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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程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2003年09月23日批准，并自

2004年03月23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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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力值硬度计量技术委员会

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本规程委托全国力值硬度计量技术委员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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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型邵氏硬度计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A型邵氏硬度计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2 概述

    A型邵氏硬度计主要由压针、压足、试验力施加机构、压针伸出长度测量装置和指

示装置等部分组成。

    A型邵氏硬度试验的基本原理是将一定形状的钢制压针，在试验力作用下压人试样

表面，当压足平面与试样表面紧密贴合时，测量压针相对压足平面的伸出长度。邵氏硬

度值按公式 (1)进行计算:

                  HA=100一俞 (1)
式中:HA - A型邵氏硬度单位;

        l— 压针伸出长度，mm.

    试验力与A型邵氏硬度在数值上应符合关系式 (2):

                                    F=550+75HA                                (2)

式中:F - A型邵氏硬度计试验力，mNo

    A型邵氏硬度计 (以下简称硬度计)适合于中硬度的硫化橡胶和热塑性橡胶的硬度

测量。

3 计f性能要求

3.1 压针伸出长度和测量指示装置

3.1.1 压针伸出长度和硬度计示值关系符合公式 (1)要求。

3.1.2 压针伸出长度为最大时，硬度计示值为 (0.0士0.5) HA.

3.1.3 压针伸出长度为Omm时，硬度计示值为 (100.0士0.5) HA o

3.1.4 压针伸出长度为1.25mm时，硬度计示值为 (50.0士1.0) HAo

3.1.5 压针最大伸出长度应为 (2.50士0.04) mm,

3.2 压针表面状况

    压针顶端平面与压针轴线垂直，中心处在中轴线上，压针顶端平面和圆锥表面光

滑，不得有锈蚀和凹凸不平等缺陷。

3.3 压针几何形状

3.3.1 压针的几何形状如图1所示。

3.3.2 压针的压杆直径为 (1.25土0.15) mm,

3.3.3 压针顶端平面直径为 (0.79士0.03)二 。

3.3.4 压针顶端圆锥角，首次检定为 (35士0.25)0，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为 (35土
                                                                                                                                          1

免费标准网(www.freebz.net)

免费标准网(www.freebz.net) 无需注册 即可下载



JJG 304- 2003

0.75)0a

3.4 压针硬度

    压针的硬度不低于700HV10

3.5 压足几何尺寸

    压足中间的圆孔直径为3绍zsmm，孔心距离压足边缘至少6mmo

3.6 试验力

    硬度计试验力和硬度计示值关系符合公式 (2)要求，进程试验力允许偏差为

土80mN o

图1 邵氏A型硬度计压针几何形状

4 通用技术要求

4.1 外观

4.1.1 硬度计应有铭牌或标志，标明硬度计型号、编号、生产厂和制造日期，新制造

硬度计应有〔互】标记。

4.1.2 指针式硬度计表蒙应透明、清洁;刻度盘刻线清晰、平直;指针不得弯曲，指

针不得和刻度盘、表蒙接触;指针的摆动不得有卡住或晃动等现象。数字式硬度计数字

显示清晰，稳定。

4.1.3 硬度计压足和各涂覆表面不得有剥落、锈蚀、划痕等缺陷。

4.1.4 压针的移动灵活、平稳。

4.2 分辨力

    指针式硬度计的分度值不大于2HA;数字式硬度计的分辨力不大于M HAo

5 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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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检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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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条件

检定时室温为 (23 15) 0C，检定前硬度计在此环境温度下至少放置 lho

2 检定用设备

检定用设备见表 to

2 检定项 目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的项目见表2，其中压足几何尺寸、压针硬度可

以抽检。

表 2

检定项目 一 首次检定 使用 中检验

压针伸出长度和测量指示装置 + 一 +

压针表而状况 一
                                                          一

一 + 十
一

压针儿何形状 + +

                  一

压 针的硬度 十

压足几何尺 寸 +

试 验力 十 + +

注 :“+” 代表必检项 目，“一”代表可不检项 目。

5.3 检定方法

5.3.1 通用技术要求的检查

    按照本规程第4条的要求进行通用技术要求的检查。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允许存

在不影响计量性能的外观缺陷。

5.3.2 压针伸出长度和测量指示装置的检定

5.3.2.1 压针处于垂直向下的自由状态时，硬度计的示值应满足3.1.2的要求。

5.3.2.2 手握硬度计，使硬度计压针垂直与平整的玻璃板相接触，用手加压，使硬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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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压足平面与玻璃板平面紧密贴合，这时硬度计的示值应满足3.1.3的要求。

