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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合格评定术语国际标准发布

 国际标准化组织（I S O）发布了修订后

的《ISO/IEC 17000:2020 合格评定— 词汇和

一般原则》。该标准将取代现行的I S O/I E C 

17000:2004。该标准由I S O合格评定委员会

（CASC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合作

制定，规定了与合格评定有关的一般术语和定

义，包括合格评定机构的认定。该标准有助于

全球合格评定术语使用的标准化，也有助于政

策制定者在监管和国际条约框架内的贸易便利

化。新版标准纳入了新的术语和定义， 一方

面使其与新版 ISO 9000系列标准和其他合格评

定标准保持一致， 另一方面以反映合格评定

领域发生的技术或其他变化。

ISO发布石油和燃气管理体系新

标准

近日ISO正式发布了《ISO 29001：2020石

油、石化和天然气产业-部门特定质量管理体

系-对产品和服务提供组织的要求》 。该标准

将取代现行技术规范ISO/TS 29001：2010，本

次最重要的修订是该标准与ISO 9001:2015相

一致。新版ISO 29001标准以ISO 9001:2015为

基础，通过定义补充要求，并提供了配套的

指南，以促进部门内质量要求的标准化。ISO 

9001:2015更加重视业务目标和风险管理。

ISO 50004:2020 助力企业实现节

能减排目标

 新版国际标准ISO 50004: 2020《ISO 50001

能源管理体系实施、保持和改进指南》日前正

式发布。该标准是以ISO 50001：2018《能源管

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为代表的ISO能源管

理体系系列标准之一，旨在帮助组织采用系统

的能源管理方法实现能源绩效的持续改进。ISO 

50004：2020适用于各类组织，不论其能源管理

的基础如何、是否具有能源管理体系实施经验。

标准为用户提供了实施能源管理体系的想法、示

例和策略。ISO 50004由ISO/TC 301能源管理与

能源节约技术委员会组织制定，ISO/TC 301秘书

处由美国（ANSI）和中国（SAC）联合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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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C颁发首张ISO 14090证书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向北京四良科

技有限公司颁发了ISO 14090气候变化适应报告

核查证书。这也是CQC在气候变化适应领域内

颁发的首张证书。《ISO 14090适应气候变化-

原则、要求及指南》是国际标准化组织2019年

6月发布的全球首个气候变化适应标准。CQC

提供的ISO 14090气候变化适应报告核查服务可

以帮助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类组织针对不可逆转

的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进行影响评估、积极制

定实施有效的适应计划和适应措施，从而提升

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增强可持续经营能力、稳

固供应链，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大贡献。

澳大利亚启用新的工业化学品管理机构和体系 
 澳大利亚新的工业化学品管理机构和体系—澳大利亚工业化学品引入管理署（AICIS）日前已经正

式启用。AICIS将对化学品监管采取“风险比例”的方法，在其认为低风险或中等风险的物质投放市

场之前，不会对其进行评估。新监管机构表示，希望此举能鼓励企业远离“高风险”物质，并将重点

关注这些物质的评估工作。新框架根据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风险将其分为五类。其中三类是针

对风险较低的化学品，不需要AICIS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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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 TR 24028:2020助力解决

AI中的信任问题

 为了解决AI中的信任问题，ISO和IEC发

布了一份新的技术报告ISO/IEC TR 24028:2020

《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可信度概

述》，研究与可信度相关的问题，分析可能影

响提供或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可信度的因素，并

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任何规模的行业都

可以使用该项技术报告。ISO/IEC TR 24028的

主要内容是概述提高AI技术系统中的信赖度和

减轻AI系统漏洞的方法，以及提供如何将可信

赖度嵌入IT系统的指南。除此之外，该技术报

告还将帮助标准界更好地理解和识别AI中的特

定标准化差距，以及明确如何通过制定标准来

缩小这些差距。

多项六西格玛国际标准酝酿出台

 国际标准化组织统计方法应用委员会六西

格玛实施中统计及相关技术应用分委会（ISO/

TC 69/SC7）2020年年会日前以在线会议的形式

召开。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

印度六个国家的十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

讨论了正在制定的4项标准ISO 13053-1《过程

改进的定量方法 精益和六西格玛 第1部分：方

法》、ISO 13053-2 《过程改进的定量方法 精

益和六西格玛 第2部分：工具与技术》、《六

西格玛设计》以及正在预研阶段的《六西格玛

术语标准》现阶段的研制情况。此外，ISO/TR 

22914《方差分析示例研究》已完成最终稿提交

中央秘书处进入发布程序；ISO 13053-1通过了

委员会草案(CD)阶段投票；其他各项标准也在

按计划向前推进。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发布铁路车辆

耐撞性要求标准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 发布了一项新

标准《EN 15227:2020 铁路应用— 铁路车辆的耐

撞性要求》，以帮助减轻列车碰撞的后果， 使

乘客乘坐铁路车辆更加安全。该标准由 CEN 下

设的“铁路应用”技术委员会（CEN/TC 256）

制定。EN 15227 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根据

最常见的碰撞类型，确定铁路车辆车体能够承

受的碰撞条件。该标准规定了适用于新设计的

机车、 客货列车驾驶车辆和客货列车（如有轨

电车、地铁、干线列车），客运轨道车辆的耐

撞性要求，还规定了用于设计碰撞场景的参考

障碍物模型的特征以及减少碰撞事故后果的被

动安全要求，当预防事故的所有可能性都失败

时，还建议设置了一些附加保护手段。

美ASTM正在制定预防人体工效学

危害标准

 美国材料与实验协会（ASTM ） 下属外骨

骼和外骨骼套装委员会（F48） 宣布正在制定一

项新标准《ASTM WK73074 防止人体工效学危

害和外骨骼损伤的新指南》（ ASTM WK73074 

New Guide for the Prevention of Ergonomic 

Hazards and Injuries from Exoskeleton Use），旨

在为外骨骼的设计、建造和使用提供功能性人

体工程学指导。外骨骼的使用可能会放大现有

的人体工程学风险因素，或引入新的人体工程

学危害。该指南旨在告知用户潜在的危险，并

就如何评估危险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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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ISO发布旨在提高医疗器械安全性的配套标准

降低和管理与医疗器械相关的风险是重要行业标

准ISO 14971的目标。ISO刚刚修订完成优化其使用

的详细指南。

ISO/TR 24971《医疗器械——ISO 14971应用指

南》是全球公认的风险管理标准ISO 14971《医疗器

械——医疗器械风险管理应用于医疗器械》的配套

文件。2019年12月更新的ISO标准规定了医疗器械相

关的风险管理术语、原则和流程，包括医疗器械软

件（SaMD）和体外诊断（IVD）医疗产品。

 最近发布的技术报告（ISO/TR 24971）对如何

最有效地使用本标准提供了详细的指南，阐明了本

标准的要求，并包含了如何达到这些要求所应遵守

的建议和实例。这个报告采用了与ISO 14971:2019

相同的结构和相同的条款编号，以便于使用。

旨在供医疗器械制造商使用，ISO 14971和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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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ISO、IEC发布新标准，包括旨在提高医疗器械安全性的配套标

准、有关婴幼儿配方奶粉营养成分测试新标准、关于保护线上隐私和同意

权标准，以及给海上风电场运营者带新鲜空气的新标准等。质量与认证

（ID：cncete）将ISO、IEC最新动态整理如下：



TR 24971设计为一起阅读和应用，提供了有关如

何识别与医疗器械相关的危险以及测量和管理相

关风险的信息。

 这两个文件是由ISO/TC 210的医疗器械质量管

理和对应的一般方面技术委员会和国际电工委员

会IEC/TC 62的医疗实践中电气设备技术委员会共

同制定，世界各地的许多监管机构都积极参与了

这项工作。可以从所在国家的ISO成员处获得或通

过ISO商店购买这些标准。

ISO发布有关婴幼儿配方奶粉营养成分测试

新标准

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营养标签是一个受到严格

监管的领域，这意味着对其所含营养成分有严格

的规定。ISO有一套行业认可的用来测定这些营养

素的系列国际标准，最新的一项相关标准刚刚发

布。

婴幼儿配方食品的目标是优化婴儿的健康成

长，许多国家都对其所含成分和所需的营养质量

水平作出了规定。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制定的

国际标准（也称为“食品法典”）为这些标准的

制定奠定了基础。

测定这些产品中特定营养素水平的方法很多，

但许多方法已经过时，或者没有对目前市场上所

有类型的婴幼儿配方奶粉进行验证。此外，有多

种方法会使得真正的标签难以监控。

为 了 验 证 标 签 的 合 规 性 ， A O A C 

INTERNATIONAL与ISO和国际乳制品联合会

（ I D F）合作制定了一些 I S O国际标准，作为

SPIFAN 项目（婴幼儿配方奶粉和成人营养品利益

相关者小组）的一部分。该项目带动了婴幼儿配

方食品和成人营养品中20种或更多优先营养素的

标准方法性能要求和分析方法的开发。

该系列的最新版本是ISO 23443 《婴幼儿配方

食品和成人营养品——通过反相超高效液相色谱法

（RP-UHPLC）测定β-胡萝卜素、番茄红素和叶黄

素》。叶黄素、β-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是母乳中的

类胡萝卜素，这些成分通常被添加到婴幼儿配方食

品和成人营养品中，叶黄素对视力和认知功能非常

重要，β-胡萝卜素可提供维生素A活性。

制定该标准的工作组召集人埃里克 •科宁斯

（Erik Konings）说，这些标准对婴幼儿配方食品行

业和消费者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因为它们是

真正的国际合作结果，以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和促进

贸易。

他说：“这些标准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来证

明其符合国家和国际法规，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全

球统一的测试方法，与该行业的其他标准制定组

织，如AOAC国际和IDF保持一致。”

