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标准（国家级） 

 

一、特种设备设计文件鉴定、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 
特种设备设计文件鉴定是指对特种设备设计中的安全性能是否符合国家安全技术

规范有关规定的审查及必要的验证。 

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是指在特种设备安装、改造和重大维修过程中，在企业自检合格

的基础上，对特种设备安全性能是否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有关规定的监督验证，属一

次性检验。 

特种设备定期检验是指对投入使用后的特种设备进行的周期性常规检验检测，检验

周期和检验项目依据相关法规规定，目的是检验特种设备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状况。 

1. 电站锅炉安装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 

 

单机容量300兆瓦及以上发电机组电站锅炉的安装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按下表所列

收费标准计收： 

                       容量 
收费标准（元/台） 

项目 
300≤Q≤350 350＜Q≤660 Q＞660 检验周期

（年） 

安装监督检验 2300Q 2000Q 1500Q ----- 

外部检验 10000＋100Q 70Q 70Q 1 

内部检验 86000＋950Q 1000Q 1000Q 4~6 定期检验 

水压试验 8600＋95Q 100Q 100Q 8~12 

备注： 

① 表中容量 Q 表示发电机组的额定功率（兆瓦）； 
② 超临界、超超临界锅炉运行 5 万小时以上的定期检验加收 80Q，运行 10 万小时以上的定期

检验加收 166Q； 
③ 水压试验时，检验机构不提供试验设备、器材和操作人员的，在原收费标准基础上减收 50%； 
④ 强度校核按 500 元/部位计收； 
⑤ 配套压力容器检验按检验发生地规定的收费标准计收； 
⑥ 表中定期检验周期为参考值，具体周期按《蒸汽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规定，并结合大

修进行，原则上每两次大修进行一次水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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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管拖车定期检验 

 

长管拖车定期检验按下表所列收费标准计收： 

检验项目 全面检验 耐压试验 检验周期（年） 

300V 300V 3~6 收费标准（元/只） 

备注： 
① V 表示容器的容积（立方米）；  
② 强度校核按 300 元/部位计收； 
③ 耐压试验时，检验机构不提供试验设备、器材和操作人员的，在原收费标准基础上减收 50%； 
④ 气压或者气密试验按耐压试验的 150%计收，检验机构不提供试验设备、器材和操作人员的，

在原收费标准基础上减收 50%； 
⑤ 无损检测项目按检验发生地规定的收费标准计收； 
⑥ 表中定期检验周期为参考值，具体按 TSG R7001-2004《压力容器定期检验规则》第 3 号修

改单（国家质检总局 2008 第 16 号公告）规定执行。 
 

3. 大型游乐设施设计文件鉴定、安装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 

 

（1）设计文件鉴定 

设计文件鉴定收费标准为每个工作人日 2500 元，工作人日数 A 级游乐设施设计文

件鉴定 6-12 个，B 级游乐设施设计文件鉴定 4-6 个。 

 

（2）安装监督检验 

安装监督检验收费标准为，A 级游乐设施按下表规定收费标准执行，B、C 级游乐

设施按 A 级游乐设施收费标准（包括最低标准，下同）的 60%计收；移动式游乐设施

按 A 级游乐设施收费标准的 150%计收。 
 

 

收费表 
类  别 型式 最低收费 重量计算单位：吨 

收费计算（元） 
（元/台） 长度计算单位：米 

观览车类 全部 9000 元 230 元×设备重量+150 元×承载人数 

激流勇进 9000 元 230 元×设备重量+1000 元×船数 

木质过山车 9000 元 500 元×设备重量+200 元×承载人数 

滑道系列 6000 元 1000 元×设备重量+200 元×车辆数 
滑行车类 

滑行车类其他型式 9000 元 230 元×设备重量+200 元×承载人数 

架空游 
全部型式 8000 元 230 元×设备重量+150 元×承载人数 

览车类 

陀螺类 全部型式 7000 元 230 元×设备重量+200 元×承载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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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表 
类  别 型式 最低收费 重量计算单位：吨 

