磁比，对于一定的原子核是不变的常数。

    核磁共振特斯拉计正是基于这一原理测量磁场。共振核采用水中质子 (H'), LiCl

饱和水溶液中Li，或其它旋磁比常数已知的原子核。高频电磁场由弱振荡器产生并供给

绕在核试样容器上的线圈 (实际上是振荡器谐振回路电感)。共振时将发生核子对电磁

场能量的吸收，吸收信号由振荡器取出，经过检波和放大，由电子示波器观察。

(二)核磁共振检定装置操作方法

    图 1为核磁共振检定装置原理图，其操作方法如下:

                                图1 核磁共振检定装置原理图

1 接通电源、水源，使电磁铁的磁场升到较高值，预热一段时间 (如l0min)后降至检

定示值附近，继续预热和稳定。其余工作仪器预热0.5h左右。

2 按照检定示值选择适当探头，调节振荡器频率和电平使其工作在边缘状态。同时，

调节低频调场电源使其输出较大。

3 调节电磁铁电源输人电源，使磁场达到被检特斯拉计的待检示值，然后微调振荡器

频率，直到示波器屏上出现共振信号，再减小调场输出到合适，调节移相器使信号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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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波器扫描基线的中央。

4 用数字频率计测量振荡器频率，读数的末位数字引人误差小于核磁共振特斯拉计的

允许误差的1/l00

(三)核磁共振检定装置的误差

1 原子核旋转磁比的误差 A-/;

2 振荡器频率的不稳定度0 f; ;

3 磁场的不稳定度△B;;

4 探头体积磁场的不均匀度△B;

5 共振点位置的确定误差匀飞;

6 频率测量误差匀飞。

    其它如顺磁离子场及样品形状的修正等，在 10-s以上准确度的测量中也不可忽略。

这里规定样品形状为球状或圆柱状，顺磁盐CUS04的浓度不超过l00mol/m3。采用其它

物质的质子样品，必须进行化学位移的修正。

    综合起来，核磁共振检定装置的测量误差以方和根表示为:

                  S=*丫△尹+酬 +吠 十吠 +AB 2+4B;                   (2)

当用同时比较法检定时，则实际的装置检定误差应考虑核磁共振探头与被检探头之间的

磁场不均匀度。用替代比较法检定时，应顾及替代时间内磁场的不稳定度及替代位置的

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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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霍尔效应特斯拉计的工作原理

(一)霍尔效应的原理

    如图2所示，将霍尔传感器探头放人:方向的磁场中，沿着x轴的方向通入控制电

流IH，其中电子的流动速度为。二。于是，沿着与B和I。相垂直的方向将产生一个霍

尔电场E,。因为速度。二移动的电子在磁场作用下将受力而被推向一边，使其聚积在元
件一个侧面上;而这样聚积起来的负电荷又反过来对电子施加一个排斥力，最后两种力

取得平衡，使电子上所受总力F, = 0，即
_ E,.

r.,=“弋了一”xBz)=0 (1)

图2 霍尔效应示意图

而霍尔电压U�=E,-b

所以

式中:j,—  x方向的电流密度;

      N— 电子密度;

      。— 电子电荷;

      b— 霍尔片的宽度。

        __ i,B,b
U.,= v_B_b=二认二

                        ]V己
(2)

所以，霍尔电压U。与磁感B:的关系为

B,=U�兴=U�儡 =R� U� (3)

    S。是霍尔片的截面积，对于确定的片子，R。只与I。有关，当I。选定后，霍尔电

压‘、与B成正比。

(二)霍尔特斯拉计的原理电路

    图3是霍尔特斯拉计最基本的原理电路，A, B为霍尔片的控制电流端，由恒流源

供电;C, D为霍尔电压输出端，接到测量电路;RI, R2, R。与R, W共同组成不等

位电势的补偿电路 (即调零电路)。供电电源可以是直流也可以是交流，但必须是恒流。

    测量电路繁简不一，视仪器的灵敏度、量限范围和测量准确度等等而有所不同。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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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
流
源

接 测 量线 路

                                图3 霍尔特斯拉计的原理电路

简单的测量电路是一台电压表，通常，1.0%以下准确度的特斯拉计多是经过放大器放

大后再行模拟测量，如国产指针表PG一5, CT一5型等;0.5%及其以上准确度的特斯拉

计则多为数字特斯拉计，如国产的HST- 1型毫特斯拉计等。国外还有除进行模拟测量

外，尚用补偿法的零指测量和差值测量，如美国的660型就是这类拨盘式的数字高斯

计。

    准确度优于0.5%时应考虑温度影响，附以探头恒温电路或自动温度补偿电路，否

则必须给出准确的探头温度修正系数。

(三)霍尔特斯拉计的测量误差

1 非线性误差 (包括霍尔元件及仪器非线性度的综合影响)。

2 霍尔电压的不稳定度 (由控制电流的不稳定、温度变化以及不等位电势的漂移等的

综合影响)。

3 校准的误差 (包括定标标准的误差)。

4 对位误差 (等于1一coso，其中，B为探头平面法线与磁场方向的夹角)。

5 霍尔电压的测量误差。

6 磁场不稳定度及探头体积磁场不均匀度。

    综合起来，霍尔特斯拉计的测量误差由以上各项的方和根表示。

    用霍尔特斯拉计作标准时，须经高一级标准检定。当检定其它特斯拉计时，用同时

比较法应考虑标准和被检探头之间的磁场不均匀度，用替代比较法应考虑替代时间内的

磁场不稳定度及替代位置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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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线圈法特斯拉计的工作原理