“更为重要的是，此合作得到了ISO重要合作伙

伴Codex的高度赞赏，这对全球一致性和整体质量

的提高至关重要。”

ISO 23443和该系列中的其他标准是由 ISO/TC 

34食品技术委员的第14工作组（WG 14）“维生

素、类胡萝卜素和其他营养素”制定，该工作组的

秘书处由法国和巴西的ISO成员AFNOR 和ABNT联

合承担。系列标准可以从所在国家的ISO成员处获

得或通过ISO商店购买。

IEC发布关于保护线上隐私和同意权标准

IEC发布关于线上隐私的IEC 29184标准。

掌上智能手机和健康监测器等随身设备的数量

已经超越了家庭和办公室中的通用串行总线连接的

增量。

这类智能设备会收集并处理你的个人数据，包

括地理位置、生物统计数据、使用设备的频率和时

长等。这是合法的，能帮助人们客观地了解自己，

比如掌控自己的睡眠习惯。但这也为一些公司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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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授权就利用此类数据推广产品和服务提供了

大量的机会。

 随着人们逐渐了解智能设备收集的信息类型，

许多用户表达了不安。不管是“有人在盯着我”的

不适感，还是个人信息被无耻地出售给第三方，人

们对线上隐私的这些担忧都是无可非议的。 

 由ISO和IEC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

委员会1）共同制定的新标准，详细介绍了ISO/IEC 

29100中的隐私原则的实施。新标准中特别是涉及

到同意权和选择权（原则1），开放性、透明度和

注意事项（原则7）。

 委员会主席安德里亚斯•伍尔夫（A n d r e a s 

Wolf）博士指出，“人们担心线上服务会收集和使

用个人身份信息（PII）。在很多情况下，这是由于

没有明确说明如何处理、存储、维护和管理PII。这

项新的国际标准将有助于给人们带来亟需的清晰说

明和保证。”

 ISO/IEC 29184不仅更清晰地说明了线上设备会

收集哪些PII，会如何使用它们，而且能帮助人们更

好地了解他们在连接服务时所授权的内容，以及至

关重要的一点，了解如何撤回授权。

ISO发布给海上风电场运营者带新鲜空气的

新标准

随着海上风能为可持续发电提供了急需的方

式，ISO 29400为管理相关运营提供了最佳方法指

南。

与陆上风电场相比，海上风电场具有多项优

势。它们地理位置优越，便于收集风能，给人们造

成的视觉和噪音影响也更小。有没有消极的一面？

安装及维修风电场可能会带来重大的技术挑战。

 现在，新的国际标准ISO 29400《船舶与海洋技

术-海上风能-港口和海上作业》，为海上风电场规

划建设港口及海上作业提供了全面的要求和指南。

这项标准由ISO船舶和海洋技术委员会制定，该项

标准覆盖了全部与海上风电场运作有关的文件和工

作。

 技术委员会主席李彦庆说：“新标准是全面

的，涵盖了港口和海上作业所需的系统、设备和流

程，以及为安全执行这些操作而制定的方法或程

序。”

 ISO 29400涵盖了从组件的设计和分析到支持关

键活动（如海上运输和调试工作）的维修操作，包

括组件更换等修修操作，以及海上风电场的停用和

重新部署。

 无论对计划中的还是现有的海上风电场，新标

准都是非常珍贵的。

 标准框架可确保个人信息的数据隐私

 人和设备产生大量的数据。有些是私人数据。

我们在健康和运动应用程序中输入信息，而医疗设

备则监控和收集与健康相关的数据，比如血糖水

平。我们保存信用卡信息以便在线支付，零售业跟

踪我们的购物习惯和偏好，以改善服务、产品以及

推销。

 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机动车驾驶证等个人身份

证明文件将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用于身份证

明。

 1、我们的数据会发生什么？

 你是否曾经思考过，你的个人数据有多少被获

取，存储在何处，如何被使用，以及可能与谁共

享？是否有可能把所有的信息碎片拼凑在一起，从

而使你的身份被重新鉴定？

 人们越来越担心数据隐私以及使用数据带来的

意外后果，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2、对负责IEC和ISO数据使用工作的伊恩•奥珀

曼（Ian Oppermann）进行的采访

 一种方法是开发一个控制框架，该控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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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定数据中个人信息(PI)的敏感性水平，即PI因

子。该框架还将考虑在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使用数

据，例如收集、分析或输出。

 3、IEC e-tech部与伊恩•奥珀曼（Ian Oppermann）

联系，了解正在开展的最新工作。 

“我们正在考虑数据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收

集、传输、存储、分析、修改见解、长期存储、数据

共享协议、数据共享网络和数据使用网络。”基本上

有三个主要领域：数据共享和使用框架、数据敏感

性，以及数据质量。”

 IEC发布地热蒸汽轮机新标准

 地球上广泛分布着大量的清洁地热资源。与大多

数其他可再生能源不同，地热能全年可用，具备固有

的存储能力，而且不受天气条件的影响。地热能自有

的存储能力使其成为理想的稳定能源，可以补偿来自

太阳能或风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

1、如何利用地热能？

地热能产生于从地球内部流向地表的连续热流。

地热发电厂提引井下的热水或蒸汽，这些井可以深入

地下的储集层。随后，发电厂利用各种技术将热能转

换为电能：

 •干蒸汽发电厂从地下储集层中提取高温蒸汽，驱

动汽轮机发电。

 •闪蒸地热发电厂采用温度在182摄氏度以上的

水，转换为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蒸汽冷却后凝结

成的水被注入地下，再次利用。

 •双循环地热发电厂可以使用低至57 摄氏度的

水。热能被用于加热一种可在低温下变成蒸汽的流

体，蒸汽被推动通过汽轮机发电。水不会接触到流

体，而是被重新注入井中，在井中再次被加热，如此

循环往复。

2、关于蒸汽涡轮机的新IEC标准

为了使地热行业持续蓬勃发展，尤其是作为化石

燃料的有效替代品，地热发电技术必须满足适当的安

全和性能基准。IEC国际标准确保地热行业所使用的

系统和设备通过测试，并达到适当的质量和效果标

准。IEC/TC 5技术委员会制定了蒸汽汽轮机额定值和

测试的规格和标准。2020年，该技术委员会发布了规

定蒸汽轮机要求的重要标准IEC 60045-1第二版，该标

准现在还包括了自动化安全规范。这项标准可用于地

热蒸汽轮机，也可以用于集中式太阳能发电厂（另一

种可再生能源）中使用的涡轮机。

3、新冠疫情期间地热能成为化石燃料的可行替代

品

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导致油价降至史上最低水

平，已经跌破开采成本价。许多人将此视为推动石油

公司向地热能源行业转型的机会。很多石油公司此前

已经开始投资可再生能源领域。

“地热与石油、天然气之间的重叠之处在于勘

探，钻探和生产。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对地球次表面

的专业理解，需要运用专业知识来找到正确的钻探位

置、钻孔的方法、需要什么设备，以及如何使用这些

设备。当下的危机使很多石油和天然气钻探公司的熟

练工人处于待命状态。这些工人可以被重新部署到地

热部门。”国际地热协会（IGA）执行主任玛丽特•布

罗默尔（Marit Brommer）在接受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

策网（REN21）的采访时说。

如果石油公司抓住这次机会，至少部分地转向地

热能，IEC国际标准将助其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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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质量管理为何难以 “全面”

经验交流

我们的全面质量管理 “全面” 吗？

因部分人受 “质量就是质量部门的事情” （此乃

陈旧的质量管理第一阶段 “质量检验” 、第二阶段 

“统计质量控制” 的观点）观点误导，不主动参与产

品质量工作，使质量工作者（特指质管部人员）面对

全面质量管理的重任 “心有余而力不足” ，全面质

量管理工作难以 “全面” 。

如何实现 “全面” 质量管理？

建立质保体系乃明智之举。质保体系是为稳定

产出合格品，从设计、生产、包装交付等全过程，

建立的一套严密、协调、高效的管理系统，其明

确 “各部门及人员” 在质量管理中的职责权限、

文／葛恒年

——质量工作的感悟与思考

当前，我国已发展到全面质量管理阶段。此阶段成功企业的实践经

验证实：产品质量是产品形成全过程中相关人员和因素共同铸就的，须

全员参与全过程的质量控制，方能实现产品质量的稳定和提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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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标准、信息反馈机制，使各项工作标准化、程