收费计算（元） 
（元/台） 长度计算单位：米 

飞行塔类 全部型式 7000 元 230 元×设备重量+200 元×承载人数 

转马类 230 元×设备重量+150 元×座位数 
全部型式 6000 元 

自控飞机类 230 元×设备重量+200 元×座位数 

峡谷漂流 8000 元 10000 元×(轨道长度÷400)+1000 元×船数 

碰碰船、水上自行车 300 元/辆 300 元/辆 

水滑梯 7000 元 230 元×设备重量+2000 元×道数 
水上游乐 
设施 

230元×设备重量+水系统2000元+控制系统2000
元 

其它 7000 元 

滑索系列 6000 元 8000 元×（滑索长度÷360） 

高空蹦极及弹射蹦
极 

9000 元 9000 元×跳台数 

小蹦极 3000 元 1500 元×跳台数 
无动力游 
乐设施 

飞人系列 7000 元 230 元×设备重量+2000 元×飞台数 

系留式气球 8000 元 8000 元×(运行高度÷20)+200×人数 

赛车类、小火
车类、碰碰车
类、电池车类 

全部型式 300 元/辆 300 元/辆 

 

 

（3）定期检验 

 

定期检验收费标准为，A 级游乐设施按下表规定收费标准执行，B、C 级游乐设施

按 A 级游乐设施收费标准（包括最低标准，下同）的 60%计收；移动式游乐设施按 A
级游乐设施收费标准的 150%计收。 

收费表 
类  别 型式 最低收费 重量计算单位：吨

收费计算（元） 
（元/台） 长度计算单位：米

观览车类 全部型式 5000 元 160 元×设备重量＋100 元×承载人数 

激流勇进 6300 元 160 元×设备重量＋800 元×船数 

木质过山车 6300 元 350 元×设备重量＋150 元×承载人数 

滑道系列 4000 元 800 元×设备重量＋150 元×车辆数 
滑行车类 

滑行车类其他型式 6300 元 160 元×设备重量＋150 元×承载人数 

架空游 
全部型式 6300 元 160 元×设备重量＋100 元×承载人数 

览车类 

陀螺类 全部型式 5000 元 160 元×设备重量＋150 元×承载人数 

飞行塔类 全部型式 5000 元 160 元×设备重量＋150 元×承载人数 

转马类 4000 元 160 元×设备重量＋100 元×座位数 
全部型式 

自控飞机类 4000 元 160 元×设备重量＋150 元×座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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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表 
类  别 型式 最低收费 重量计算单位：吨

收费计算（元） 
（元/台） 长度计算单位：米

峡谷漂流 6300 元 8000 元×(轨道长度÷400) ＋1000 元×船数 

碰碰船水上自行车 200 元/辆 200 元/辆 

水滑梯 5000 元 160 元×设备重量＋2000 元×道数 
水上游乐设施 

160 元×设备重量＋水系统 1000 元＋控制系统
1000 元 

其它 5000 元 

滑索系列 4400 元 8000 元×（滑索长度÷360） 

高空蹦极及弹射蹦
极 

7500 元 7500 元×跳台数 

小蹦极 2000 元 1000 元×跳台数 
无动力游乐设

施 

飞人系列 5000 元 160 元×设备重量＋1500 元×飞台数 

系留式气球 4000 元 6000 元×(运行高度÷20) ＋150×人数 

赛车类、小火
车类、碰碰车
类、电池车类 

全部型式 200 元/辆 200 元/辆 

备注： 按《特种设备质量监督与安全监察规定》(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令第13号)规定，大型游

乐设施的定期检验周期为1年。 

 