5.3.2.3 将标称值为1.25mm量块放在玻璃板上，手握硬度计，使硬度计压针插人量块

的孔内。用手加压，使硬度计压足平面与量块平面紧密贴合，这时硬度计的示值应满足

3.1.4的要求。

5.3.2.4 用标称值为2.46mm量块进行检定时，硬度计零位示值应产生变化;用标称值

为2.54mm量块进行检定时，硬度计零位示值应无变化。

5.3.3 压针表面状况和几何尺寸的检定
    压针表面状况和几何尺寸在工具显微镜上进行检定。检定时，将硬度计固定在专用

夹具上，使压针处于水平。沿压针轴线转动硬度计，变化方向以观察压针，压针表面状

态应符合3.2的要求。在两个互相垂直方向上测量压针压杆直径、顶端平面直径和顶端

圆锥角，每个参数在两个垂直方向上各测量 1次，各个参数每个测量值均应符合3.3.2,

3.3.3和3.3.4的要求。

5.3.4 压针硬度的检定

    压针硬度在维氏硬度计上进行检定，其结果应符合3.4的要求。

5.3.5 压足几何尺寸的检定

    压足几何尺寸用游标卡尺或工具显微镜进行检定，其结果应符合3.5的要求。

5.3.6 试验力的检定

    检定试验力时，硬度计压针应垂直向下。用硬度计试验支架或其他专用夹具固定硬

度计，在压针垂直位置放置测力仪，压针置于测力仪加力轴线压垫上。压垫可用一个高

约2.5mm、直径约2mm的金属圆柱，其顶部稍成凹形与压针顶端相适应。测力仪放上

压垫后示值置零。

    以最大试验力对硬度计预压3次，然后缓慢地上升测力仪或下降硬度计，把硬度计

试验力施加在测力仪上，不得振动硬度计，在硬度计示值 (20 -- 100) HA范围内均匀分

布5个点，读取硬度计进程时不同示值的试验力，带从动针的硬度计应读取从动针示

值。每个点以进程方向测量3次，每点试验力的每次测量结果均应符合3.6的要求。

    试验力的检定也可以采用在一定试验力情况下读取硬度计示值的方法。这时，依据

公式 (2)计算的不同试验力所对应的硬度计标称示值，要求检定3个进程均匀分布的

5个点，硬度计示值偏差应不超出士1 . OHA o

5.4 检定结果的处理

    经检定符合本规程要求的硬度计，发给检定证书;不符合本规程要求的，发给检定

结果通知书。

5.5 检定周期

    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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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A型邵氏硬度计检定记录

送检单位

出厂编号

检定性质:首次检定口

制造厂

室温

后续检定口

  型号规格

℃ 相对湿度 %

使用中检验口

一 外观

二压针伸出长度

检定 点
允差

(llA)

测量结果 (HA)

l 2 3 平均值 偏差

压针伸出长度为最大时

                                一

00士0.5

压针伸出长度为Omm 100.0士0.5

压针伸出长度为1.25mm时 50、0士D.5

三 压针几何尺寸

检定项 目 允差

                                          l

测量结果

伊
�一

9护

压针 直径 (1.25土0.15)mm

顶端平面直径 (0.79士0.03)mm

圆锥角 (35土025)“/(35士0.75)。

四 试验力检定结果

检定点
试验力标称值

        /N
允差/N

测量结果/N

1 2 3

士0.08

士0 08

{
士0.08

士」
一}

士0 08

士008

一
月

一
年

结论

检定员

检定记录号

核验员

检定证书号

检定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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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一 外观

二 压针伸出长度

检定点 主差
又HA)

测量结果 (HA)

1 2 3 平均值 偏差

压针伸出长度为最大时 0.0土0.5

压针伸出长度为Omm 100.0 t 0.5

压针伸出长度为1.25mm时 50.0土0.5

三压针几何尺寸

检定项 目 允差
M量结果

00 900

压针直径 (1.25士0.15) mm

顶端平面直径 (0. 79 t 0.03) mm

圆锥角 (35士0.25)0/(35土0.75)0

四试验力检定结果

检定点
试验力标称 值

        /N
允差/N

测量结果//N

1 2 3

土0.08

士0.08

士0.08

土0.08

士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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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一 外观

二 压针伸出长度

检定点 主差
又HA)

测量结果 (HA)

1 2 3 平均值 偏差 结论

压针伸出长度为最大时 0.0土0.5

压针伸出长度为Omm 100.0 t 0.5

压针伸出长度为1.25.m时 50.0 t 0.5

三 压针几何尺寸

检定项 目 允差
测量结果

00 900 结论

压针直径 (1.2510.15) mm

顶端平面直径 (0.7910.03) mm

圆锥角 (35士0.25)0/ (35 t 0.75)0

四 试验力检定结果

检定 点
试 验力标称值

      /N
允差/N

测量结果//N

1 2 3 结论

土0.08

士0.08

土0.08

t 0.08

t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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