序化、效率化。有人问：那质管部门何用？其实，

体系明确其核心的职责还有：把握质量制高点，用

六西格玛等先进管理，感知异常趋势，实现预防为

主。当有不合格时，用分析改进工具，从人机料法

环等因素改进和减少质量问题。此类职责正是体系

对全面质量管理的战略目标。

  怎样建立质保体系？

“  体系早建了，仅外审或业务推广时才用得

上！” 产生此让人啼笑皆非状况的根源是：未认

清体系是全球成功企业质量管理经验的集成，其严

密、协调、高效的系统，能促使企业提高管理水平

和产品质量！于是对建立的体系重视不够，未结合

自身特点生搬硬套而运转不灵或纯属空架子未宣贯

和执行！

为此，笔者梳理了下列质保体系的核心要求。

供质量负责人结合实况融会贯通，确保体系适用有

效。

一、 基础性和总体性要求

1.职责

与产品质量形成过程相关的：质量负责人，技

术负责人，设计、工艺、采购、检验/试验、校准/检

定，内审，质量管理，生产操作，产品防护等人员

的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应有文件规定。

质量负责人：应有能力胜任，懂全面质量管理，

熟悉产品法律法规、实施规则/细则，体系由其建

立、实施和保持，应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直接对

总经理或老板负责，其具有的能力能确保体系贯彻

执行。

2.资源

应配备必须的生产及检验试验仪器设备、必要能

力的人员以稳定产出合格品，保持适宜产品生产、

检验试验、储存等必备的环境和设施。

关注点：检验试验仪器在数量上应满足满负荷

检验之需；按规定对检验试验仪器校准或检定：如

电线电缆CCC细则规定需对例行和确认检验的仪器

设备做校准或检定；内校人员需经正规培训取得资

格；对外校或检定机构资质及能力范围须查证；外

校和检定结果企业须做计量确认；按规定对检验试

验设备做功能检查（有实施规程及记录；对失效时

的措施：能追溯并有记录）：如电线电缆产品CCC

细则规定应对电压试验设备及火花机做功能检查；

随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如标准变化、人员变动、设

备设施更换，须重新确定和调整资源。

3.文件和记录

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程序，以确保对体系相关的

控制文件、必要的外来文件和记录的控制。产品设

计标准或规范应不低于该产品标准要求，设计文件

含必要的图纸、样板、关键件/原材料清单、工艺文

件、作业指导书等。

通常应建立并保持的文件：与质量有关人员的职

责权限及相互关系；文件和记录控制程序；产品设

计文件（设计标准、产品图纸等）；过程控制文件

（工艺文件、作业指导书等）；采购文件；合格供

应商名录；关键件/原材料进货检验/验证、例行和确

认检验、内部质量审核、产品变更控制程序；生产

设备维保制度；内校（如有）规定。

通常应建立并保持的记录：关键件 /原材料采

购、进货检验/验证、使用记录；过程控制及其检验

记录；成品例行和确认检验记录；仪器设备校准/检

定记录；外部送检、计量机构资质材料；功能检查

记录及其功能异常时采取措施的记录；外部不合格

信息及原因分析、处置、纠正措施记录；内审记录

等。

4.产品一致性及标志

此要求应贯串产品形成全过程，为确保产品与

型式试验合格样品一致性及与标准符合性，产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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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过程参数。

 2.5 建立设备维保制度。

 2.6 过程检验及例行、确认检验。

 据产品实施规则（细则）、标准要求，建立含

检验频次、项目、内容、方法、判定等内容的程

序；按程序实施例行、确认检验并保持实施记录；

明确过程检验要求。

 三、 分析改进

 建立发现、分析问题、自我完善与改进机制。

 1.不合格品控制

 含关键件/关键原材料、过程品和成品及外部反

馈的不合格，均应在控制范围。应有效利用质量工

具：如针对质量改进工作程序的PDCA循环；针对

信息来源的调查表；针对原因分析的因果图；最终

形成DIVE或5D报告。

 不合格品控制要做到三 “不放过” ，即没找到

责任和原因 “不放过” ；没找到纠正措施 “不放

过” ；责任人未受教育 “不放过” 。要规定不合

格品非预期使用要求。

 2.内部审核及管理评审

 通过内审自查自纠，达到自我改进目的。按规

定对相应条款内审，其结果应作为管理评审的输

入，管理评审注重对重大改进项目的落实。

 综上

 建立质保体系，能充分调动员工主观能动性和

对质量的参与意识，实现真正的  “全面” 质量管

理。

构、关键件/关键原材料型号或牌号及其供应商须按

规定申请批准方可更改；成品铭牌标志及过程中的

产品标识均应受控。可行时，采用ERP、物联网等

现代化管理。

 二、 产品实现

 1.采购和关键件控制

 1.1 采购控制

 采购文件中，须明确技术要求以确保成品合

格；须建立合格供方名录并从中采购；

 1.2 进货检验/验证、定期确认检验

 2.生产过程控制

 2.1 据产品特点识别关键工序及特殊工序并明确

控制重点

 如电线电缆产品：

 圆形聚氯乙烯绝缘护套电线工序通常为：拉丝

→退火→束或绞→绝缘挤包→成缆→护套挤包→印

字→成圈。除印字和成圈外均是关键工序。退火和

挤包也是特殊工序。

 识别的关键/特殊工序需包括产品细则规定及行

业公认的关键/特殊工序。在此基础上，因企业自动

化等条件不同，可以增加关键/特殊工序。

 2.2 对关键工序操作员能力进行评价，并通过考

核合格方可上岗。

 2.3 必要时对关键工序尤其是特殊工序应制定作

业指导书。

 2.4 对特殊过程的过程参数进行监视、测量。

 特殊过程指过程的结果不能或难以经后续检验

或试验加以验证，仅在产品使用后问题才显现的过

程。如电线电缆的特殊过程是退火和挤包工序：退

火温度、（罐式）压力和时间及挤包温度和速度是



基于零缺陷生产模式下的质量管控

 一、零缺陷的概念

 零缺陷概念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

由被誉为“全球质量管理大师”、“零缺陷之父”

的菲利浦•克劳士比（Philip B. Crosby）提出“零缺

陷”思想，并在美国推行零缺陷管理。后来，零缺

陷生产的概念传到日本，在日本制造业中得到了全

面推广，使日本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得到迅速提高。

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些企业陆续引进零缺陷管

理，包括笔者所在的单位。

 二、零缺陷管理要点

 零缺陷，顾名思义，就是完美无缺，100%，多

数人都持有这种观点，就传统文化来说，多数人认为

要实现100%正确是不可能的。零缺陷理论核心是：

“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它是一个过程质量指标，

在理解“零缺陷”时，要注意产品质量与工作质量在

概念上的区别：“零缺陷”属过程工作质量的范畴；

而产品质量是通过过程工作质量形成的。

零缺陷管理指的是过程的工作质量。做好零缺陷

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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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一些企业进行质量管理调研时，时常发现一些企业提出“零缺