4. 客运索道设计文件鉴定、定期检验和安装监督检验 

（1）设计文件鉴定 

客运索道设计文件鉴定收费标准为每个工作人日 2500 元，工作人日数见下表： 

型式 类别 工作人日数 

单线固定抱索器索道 全部型式 6-8 

脱挂式索道 全部型式 12-16 

双线往复式索道 全部型式 10-14 

客运缆车 全部型式 10-14 

总体工艺

设计文件

鉴定 

拖牵索道 全部型式 6-8 

客运索道驱动迂回装置 全部型式 8-10 

客运索道固定抱索器 6-8 
客运索道抱索器 

客运索道脱挂抱索器 8-10 

客运索道吊椅 6-8 

客运索道吊厢、吊篮（单线架空索道） 6-8 

设备设计

文件鉴定 
客运索道运载工具 

客运索道客车（往复式索道及客运缆车） 8-10 

全部型式 6-8 客运索道托压索轮组 

 

（2）定期检验 

客运索道定期检验按下表所列收费标准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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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费      类别 客运架空索道 客   运 标准（元/米） 客运缆车 
拖牵索道项目 脱挂式 双线往复式 单线固定抱索器式

9 8 6 8 年度检验 3（低位）

18 16 12 15 5（高位）全面检验 

备注： 
① 高位拖牵索道是指拖牵索距地面高度大于 2m 的拖牵索道，低位拖牵索道是指拖牵索距地面

高度小于 2m(含 2 m)的拖牵索道； 
② 客运架空索道、客运缆车最低计费长度为 1000 米，长度大于 2000 米的，超过 2000 米的部

分按上述收费标准的 50%计收；客运拖牵索道最低计费长度为 100 米； 
③ 按照《特种设备质量监督与安全监察规定》(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令第 13 号)和《客运缆车

安装监督检验与定期检验规则》(TSG S7002-2005)规定，客运架空索道和客运缆车的全面检验周期为

3 年。 

 

（3）安装监督检验 

客运索道安装监督检验收费按客运索道定期检验中的全面检验收费标准的 200%计

收。 
 

二、特种设备型式试验 
特种设备型式试验是指为验证特种设备新产品及其关键部件的安全性能是否满足

基本安全技术要求而进行的检验和试验，属一次性试验。实施型式试验的主要产品包括：

压力管道元件、大型游乐设施、起重机械、电梯、客运索道、场(厂)内机动车辆和爆破

片及爆破片装置。 

检验机构对上述产品进行型式试验时，所需样品的运输费用由受检单位支付，如由

检验单位负责试验所需样品加工或非标产品试验工装加工，实际发生费用由受检单位支

付。 

1. 压力管道元件 

组
别 品种 典型产品 收费标准 备注 

无缝、焊接钢管 
A 级 2500 元/件 
B 级 2000 元/件  

晶粒度、显微组织、脱碳

层检验另按 15%计收，不

锈钢无缝钢管晶间腐蚀、

不锈钢焊接钢管展平试验

另按 10%计收 

第
一
组 

金属管子 
 
管件 

  
金属管
子 

 法兰 

有色金属管 3500 元/件  
  

支吊架 

 3000 元/件 铸铁管 

 
无缝、有缝管件 2500 元/件 金属管

件 
  3500 元/件 锻制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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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品种 典型产品 收费标准 备注 

 
铸造管件 3000 元/件   法兰 

钢制管法兰 3500 元/件  
 
紧固件 

紧固件 500 元/件  
 
支吊架 

 4000 元/件 支吊架 

 300 元/件 性能检验 

 短期静液压 5000 元/件 
强度试验 

 压缩复原 1100 元/件 
性能检验 

 

热稳定性 250 元/件  非金属
材料管 

耐候性老化时间 10 个月，
老化后断裂伸长率、短期
静液压试验、热稳定性试
验，另按 9000 元计收 

800 元/件 耐应力开裂
非金属管
子 

 
 管子 

PE 阀门密封试验、开启扭
矩、制动阻力、氧化诱导
期、熔体流动速率、启动
机械部分承受弯曲载荷和
弯曲之后的密封性、启动
机械阻力、冲击载荷、长
期内部压力等检验，另按
12000 元/件计收 