(一)线圈法原理

    当一个已知面积匝数乘积为 SN的线圈在磁场中作垂直切割磁力线运动时，线圈两

端将产生感应电压。

        _ dB

u=一51V丽 (1)

当线圈由平行于磁场旋转到与磁场垂直时，则可得到

Bm=一扁!。Udt (2)

通常积分电压通过RC积分器得出，如采用密勒积分器，则

B,}=一黯Uo

Uo=俞!。U:dt

(3)

                                        图4 密勒积分器

(二)旋转线圈法特斯拉计的工作原理

    当线圈在均匀磁场中作切割磁场的匀速旋转运动时，在线圈两端则产生交流电压。

                              U=一NSmwcosc;t                        (4)
    可见，旋转线圈特斯拉计的测量准确度主要受到电机转速稳定性的限制。为了克服

这一限制，可采用同轴的两个电机，电动机带动线圈转动，而发电机则产生与线圈感应

电压反向的标准电压，该电压经过度盘分压调整到与线圈电压相等，两电压经过相加器

放大和相敏检波，用一只仪表指示它们相位差，调整相位使表指零时，度盘示值即表示

被测磁场的准确值。使用这一平衡测量法，可以得到O.O1mT的分辨力和1 x 10-4的准确

度。

    当无需精密测量时，也可直接将线圈电压进行检波，用另一仪表测量与磁场相应的

检波输出电压，但两种方法均需先调整线圈与磁场的夹角，以获得最大值。

    近年来，利用锁相环把电机转速锁定在一个基准频率上，以实现电机的转速不变。

使得旋转线圈特斯拉计的结构简化，操作方便，而其测量准确度也很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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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旋转线圈法特斯拉计的误差

1 标准电压的不稳定度;

2 分压器的校准误差;

3 仪表的读数误差;

4 线圈的对位误差;

5 线圈的温度系数;

6 磁场不均匀度;

7 磁场的不稳定度。

    以上诸项误差的方和根即决定了旋转线圈特斯拉计的测量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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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主要术语和定义

1 用于直接进行测量的特斯拉计称为工作特斯拉计，用于检定装置中作标准使用的特

斯拉计称为标准特斯拉计。

2 在标度尺或数字表盘工作部分内特斯拉计所能测量的最大值，称为特斯拉计的上限，

简称 “上限”;所能测量的最小值称为 “下限”。

3 用标准特斯拉计测得的被测量值称为被测量的实际值，由被检特斯拉计读数所确定

的被测量值称为特斯拉计示值。

4 在规程所规定的条件下测得的示值误差称为基本误差;规程中规定的示值的允许基

本误差称为允许误差。

5特斯拉计示值 (A)和被测量的实际值 (Ao)之间的差值称为示值的绝对误差

(乙)，即

                                    0=A一Ao (1)

6 为得到实际值而加到示值上的某一值 (C)称为修正值，即

                                C=一△=A。一A                               (2)

7 某一示值的绝对误差与相应实际值的百分比称为示值的相对误差，即

=△、100%=
  Ao

A一Aa

  A�
x 100% (3)

8 某一示值的绝对误差与上限的百分比称为示值的引用误差

。_=乙、100%=
      Am

A一A�

  Am
x 100% (4)

    对于双向标度尺的仪表，引用误差以示值的绝对误差与两上限绝对值之和的百分比

表示，即

乙

一|vm=1---A.+ 】A
x 100% (5)

9 在相同条件下，被测量值不变，计量器具行程方向不同其示值之差的绝对值，称为

回程误差

                    △.=I A"o一A

磁场上升时测得的实际值;

(6)

式中:A'

          A"— 磁场下降时测得的实际值。

    回程误差的表示形式和基本误差的表示形式相同。

10 名义准确度是仪器出厂时的注标准确度或自制者经过误差分析提出的自称准确度。

仪器准确度以极限误差表示。

I1 在被测对象不作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对同一被测量进行多次重复读数，其示值变化

的最大差值称为示值变动性。

                              ,}iv=A..、一A,                                (7)

式中:A...— 特斯拉计的最大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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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特斯拉计的最小示值。

上限示值变动性的表示形式和基本误差的表示形式相同。

数字特斯拉计的名义准确度通常以相对误差表示为两部分之和，即

                            A%读数十B%满度

换算为单项表示的示值名义准确度，即

(，·。·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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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特斯拉计检定原始记录格式

零位 的测 定

    次序 (5分/次)

        零漂

“校准”的测定

    次 序

  实 际 值

  重新定标值 :

平均

正 、反 向差值 测定

实 际 值 正向示值 反 向示值 差 值

基本误差的测定

量 限

  八n1

示 值

  /.T

实 际 值/ml 修正值

  /ml

基本误 差

    /mT磁 场上升 磁场下降 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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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检定证书 (背面)格式

(一)检定条件

    1 温度:

(二)校准定标值

    正、反方向示值差

2 湿度:

检 定 结 果

量限/.T 示值/mT 修正值/mT 基本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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