陷”的概念，有些甚至将其确定为企业的质量方针，这是值得倡导的，这

表明企业质量发展的宗旨和方向。而在随后的深入研讨中，却发现零缺陷

的应用存在着千差万别，一些企业脚踏实地的探索零缺陷质量管控的方

法，逐步固化并展开，成为企业的知识和习惯；而另外一些企业，仅把此

作为一种口号，哪怕标语写在墙上，却依然掩盖不住其质量管理方法的缺

失和对零缺陷认识的不足。

文 | 付万师  王宜太



管理，需要抓住以下要点：

需求明确，每个过程要完全满足客户的要求，

包括下道工序，因为下道工序是上道工序的客户；

预防在先，按客户要求的内容做好各种准备，建立

基于风险的思维模式，预防可能发生的问题；一次

做对，作业中要第一次做对，正确的做事，不能把

工作过程当纠错场，这是零缺陷理论的核心；准确

衡量，保持MSA（测量系统分析）的有效，任何

失误都以定量分析其结果，不用抽象的名词，不用

含糊不清的表达；责任到位，把产品质量和过程的

“零缺陷”分解成目标，将责任落实到各个部门各

个岗位，按计划分步实施。

每一个员工都是责任主体，只有全体员工都掌

握了零缺陷的思想，人人想方设法消除工作缺陷，

才会有真正的零缺陷运动，管理者要赋能于员工；

零缺陷意识，利用各种方式不断地扫除员工心理障

碍，从思想上认识到实现“零缺陷”有利于公司也

有利于自己，改变做人做事的不良习惯。

一般认为“人总是要犯错误的”，所以对于工

作中的缺点和出现不合格品持容忍态度，不少企业

还设立事故率、次品率等，纵容人们的这种观念。

零缺陷管理抛弃“难免论”，认为人都有一种“求

全”的基本欲望，希望不犯错误，把工作搞好；

激励机制，把实现“零缺陷”的绩效与个人在公司

组织中的地位和收入直接挂钩，奖优罚劣；强化训

练，持续改进：通过学习、技能竞赛等强化技能提

高，确保实现过程“零缺陷”；人人坚持“不接

收、不生成、不输送”不合格品的原则；创建零缺

陷质量文化,打造全员重视质量的氛围；零缺陷既是

一种质量控制方法，也是质量管理的一个工具。

三、实施零缺陷管理的步骤

做好零缺陷管理不容易，除了改变传统之外，

还需要员工的知识、技能、质量管理工具、统计知

识、设备设施等资源，在实施中往往不能坚持，这

需要最高管理者的决心。实施零缺陷管理可采用以

下步骤。

一是，建立推行零缺陷管理的组织。公司的最

高管理者要亲自参加，表明决心，做出表率；要任

命相应的领导人，建立相应的制度；要教育和训练

员工。

二是，确定零缺陷管理的目标。确定零缺陷小

组(或个人)在一定时期内所要达到的具体要求，包

括确定目标项目、评价标准和目标值。

三是，进行绩效评价。小组确定的目标是否达

到，要由小组自己评议，为此应明确小组的职责与

权限。

四是，建立相应的沟通机制。鼓励员工即时发

声，尤其当出现问题时，对于不属于自己主观因素

造成的错误原因，如设备、工具、图纸等问题，应

向上级指出错误的原因，提出建议，也可提出相关

的改进方案。项目组要定期交流信息。

四、零缺陷管理与ISO 9001、TQM（全面质

量管理）、精益生产、六西格玛管理之间的关系

企业的质量文化建设是和质量管理的工具和系

统的应用联系在一起的，ISO 9001、TQM、精益生

产、六西格玛管理是现代企业常用的管控工具，理

解并有效运用这些工具或体系，将有效的推动零缺

陷管理。

ISO 9000族质量保证体系是企业质量管理的基

础，非常重要，是支持TQM、零缺陷管理及精益生

产的基本条件。

TQM是在ISO 9000系列基础上，对生产型企业

的品质管理进一步深化与控制，从经营的角度，创

造各部门的品质控制与改善，是零缺陷的基础。

零缺陷不仅仅限于企业内部制造过程质量要

求，对于其他管理工作、供应商亦应提出零缺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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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标准，强调预防过程管理。

零缺陷生产管理模式是达到六西格玛水平有效的

质量管理方法之一。

精益生产是为了高效的管理，其思想是以市场为

导向，进行拉动式生产而实行资源整合全面管理，包

括优化生产工作流程，减少多余的环节，推行零库

存，降低成本，目的是提高生产工作效率，减少浪

费，提高工作质量，使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它

涉及企业内部更多精细化管理，是一项更深层次、更

有效、更全面的管理，重点关注质量、成本、交付

期、库存、安全等，系统性的应用工具多达十几个，

包括价值流、连续流、看板管理、目视化、标准化

等。零缺陷生产是实现精益生产的一种方法，同时还

需借鉴精益管理的一些工具。

五、某企业实践案例解析

零缺陷理论在具体应用时，要结合企业实际，从

产品特性、工艺特点、员工素养、自动化水平等方面

综合考量，创建富有特色的零缺陷管理模式，笔者一

再强调，引进先进的管理工具，千万不要生搬硬套。

某企业在实施精益生产和众多质量管理工具的基础

上，创建了自己的零缺陷管理模式，主要做法如下。

首先，系统管理需要明确零缺陷是通过工具和系

统的应用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系统，建立《零缺陷管

理手册》，内容包括最高管理者职责，零缺陷管理团

队及组织构架，职责分工，建立过程清单，历史问题

数据收集识别，目标设置，培训支持，关键工位确

认，帮助链清单（设备需求、软件等），每日错误和

缺陷记录和分析，帮助链审核，解决问题的效率，指

标检查，目视化管理、标准化(SOP)等。

其次，管理工具应用需要借助精益生产和质量管

理等方面的工具，包括安灯管理、公共看板工具应

用、问题解决方法报告、过程审核、质量审核、员工

技能矩阵建设、培训、质量管理五大工具中PFMEA

（过程实效模式及后果分析）、MSA、SPC（统计过

程控制）等，这些需要企业具备一定的管理素养。

再次是数据采集与统计分析，包括每日数据记录

（ SIR（客户投诉率）/CAL（客户品质保证）/FPY

（一次合格率）和分析以及错误和缺陷控制，持续改

进系统。

将以上这些整合在一起，系统性、制度性推进，

零缺陷管理保持稳定运行，成为企业质量管控的一种

方法、一套系统、一种工具。经过连续18个月零缺陷

管理的实践，该企业质量指标取得了明显的改进，

SIR下降了25%，CAL提升了20%，FPY提高10%。

另外，在一些企业推行的WCM(WORLD CLASS 

MANUFACTURING世界级工厂制造)系统中，“零缺

陷”是作为工作目标和管理工具应用相互推动的。

在推行零缺陷管理过程中，避免急功近利，急于

求成。改变传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耐心与毅

力。可以从局部（一个车间或者一个班组）试点，摸

索成熟后不断提炼总结，向全公司逐步推广，这也是

现代企业实现卓越运营所采取的过程管理的有效路

径，即方法—展开—学习—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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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知识点解密

一个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与其战略发展、管理方

法、系统支持、运行控制及外部环境息息相关。一

个组织对某个领域无论是否建立了管理体系，只

要组织认为是需要的，都会对这个特定的领域实施

管理，其管理的深度和广度，会依据组织自身的需

求来确定。当需要对一个特定领域实施系统化管

理时，若按照一个特定管理体系标准的要求实施管

理，这无疑是一种全面的、有效的和高效的选择。

了解特定管理体系的起源与发展、分类及构成、标

准核心内容及相互关系以及其系列标准的特征表现

和作用，是掌握特定管理体系深层认知的基础。

质量管理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是组织管理体系中有关质量的部

分，用于组织建立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的管理，包

括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和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一

组要素。组织拥有一个正规的质量管理体系，将对

其长期发展起到重要支持作用。

管理体系标准分为三类：

A类：管理体系要求标准。这类标准主要向市

经验交流

场提供有关组织的管理体系的相关规范，通过评

定，以证明组织的管理体系是否符合内部和外部

要求。

B类：管理体系指导标准。这类标准通过对管

理体系的各要素提供附加或独立指导，帮助组织

实施和（或）完善管理体系。

C类：管理体系相关标准。这类标准就管理体

系的特定部分提供详细信息或就管理体系的相关

支持技术提供指导。

 质量管理体系系列标准的特征表现：

 1 、理论性。质量管理体系系列标准以

ISO9000标准为理论基础，为质量管理提供了基本

概念、管理原则和基础术语。其他标准也不同程

度地涉及了相关的管理理论。这些管理理论已经

通过实践证明可以为相关方带来价值。

 2.要求性。质量管理体系系列标准中唯一的要

求性标准是ISO 9001标准，标准中的核心条款的

要求不但是组织在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质量管

理体系时必须满足的，还是质量管理体系审核评

价的重要准则之一。

当一个组织需要对特定领域实施系统化管理时，按照特定的管理体

系标准实施管理将更为高效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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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改进性。改进(追求持续成功)是管理体系的