性能检验 800 元/件 

第
二
组 

  
管件 管件 
  
法兰 法兰 

非金属
材料管
件 

 短期静液压 5000 元/件 
强度试验 

 性能检验 900 元/件 非金属
材料法
兰 

 短期静液压
强度试验 1500 元/件 

计费公式： 
nn 203005000 DpY ++=

材质试验加收 10%；热态
排放试验，双方协商收费。

式中：Y，元； 安全阀 
      公称压力，MPa；np
      公称直径，mm。nD
计费公式： 

调压阀、闸阀、球阀、蝶阀、
截止阀、止回阀 

nn 1080500 DpY ++=  
式中：Y，元； 
      公称压力，MPa；np
      公称直径，mm。nD

压力密封与材质试验加收
10%。 

第
三
组 

阀门 

 非金属材料壳体阀门 1500 元/件 

其它特种阀门 5000 元/件（常规试验） 其它项目另议 

 
金属波纹膨胀节 5000 元/件 

 其它型式金属膨胀节 4000 元/件 

非金属材料膨胀节 8000 元/件  

第
四
组 

膨胀节 
波纹管 

 金属波纹管 5000 元/件 

 密封元件 1300 元/件 第 密封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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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品种 典型产品 收费标准 备注 

 防腐管道元件 2500 元/件 特种元件 五
组 

 阻火器 5000 元/件 

备注：直径大于 300 毫米、厚度大于 8 毫米的管子、管件型式试验按协议收费。 

 

 

2. 大型游乐设施 

大型游乐设施型式试验收费标准为，A 级游乐设施按下表规定收费标准执行，B、
C 级游乐设施按 A 级游乐设施收费标准（包括最低标准，下同）的 60%计收；移动式游

乐设施按 A 级游乐设施收费标准的 150%计收； 
 
 

收费表 
类  别 型式 

最低收费 重量计算单位：吨 
收费计算（元） 

（元/台） 长度计算单位：米 

观览车类 全部型式 9000 元 230 元×设备重量＋150 元×承载人数 

激流勇进 9000 元 230 元×设备重量＋1000 元×船数 

木质过山车 9000 元 500 元×设备重量＋200 元×承载人数 

滑道系列 6000 元 1000 元×设备重量＋200 元×车辆数 

滑行车类 

滑行车类其他型式 9000 元 230 元×设备重量＋200 元×承载人数 

架空游 
全部型式 8000 元 230 元×设备重量＋150 元×承载人数 

览车类 

陀螺类 全部型式 7000 元 230 元×设备重量＋200 元×承载人数 

飞行塔类 全部型式 7000 元 230 元×设备重量＋200 元×承载人数 

转马类 230 元×设备重量＋150 元×座位数 
全部型式 6000 元 

自控飞机类 230 元×设备重量＋200 元×座位数 

峡谷漂流 8000 元 10000 元×(轨道长度÷400) ＋1000 元×船数 

碰碰船水上自行车 300 元/辆 300 元/辆 

水滑梯 7000 元 230 元×设备重量＋2000 元×道数 

水上游乐设
施 

230 元×设备重量＋水系统 2000 元＋控制系统
2000 元 

其它 7000 元 

滑索系列 6000 元 10000 元×（滑索长度÷360） 

高空蹦极及弹射蹦
极 

9000 元 9000 元×跳台数 

无动力游乐
设施 

小蹦极 3000 元 1500 元×跳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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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表 
类  别 型式 

最低收费 重量计算单位：吨 
收费计算（元） 

（元/台） 长度计算单位：米 

飞人系列 7000 元 230 元×设备重量+2000 元×飞台数 
 

系留式气球 8000 元 8000 元×(运行高度÷20)+200×人数 

赛车类、小火
车类、碰碰车
类、电池车类 

全部型式 300 元/辆 300 元/辆 

 

 

3. 起重机械 

类    别 收费标准（元/台） 
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门座起重机、塔式起
重机、升降机、缆索起重机、桅杆起重机、流动
式起重机、铁路起重机、机械式停车设备 