核心理念之一，多个标准中都体现了这种思想。此

外，ISO 9004还提供了超出ISO 9001标准要求的追

求持续成功的质量管理方法。其他相关支持性标准

还提供了专项的改进方法。合格评定系列教程中，

《质量管理方法与工具》一书也提供了改进的工

具。

 4.评价性。ISO 19011标准为评价质量管理体系

提供了审核管理方法，为系统地持续改进提供了重

要支持。

 5.关联性和独立性。

 质量管理体系系列标准的主要作用有：

（1）对于一个组织，这些特征都可以在组织中

加以应用。

（2）对于组织的投资方、供方、员工和顾客，

可以增强他们对组织的信心。

（3）对于政府监管方，可以将部分质量管理体

系的标准加以推广或作为要求加以实施。

（4）对于组织的其他相关方，可以按照需求，

把质量管理体系系列标准中的一个或几个标准应用

于合作或义务的协议。

 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是组织管理体系的一部分，主要

用于管理环境方面的管理体系，以使组织履行合规

义务，有效应对风险和机遇。ISO 14000系列标准是

国际标准化组织汇集全球环境管理及标准化方面的

专家，围绕着环境影响，在总结全世界环境管理科

学经验基础上制定的多个要求及指南性环境管理的

国际标准，涉及环境管理体系、环境审核、环境绩

效评价、生命周期评价、术语和定义产品中的环境

因素及可持续发展等国际环境领域内的诸多焦点问

题。

  环境管理体系系列标准具有以下特征：

  1、理论性。ISO 14000系列标准除了采纳了ISO 

9000标准的部分理论基础外，还建立了与环境相关

的基本概念、环境因素应考虑的事项、生命周期评

价、环境标志声明等环境管理所特有的理论基础。

相关的理论内容在相应的标准中均给予了不同程度

的说明。

  2.要求性。ISO 14000系列标准中最核心的标

准是ISO 14001该标准在高层结构中属于A类标准，

具有要求性。标准中的核心条款的要求不但是组织

在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环境管理体系时必须满足

的，还是环境管理体系审核评价的重要准则之一。

 3.改进性。ISO 14000系列标准中以ISO 14001、

ISO 14004提出的改进机制为基础，帮助组织建立自

我发现问题和自我解决问题的运行机制，实现环境

绩效的持续改进，其他支持性标准也提供了专项的

改进方法。

 4 .评价性。除了I S O 19011标准为评价环境

管理体系提供了审核管理方法外，I S O 14020、

ISO 14021、ISO14024、ISO 14025、ISO 14031、

ISO 14040、ISO 140044、ISO 14045、ISO 14047、

ISO14064等标准均为专项环境事项的评价提供了指

南。

 5.关联性和独立性。ISO 14000系列标准中提供

了多个独立的管理方法标准，这些标准为相关方拟

实施某个专项管理提供了良好的方法。任何相关方

可根据需要，可独立地使用ISO 14000系列标准中的

任何一个标准。

  环境管理体系系列标准的主要作用有：

 1、对于一个组织，这些特征都可以在组织中加

以应用。尤其是帮助组织建立并实施一个系统的环

境管理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预防或减轻不

良环境影响、减轻潜在的不利环境条件对组织的影

响、协助组织履行合规义务、提高环境绩效、使用

生命周期的观点控制或影响组织的产品和服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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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财务和运营效益的统一、与相关方进行环境信息交

流。

 2.对于组织的投资方、供方、员工、顾客和政府

监管方来说，该系列标准可以增强他们对组织的信

心，提高环境保护的意识和合规意识。在具体操作

中，组织可把ISO 14000系列标准中的一个或几个标

准应用于合作或履行义务的协议，消除贸易壁垒，实

现环境、社会和经济三大支柱的平衡。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组织管理体系的一部

分，用于管理相关职业健康安全方面的管理体系，以

使组织履行合规义务，应对风险和机遇。职业健康安

全方面的管理体系管理的主要对象是与从事组织工作

或与工作相关活动的人员的职业健康安全。一个组织

在实施其业务运营管理过程中，许多活动依靠人来完

成，因此，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条件可以预防与工作

相关的伤害和健康损害。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可以消除或降低职业健康安全

风险，实现组织的预期目标。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系列标准的特征表现：

 1、理论性。ISO 45001标准除了采纳了ISO 9000

和ISO 14001标准的部分基础理论外，以现代安全科

学中的系统安全理论为基础，还包括了与职业健康安

全相关的基本概念、危险源应考虑的事项、风险评

价、工作人员的协商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所特有的

理论内容。同时，参考了ISO 20400《可持续采购指

南》、ISO 6000《社会责任指南》、ISO 31000《风

险管理指南》、ISO 37500《外包指南》、ISO 39001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ISO 

Guide 73《风险管理词汇》、IEC 31010《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技术》等标准中相关理论内容。

 2、要求性。ISO 45001标准在高层结构中属于A

类标准，具有要求性。标准中的核心条款的要求不但

是组织在建立、实施、持和改进环境管理体系时必须

满足的，还是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评价的重要

准则之一。

 3、改进性。ISO 45001标准本身及OHSAS 18002

标准分别提出了改进的要求和指南，强调对风险的控

制采用动态管理，对方针目标的适宜性、法律法规的

适用性、危险源和风险的变化进行跟踪、评价和改

进，以确保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绩效不断提高。

 4 、评价性。评价性表明，我们可以按照

ISO19011标准评价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运行

的符合性和有效性。

 5、具有关联性和独立性。职业健康管理体系其

他指南性标准的发布都可为ISO 45001标准的深入应

用提供指南，同时，任何相关方可根据需要独立地使

用这些标准。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作用：

 1、组织通过对其内外部因素的分析，可以策划

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包括系统地辨识危险源和风

险评价，从而为组织实施和改进职业健康安全绩效提

供一个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预防人身伤亡事故和

职业病的发生。

 2.组织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由被动强制行为向主

动自愿行为转变，推动职业健康安全法规和制度的贯

彻执行，改善组织与工作人员、公众、政府及非政府

机构之间的关系，促进组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高

组织的声誉。

 3.在世界经济和贸易共同体中，建立国际公信

力，消除贸易壁垒，使合作伙伴对组织建立长期信

心，提高市场竞争力。



产品质量过程控制环节及

对策分析

产品质量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的。产

品质量过程控制不仅是为了确保产品质量符合相关

国家标准规定的使用性能和功能的质量要求，而且

是对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质量管理体系生产和服务

控制程序进行连续的日常检查和验证，也是一种质

量活动评价和分析的措施。因此，产品质量过程

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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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没有产品质量，谈不上产品市场占有率和企业可持续发

展。产品质量是指使用性能和预期的功能，能给用户带来使用价值和满足用户的需求。

要使产品质量真正得到顾客满意，一是产品技术标准必须符合国家标准且达到产品使用

性能的要求，二是产品的质量过程控制覆盖产品从生产制造到销售服务全生命周期过

程。这就需要企业有效运行质量管理体系，以可靠的生产制造设备来实现生产制造，生

产过程中的工艺成熟，技术、操作等人员满足生产产品的工作要求，并确保产品质量从

“原材料——制造生产——产品出厂——售后服务”形成可追溯的PDCA循环。

控制不仅是一种产品质量控制方法，还是在产品生产

制造及工艺控制过程中起到为产品质量“把关”的作

用，从而降低不合格产品交付的风险，促进企业产品

质量合格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企业实现产品全面

质量管控的关键，可达到做精产品、满足用户对产品

各种要求的目的。所以，企业应经常开展对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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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运行状况评价、产品生产制造过程控制、设计

及工艺方法改进等工作，从而有效地实现产品质量

过程控制，真正打造企业的产品美誉度，提升在行

业中的知名度。笔者认为，可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

作。

切实加强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规范产

品生产制造过程

切实了解当前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现状。企

业的质量管理体系是基于ISO或GB质量管理体系

标准，不能照搬同行业质量管理，应以企业实际规

模、生产设备、生产工艺及生产制造过程确定具有

个性化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模式。企业所编制的确

定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其内容中产品质量有关部门

人员的工作内容与实际相符，所规定的工作程序和

相关目标的要求能为企业提供规范和指导，并为全

体人员实现所策划的目标而共同努力。由于在实际

生产制造过程中，企业本身一些客观条件发生了一

些变化，或因企业少数人的抵制情绪，可能会导致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实施中偏离所规定的目标，从而

使质量管理体系运行与企业生产实际脱钩，也就是

人们常说的企业生产过程中所做的与体系文件上所

写的不相符，这就要求企业加强对质量管理体系运

行有效性的审核。

 切实加强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审核。质量

管理体系的审核，其实质就是对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与企业体系运行符合性的日常检查。一是企业要确

定生产过程和所需的资源来实现质量管理体系目

标，并为获得预期的运行效果，从组织结构、人员

安排、资源配置及环境等方面实施有机一体的质量

管理体系；二是企业组织机构设置要与企业自身运

作情况相结合，资源配置满足生产制造要求，同时

对各部门的职能职责进行明确分工，避免所设定的

职能职责与生产工作流程不符；三是企业质量管

理体系在实际运行当中，往往会因为企业某些人的

思想守旧，不愿意接受体系管理程序的新要求，停

留在原有的习惯思维或所谓的经验上，没有按体系

文件所要求进行运行；也可能因体系运行触动了企

业相关部门的小利益对体系运行置之不做，造成体

系运行偏离了预期轨道，影响企业产品质量，造成

产品质量风险。所以，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审

核，就是通过日常检查管理不断发现体系运行中的

“漏洞”，同时通过企业有效进行年度内部质量体

系审核和企业管理评审，针对质量管理体系存在的

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不断进行质量持续改进，特别

是对设计、工艺中的先进方法加以固化，指导操作

员工不出差错，真正实现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

运行。

切实加强产品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进一步规

范工作流程

产品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包括：产品中主要原辅

材料的进货及检验、生产制造过程中工艺过程和工

序过程及检验。特别是在产品重要工序点、关键环

节点设立过程控制点，用文件见证点（R）、现场见

证点（W）、停工待检点（H）进行区别对待，同时

根据质量管理体系中不合格的控制程序、特殊过程

控制程序、产品放行检验过程控制程序、产品质量

追溯性控制程序等加强产品环节控制，有效地对员

工、 设备、 原材料、工艺方法、环境、测量等因素

进行质量控制。

加强产品质量过程环节控制，不断提升企业质

量管理水平

加强生产过程中不合格品过程控制。不合格产品

包括：产品采购中的原辅材料不合格品、产品生产

检验过程中不符图纸、工艺的不合格品、半成品的



不合格品、最终产品的不合格品等。一是生产制造

现场中所发现的不合格品必须标识清晰、摆放符

合要求，要与其他合格品等类物品隔离、区分，严

禁混放在一起；二是对于降低使用标准而让步接收

的不合格品，首先是要征得用户同意并得到用户书

面放行的通知书，经企业有关授权放行人员批准方

可放行；三是对于以高代低的产品或原材料由公司

设计主管批准，并得到用户同意签字认可后代用。

所有不合格品在进行不合格处理时，出现报废、返

工返修、让步接收、改为他用等处理情况，均应严

格按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所要求的，认真履行审批权

限，任何人不越权审批，确保体系运行受控。

 加强产品制造过程中特殊过程的质量控制。产

品制造过程中特殊过程是指输出的结果不能由后续

的监视或测量加以验证，其特性是在产品使用后或

交付后才能表现出来的性能。如焊接产品的焊缝机

械性能，只有在产品使用中才能知道焊接性能的好

坏，因此产品焊接过程中就是特殊过程，也是质量

控制的关键过程。特殊过程要从人、机、料、法、

环进行控制，应做到人员进行培训并持证操作，所

运行的设备处于良好状态，所采购的原辅材料经检

验符合标准要求，产品的设计及工艺规范齐全并满

足标准，操作环境如温湿度、光照强度等满足生产

环境要求，所使用的计量检测设备在有效期范围内

并对过程参数和结果进行实时监测。同时，制造企

业要对影响产品主要性能的铸造过程、焊接过程、

原材料过程等主要控制指标设置合理要求。主要指

标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主要原材料进货过程，如

材质证明书、规格及外观质量等；铸造过程，如理

化性能报告、毛坯尺寸及热处理记录等；加工过

程，配合尺寸、公差要求；焊接过程，焊缝表面质

量（如焊高、焊缝宽度、焊缝中心凹陷等外观）、

焊缝内在质量（包括气孔、夹渣、裂纹、未熔合、

未焊透等）状况；主要辅（焊接材料）材进货过

程，焊丝（条）型号和规格、焊材质量证明书、

焊剂清洁度、颗粒度等均应引起重视，同时还要

关注焊条（焊剂）烘干温度、保温时间等；涂装

工艺过程，油漆工艺、油漆品牌（包括附着力、

耐腐蚀性）等；温湿控制及操作方法；无损检

测，超声波设备灵敏度、无损检测工艺、渗透检

测方法及人员等。

 加强检验过程的质量控制。制造企业中生产

制造过程的关键检验过程有：铸件的无损检测和

理化试验，型材（主轴、板材等）无损检测和原

材料光谱分析及机械性能，焊接件的无损检测和

焊接尺寸检查，产品的静水压试验，精加工尺寸

及配合尺寸，公差的检测等， 如：无损检测中超

声波、渗透检测，操作人员必须执证上岗，同时

操作过程要随时观察、调整探头及灵敏度等，确

保不漏检。特别是产品进行静水压试验时，操作

者应经常检查水压设备的压力表准确性、水压密

封性及水压试验中存在的泄漏，保证承压设备产

品在无泄漏情况下所需的承受压力和稳压时间满

足相关标准要求。

  产品在理化性能试验时应注意如下事项：

产品取样，如铸件、焊接件、原材料的取样要具

有典型代表性，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试样加工尺

寸、精度应根据铸件、原材料、焊接件相关标准

要求，明确取样方向、取样类型及取样位置，否

则会对试验真实性带来影响；定期对静水压试验

设备进行校准，确保设备符合要求；成品检验不

仅要注重表面质量，而且要对相关配合尺寸进行

符合性检查，要用合格的测量器具对产品图纸中

关键尺寸进行测量。

 加强产品追溯性的质量过程控制。产品追溯

性质量控制就是指产品在生产制造过程中，任何

一个工序（或一个过程）的完成，都应按质量体

系文件要求记录其检验结果及存在问题，并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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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上或记录上做好操作工及检验员的姓名、时间、

操作工序、材质牌号等质量状态标识，做到物、

卡、标识一起流转。这样不仅让后续的工序知道上

道工序的产品质量，也便于追溯上工序产品操作工

姓名、操作时间、操作工序，真正做到责权明确、

追溯有效、员工工作责任意识不断提升。在产品现

场生产质量控制检查中，严格执行产品质量跟踪管

理制度，重视产品的追溯性管理，才能做到凡事有

人负责、凡事有据可查、凡事有章可循。在产品出

厂交付时，产品质量放行人员要在产品质量合格证

书签字并附有出库发运单、产品重要零件的履历簿

等，随产品发货一起流转，以方便用户了解产品质

量及性能指标。若产品在使用时出现问题，能及时

反馈给制造企业，是制造企业进行质量改进的重要

依据。

 加强产品质量过程控制的人员管理

 关键岗位及特殊过程的人员要实行持证上岗管

理。上岗证的关键不仅是岗位的重要性，关键是操

作人员的技能影响着产品质量重要性。企业可通过

不定期对不同员工所操作同一过程的内容进行巡

查，考查不同员工的操作技能水平，其中包括操作

人员的工作态度、操作人员的工作水平、操作人员

的质量意识等，从中也可了解企业对员工操作培训

是否到位、规范，从而提高人员素质，降低产品发

生缺陷的可能性。

 设备管理人对设备运行状态中的维护及保养。

一是通过对设备台账和保养维护记录的查询，可知

设备台账是否及时更新，所填写的保养记录是否做

到及时、规范，关键参数的监控是否有效等。如现

场在用的机床设备处于检修状态，而维修保养记录

中却查不到该设备保养记录，这说明设备是出现故

障停止运行时才被发现，企业设备管理员未按要求

做好点检、保养。因此，根据设备本身情况应做好

相应的维护和保养工作，从而提高设备运行效率，提

高企业生产效率，加快产品生产进度及交付活动。

 原辅材料进货检验员的管理。要查看检验员对原

辅材料进货手续是否齐全，是否按进货检验规范的要

求进行检验产品。同时，现场检查原辅材料中的标识

与实物是否一一对应，原辅材料所存放位置是否按企

业要求做到碳钢与不锈钢分类摆放，防碳污染。

 工艺人员的管理。现场检查工艺文件（工艺指导

书、工艺流程卡）是否在操作人员现场可查看，工艺

文件的版本是否是最新版本、具备唯一性，并与作业

内容相符。工艺流程卡与检查工艺指导书是否按产品

要求进行编制，不存在遗漏现象，具备可操作性，易

执行。工序质量控制点和产品质量中控制要素要进行

明确，才能做到产品质量记录内容全面、不遗漏。

 生产区6S现场人员的管理。这包括现场生产区整

体环境是否进行整理、整顿、整洁，特别是产品区域

划分是否进行标识，所划分的位置是否清晰明了，所

标识的绿色安全通道是否顺畅，生产作业环境是否满

足产品质量要求等。

计量检测人员的管理。检查现场计量计器具的质

量控制，包括检测仪器仪表的计量检定标签是否在有

效期内，是否对有特殊要求的产品做好温湿监测记录

等。特别是数控机床、自动化仪器设备等运行软件的

使用、版本更新等需进行有效确认，以满足产品生产

要求。

半成品库、成品库的产品及原辅材料的存储质

量控制

 半成品库、成品库的产品及原辅材料的存储质量

控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存放保管要符合产品可追溯

性控制程序，所有产品（ 半成品库、成品库的产品

及原辅材料等）的摆放应整齐有序，按企业要求分类

管理，不混淆，对碳钢、不锈钢等产品应做好防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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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碳污染等措施，标识要清晰；产品存储要处于完好

状态，对存在不合格现象的产品（不合格产品、半成

品等）做到隔离有效、区分类别，保证不混用，清晰

明了。

结语

产品质量过程控制，是整个制造企业的工作之

重，不仅与企业生产、质量、计量、设计工艺、销售

等相关部门和人员相关联，还直接影响着产品生产制

造的全过程实现。因此，企业的产品质量过程控制不

仅是企业质量管理部门和员工的事情，也是企业全体

员工的事情，企业要运用三级（即公司级、部门级、

班组级）质量过程控制，运用全面质量管理（事前、

事中、事后）在不同阶段制定相关措施进行质量过程

控制，同时要充分利用产品质量数据和统计分析图进

行产品质量预测，为提升企业产品质量做出决策。只

有切实加强产品质量过程控制，严把产品质量关，规

范生产制造过程操作方法，才能做精产品，不断降低

企业生产质量成本，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从而提升

企业质量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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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冰箱澳洲能效标准