10000 

轻小型起重设备 5000 
整机 

旋臂式起重机 3000 

3000(用于单梁起重机) 
起重量限制器 

6000(用于双梁起重机) 

起重力矩限制器、防坠安全器 5000 安全保护装置 

制动器 7000 

起升高度限制器 2500 

备注： 

① 桥式、门式、门座式、升降机、缆索、桅杆、流动式、铁路起重机，额定起重量大于 50 吨

时，每增加 10 吨（不足 10 吨按 10 吨计）加收 500 元； 
② 轻小型起重设备的额定起重量大于 5 吨时，每增加 1 吨（不足 1 吨按 1 吨计）加收 50 元； 
③ 塔式起重机额定起重力矩大于 315 吨米时，每增加 10 吨米（不足 10 吨按 10 吨计）加收

200 元； 
④ 机械式停车设备层数超过 20 层时，每增加 1 层加收 2000 元； 
⑤ 涉及寿命或可靠性试验项目的，另加收 10000～15000 元； 
⑥ 上述起重机含防爆性能或绝缘性能的加收 10%。 

 

 

4. 电梯 

类别 品种 收费标准 品种 收费标准 

整机 电梯 8700 元/台 杂物梯 3600 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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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扶梯 6500 元/台 自动人行道 6500 元/台 

渐进式安全钳 6500 元/对 绳头组合 870 元/套 

瞬时式安全钳 2200 元/对 玻璃门（轿壁） 2900 元/块 

耗能型缓冲器 2900 元/只 导轨 2200 元/2 根 

蓄能型缓冲器 2200 元/只 链条 1500 元/根 

非线形缓冲器 4400 元/只 梯级或踏板 8700 元/只 

限速器 3300 元/台 扶手带 870 元/根 
部件及安全 
保护装置 

门锁 4700 元/把 限速切断阀 3600 元/只 

曳引机 6500 元/台 液压泵站 5800 元/台 
含有电子元件的安全
电路 扶梯驱动主机 6500 元/台 5800 元/块 

控制柜 3600 元/台 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7500 元/台 

 

5. 客运索道 

型式试验收费标准为每个工作人日 2500 元，工作人日数见下表： 

类别 型式 工作人日数

固定抱索器客运索道驱动、迂回装置 6-8 

单线脱挂式 10-14 

双线脱挂式 12-14 

脱挂式客运索道驱动、迂回

装置 

单线双环路脱挂式 14 

单侧承载人数≤30 人 6-8 

客运索道驱

动迂回装置 

30 人<单侧承载人数≤100 人 8-12 

往复式客运索道驱动、迂回

装置 

单侧承人数>100 人 10-14 

客运缆车驱动、迂回装置 6-8 

客运索道固定抱索器 6-8 客运索道抱

索器 客运索道脱挂抱索器 8-12 

客运索道吊椅 10-12 

客运索道吊厢、吊篮（单线架空索道） 10-12 
客运索道运

载工具 

客运索道客车（往复式索道及客运缆车） 10-14 

客运索道托

压索轮组 

全部型式 4-6 

高位拖牵索道 4-8 
拖牵索道 

低位拖牵索道 2-3 

备注：涉及寿命（可靠性）试验项目的，另加收 10000～13000 元 

 

6. 场（厂）内机动车辆 

型式试验收费标准为每台 9000～13500 元；寿命（可靠性）试验收费标准为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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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13500 元。 

7. 爆破片与爆破片装置 

规格 收费标准（元/批次） 规格 收费标准（元/批次）

DN≤100 6000 400＜DN≤500 9500 

100＜DN≤200 7000 500＜DN≤1000 10000 
12000 200＜DN≤300 8000 DN＞1000 

300＜DN≤400 9000 — — 

备注： 
① 本表 DN 表示爆破片公称直径，单位为毫米； 
② 蒙特尔合金、康耐尔合金等特种合金材料的，按上述收费标准的 150%计收； 
③ 高温爆破试验加收 2000 元，低温爆破试验加收 4000 元； 
④ 试验所用夹持器等附件由制造单位提供。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