AS/NZS 4474:2018重点内容解读

客户服务

 电冰箱澳洲能效标准AS/NZS  4474:2018[1]将取代

原能效标准AS/NZS 4474.2；与能效标准配套使用的测

试方法标准也发生变化，由原来的AS/NZS 4474.1调整

为AS/NZS IEC 62552.1~3:2018，新标准的发布标志着

澳洲在电冰箱性能测试方法上迈入了采标IEC标准的

阶段。

A S/N Z S I E C 62552.1~3:2018等同采用 I E C 

62552.1~3:2015，在测试要求上的不同则在AS/NZS 

4474:2018中给出。AS/NZS 4474:2018中不仅规定了传

统能效标准所规定的能效等级标识及注册相关的技术

要求，还规定了耗电量测试的特殊要求。正确理解消

化AS/NZS 4474:2018标准，为电冰箱产品出口澳洲检

测和注册提供技术支撑。

一、能效标识及性能准则的要求

 冰箱出口澳洲需要进行能效备案，备案报告中

除包含能效标识、MEPS限值相关内容外，还需提

供降温、储藏温度、化霜期温度回升等性能指标

的符合性证明。

  1.能效标识

 澳洲能效标识由星级指数SRI来进行能效等级的

划分，共分为15个等级，最低1星，最高10星，含5个

半星星级。星级越高，产品越节能。 

 2.MEPS限值

 MEPS限值是能效标准的又一项重要指标，SRI

代表能效的水平高低，MEPS则是进入市场的入门门

槛。产品是否能够满足MEPS限值要求，是将产品的

目标MEPS耗电量（PMEC）与MEPS截止线相比较来

进行判定。 

 3.性能准则要求

（1）降温试验

 降温试验目的是考核器具是否具有足够的制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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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环境温度43℃、空箱、温控器调至最有利的设

定确认电冰箱是否可以在6h内达到规定的降温温度。

（2）储藏温度试验

 储藏温度试验的目的是确定器具的间室类型，进

而确定器具类型。验证试验则是为了确认间室类型是

否与制造商的宣称一致。标准规定储藏温度试验是在

16℃和32℃下进行，要求每个宣称的间室类型在上述

环境温度下均能满足其间室温度的要求。

（3）化霜及恢复期温度回升

化霜及恢复期温度回升的目的是考核器具在化霜

及恢复期温度回升及回升时间是否超过规定值，确保

不会因为回升温度过高或高温的时间过长导致食品变

质而引起食物浪费。为了确保食品不会变质，带有化

霜控制的器具，在耗电量测试时化霜运行期间，冷

冻间室任意传感器最大温度超过0℃的时间不应超过

20min。每个化霜和冷冻间室的传感器都要考核。验

证试验时，可以选择冷冻间室特性温度≤特性温度的

单值法测试即可，即选择低温档测试。

 二、耗电量要求

 耗电量测试方法等同采用IEC 62552.3:2015[2]的方

法，由稳定状态耗电量、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

化霜周期、装载耗电量、辅助装置耗电量等五部分组

成，在能效标准中却规定了耗电量的特殊要求，作为

对IEC标准的完善，同时简化测试程序，使得耗电量

测试较IEC标准节省测试时间。澳洲标准用于确定星

级指数和MEPS限值的耗电量的组成和要求也是不同

的。

 1.特殊功能设定要求

（1）智能功能在耗电量测试时的设定

 带智能功能的器具，测试时智能功能处于待使

用状态但不激活。任何宣称的用来降低测试时耗电

量的自动控制功能在测试时应处于失效状态，若

无法使其失效，则应对测得的耗电量进行修正E dai ly-

adjusted=Edaily+2×Pr×0.024；在目标年耗电量PAEC计算

时，使用调修正的日耗电量参与计算。

（2）变温室间室类型的选择

 若器具带有变温室，则变温室选择最高能耗间室

类型来进行耗电量测试，并用该值来确定比较耗电量

CEC以及SRI。

 若变温室的调节，使得器具类型发生变化，则用

最高能耗间室类型下测得的耗电量值确定的CEC和能

效等级、MEPS限值必须备案，制造商可以选择宣称

哪些器具类型星级和MEPS限值，但每种宣称的器具

类型其标识和MEPS限值都要注册。

 变温室所有的宣称间室类型均应满足降温和储藏

温度试验的要求，注册时仅需提供最高能耗间室类型

的降温和储藏温度试验结果即可。

 器具上的标识应以基础类型即能耗最高的间室类

型来确定。

 2. 耗电量的确定

（1）耗电量组成

 确定能效星级时，需在16℃和32℃下都进行耗电

量测试，含装载耗电量，32℃装载耗电量必须测试，

16℃则可以选做；而确定MEPS限值仅需要32℃下的

耗电量测试结果，不含装载耗电量。

（2）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Edf

 △Edf确定时，若是确定能效标识用耗电量，则按

照如下要求。

 压缩机运行时间型化霜控制，则用化霜及恢复期

耗电量增量实测值的1.3倍；其他化霜控制，则用实测

值的1.9倍；且化霜及恢复期耗电量增量实测值计算时

将化霜加热器产生的增量和装载的增量分成两部分来

计算。

 化霜及恢复期代表性的温度偏差△Thdf-i选取实测

值。

 化霜间隔按照方法标准附录D确定。

 若是确定MEPS限值，则直接用实测的化霜及恢

复期耗电量增量来确定耗电量，不需要有调整系数。

 增量△Edf采用方法标准规定的方法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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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偏差△Thdf-i为0。

可变化霜化霜间隔默认60h，其他按方法标准的规

定。

（3）装载能效Efficiency load

 按照澳洲标准，装载能效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获

得。

 a.按照AS/NZS IEC 625523:2018实测环境温度32℃

和16℃下的装载能效，取两种环境温度下装载能效的

算术平均值作为装载能效值。

 b.仅用32℃下实测装载能效值作为最终的装载能

效值。

 c.按照美标ASHRAE 额定工况获得的压缩机额定

COP的0.4倍作为最终的装载能效值；对变频压缩机，

COP在最高转速下获得；器具类型不同，美标的工况

条件也不相同。若用压缩机COP值作为装载能效值，

则注册报告中应给出压缩机商标、型号、冷量、功

率、COP值及压缩机技术参数。

 若按照a或b方法实测获得，则标准用户热负荷按

照非冷冻食品储藏室每天每升0.75Wh，冷冻食品储藏

室每天每升0.25Wh。

(4)防凝露加热器功率

防凝露加热器功率确定时，澳标给出了两种气候

数据，澳洲数据（AU）和美标数据（US），确定能

效标识用的防凝露加热器的功率Wheater-AU计算值采

用澳洲数据计算，而确定MEPS限值则采用美标气候

数据计算防凝露加热器功率Wheater-US。

 三、澳洲能效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AS/NZS 4474:2018星级计算方法较上一版变化不

大，由于测试方法的变化，在计算能效标识及MEPS

限值时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能效测算时应重点关注

以下问题。

  1.测试样机数量

 新标准在确定CEC或PAEC时，AS/NZS 4474.2

中规定至少3台测试结果的平均值，而A S / N Z S 

4474:2018标准则规定测试样机的数量最少1台（也可

选多台测试，取其平均值），即耗电量测试时，可采

用1台测试样机的数据来确定CEC值，这是与老标准

不同的地方，测试样机数量的减少，可以降低企业的

测试成本，但也增加了试验不确定性的风险，建议企

业在测试和标注时应综合考虑，确保测试数据具有代

表性，降低后期市场抽查时出现不合格的概率。

 2.耗电量测试项目的选择

 耗电量测试时，首先应明确是用于标注能效星级

还是为了确定MEPS限值，无霜器具应注意化霜及恢

复期耗电量数据的选择；装载能效确定时，应明确

采用何种方法，双环温实测则取平均值作为最终的

结果，单环温确定则要选取32℃环温的结果作为装

载能效，若用压缩机COP等效计算装载能效，则应

注意选取的COP测试工况是否满足标准规定。

 3.目标年耗电量PAEC计算

 由于耗电量测试方法的变化， A S / N Z S 

4474:2018标准对PAEC的计算方法进行了调整，根

据实际耗电量测试的组成分成了16℃和32℃下的实

测日耗电量、防凝露加热器耗电量和装载相关的耗

电量增量3个部分。装载相关耗电量确定与容积值有

关，澳标非冷冻食品储藏室与冷冻食品储藏室的划

分与我们国家标准以及IEC标准是有所不同的。

4.确定星级指数SRI相关的常数值

SRI的计算公式本身虽未发生变化，但确定SRI所

需的与器具类型、特性相关的常数量均发生了变化。

四、小结

AS/NZS 4474:2018标准的发布，标志着澳大利

亚、新西兰电冰箱性能测试方法标准与IEC标准的接

轨，标志着家用电冰箱行业向着不同国家相同测试方

法标准又迈出了一步。澳标在采标IEC的过程中也进

行了相应的更新和完善，如装载增量时采用了最新

IEC62552-3 AMD1的计算方法，在装载能效和化霜及

恢复期计算时采取简化，直接给修正系数或其他理论



计算来代替实际测试，节省测试周期，但也增加了测

试结果的不确定性，在使用澳标时，要明确采用何种

方法获得，避免市场监管时出现方法选择不一致而增

加不合格的风险。

目前按新标准的注册还处在过渡期，国内企业应

把握好机遇，及早了解标准内容，为标准换版做好准

备，以便产品顺利出口至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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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民用口罩指标及认证解析

客户服务

 民用口罩主要适用于在日常生活中空气污染环境

下滤除颗粒物所佩戴的防护型口罩，它的功能与医用

口罩存在明显不同。

  民用口罩标准性能要求

  我国民用口罩标准性能要求

 我国民用口罩标准主要为GB2626-2019《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GB/T 32610-2016《日

常防护型口罩技术规范》，其主要指标为颗粒过滤效

率、气流阻力、环氧乙烷残留量、阻燃性能和微生物

指标等。GB 2626中防颗粒物口罩对颗粒过滤效率分为

盐性颗粒（KN）和油性颗粒（KP），对应的指标KN90 

≥90%、KN95 ≥95% 、KN100≥99.97%；KP90 ≥90%、 

KP95 ≥95%、 KP100≥99.97%；气流阻力分为吸气阻力

和呼气阻力，对应的要求分别为吸气阻力≤350Pa和呼

气阻力≤250Pa。阻燃性能要求续燃时间不大于5s，该标

准对环氧乙烷残留量和微生物指标等没有做相关的要

求。GB/T 32610规定了日常防护口罩的指标要求在颗

粒过滤效率方面基本上一致，但气流阻力指标相差比

较大，该标准规定的吸气阻力≤175 Pa呼气阻力≤145 

作者/许瀛丹  魏晓恒

 本文重点比对我国与欧美国家的民用口罩标准

及核心性能指标，并简述其不同的认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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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均远小于防颗粒物口罩对应的要求。另外，该

标准规定环氧乙烷残留量≤10µg/g，细菌菌落总数

CFU/g≤200，真菌菌落总数CFU/g≤10，不得检出：

大肠杆菌、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

球菌。

欧盟民用口罩标准性能要求

欧盟民用口罩标准较多，根据呼吸防护口罩标

准EN 149:2001 +A1:2009《呼吸防护装置  颗粒防护

用过滤半面罩  要求、检验和标记》，将民用口罩分

为三类：FFP1、FFP2和FFP3，其性能指标主要有

穿透率、颗粒物过滤效率和呼吸阻力。对应穿透率

分别为不大于20%、6%和1%，颗粒物过滤效率大于

80%、94%和99%。

美国民用口罩标准性能要求

依据法规42 CFR Part 84，NIOSH将其认证的美

国民用防颗粒物口罩标准分为三大类：N、R、P。

N为非油性颗粒，R、P则为油性颗粒，但R级的防

护油性颗粒效果不能超过8小时，而P级无此限制。

由于粉尘性颗粒多属于非油性颗粒，根据口罩中间

滤网过滤特性分为下列三种： 100等级：表示最低

过滤效率为99.97%； 99等级：表示最低过滤效率

为99%； 95等级：表示最低过滤效率为95%。 按

滤网材质的最低过滤效率，又可将口罩分为下列三

种等级： N系列：N代表Not resistant to oil，可用来

防护非油性悬浮微粒。 P系列：P代表oil Proof，可

用来防护非油性及含油性悬浮微粒。 R系列：R代

表Resistant to oil，可用来防护非油性及含油性悬浮

微粒。 N95型口罩，是NIOSH（美国国家职业安全

卫生研究所）认证的9种防颗粒物口罩中的一种。

“N”的意思是不适合油性的颗粒（炒菜产生的油烟

就是油性颗粒物，而人说话或咳嗽产生的飞沫不是

油性的）；“95”是指在NIOSH标准规定的检测条

件下，过滤效率达到95%。因此N95是最基本的一个

等级，它表示可防护非油性颗粒在85L/min流量下过

滤效率可达95% 。

我国同欧美国家民用口罩标准核心指标对比

 我国同欧美国家的民用口罩标准在颗粒物过滤效率

参数要求方面，无论是油性还是非油性都差别不大，最高

要求均达到99%以上。仅以过滤效率指标来衡量，GB/T 

32610-2016的Ⅱ级能够达到美国42CFR Part8要求的N95、

P95和R95民用口罩的要求，高于欧盟FFP1、FFP2的要

求；GB/T 32610-2016的Ⅰ级能够达到美国42 CFR Part 8要

求的N99、P99和R99要求，也达到欧盟FFP3的要求，GB 

2626-2019标准中的KN95可以达到美国标准N95的过滤要

求。

  国内外民用口罩认证流程

   我国民用口罩认证流程

 在我国生产民用口罩需要有生产许可和LA认证

（非强制性）。民用口罩标准主要为G B/T 32610-

2016与劳保口罩标准GB2626-2006。国家标准GB/T 

32610-2016将口罩分为四级，口罩保护水平从低到

高分为四个等级：D，C，B，A，分别对应不同的空

气质量条件。 例如，A类对应于“严重污染”，在

PM2.5浓度为500μg/m3时使用；D类对应于PM2.5浓

度小于150μg/m3的“中度和低度污染”。 同时，标

准对包装、标签和储存运输有严格要求，要求包括

“产品保护有效性”和“执行标准号”等标志。

  欧盟民用口罩的CE认证流程 

 欧盟新法规PPE Regulation (EU) 2016/425已经实

施，口罩属于“危及健康的物质和混合物”三类产

品，必须按照MODULE B+MODULE C/D来申请认

证，类似于旧法规的指令 89/686/EEC第10章 EC 型

式检验第11章A/B节。欧盟要求口罩产品在欧盟市场

上销售必须获得CE认证，2019年起，新法规（EU）

2016/425强制执行，所有出口欧盟的口罩必须在新

法规的要求下获得C E认证证书。欧盟个人防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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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的欧洲标准是BS EN 149: 2001 Filtering Half Masks 

to protect against particles可防护微粒的过滤式半面罩

标准，按照标准将口罩分为FFP1/FFP2/FFP3三个类

别，需要满足欧盟（EU）2016/425个人防护设备指

令（PPE）的要求。主流的防护口罩为FFP2和FFP3两

类。

 认证流程主要包括：产品的型式试验报告，技术

文件评审，工厂质量体系审查，颁发CE证书，产品

出口。在这里特别要注意，必须选择有PPE发证能力

的发证机构申请，发证机构通过评审EN149报告后颁

发CE-PPE证书。

  美国民用口罩的NIOSH认证流程 

 美国对于民用口罩的认证需要依据 (HHS, 美国

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法规“42 CFR Part 84”。NIOSH

将其认证的防颗粒物口罩分为9类，具体的认证则由

NIOSH下属的NPPTL实验室操作。美国防护口罩需

要取得NIOSH认证，其认证流程如下，申请需按照

NIOSH的指南实施。企业寄送样品至NIOSH实验室实

施测试，同时提交技术性资料（包括质量体系资料）

至NIOSH进行文件审核，只有文件审核和产品测试都

通过，NIOSH才会核发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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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

一、G B / T  2 8 0 0 1 - 2 0 0 7版国家标准与 I S O 

45001:2018国际标准进行比较

ISO 45001标准和OHSAS18001标准两者有诸多

不同，同时这两个标准在承包方管理方面也存在差

异：ISO 45001标准包括承包方观点和对他们的要求，

而OHSAS 18001 标准没有这方面要求，体现了ISO 

45001标准对承包方要求感知健康和安全管理方式发生

了重大转变。

 二、ISO 45001:2018标准提出承包方的规定

  ISO 45001:2018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

用指南第8.1.4.2 条款对承包方提出了具体的规定。企

业需要确保承包方及其工作人员满足企业的职业健康

ISO 45001：2018

标准转化后的承包方安全准则

安全管理体系要求[2]。企业的采购过程应规定和应用

选择承包方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准则。在合同文件

中包含选择承包方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准则对企业

有利。

三、标准转化后企业应编制承包方管理的准则

企业应编制土建施工承包方管理的准则，应包括

施工开工前，施工过程中和施工竣工后三个阶段。

首先，在施工开工前的阶段，要承包方严格遵行

“四明确”。

明确安全管理廉洁自律承诺书。廉洁承诺。严

格执行（与发包项目有关）国家安全方面法律、法

规、行业规章制度和企业规定；预防重点。要求承

2018年3月12日，原挪威船级社、英国标准协会组织制定OHSAS 18001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正式转化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标准。鉴于ISO 45001 标准转化后，国家推荐性标准未正式颁布 (国标仍

为GB/T 28001-2007（经OHSAS 18001转化）)[1]，2019年，许多企业取得的职业

健康安全体系资质证书已变更为ISO 45001：2018标准，针对目前大部分建工企

业对施工承包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要求尚不明朗，因此在标准转化后，对施工承

包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解读应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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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方严格审查自身施工队伍的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

可证书、三类人员证书、特种作业人员证书、施工机

具中特种设备管理证明文件、协助选择优质施工队等

内容；预防对策。要求承包方严格按照合同中有关职

业健康安全的条款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加强自身职

业健康安全，并保护维护企业安全生产作业环境。

 明确文明施工协议。施工区域应设置统一的隔离

装置，保证不影响非施工区道路交通安全；在施工区

域的明显处设置告示牌、注明施工项目名称、留存承

包方负责人、联系电话等，以备出现紧急情况及时沟

通；施工如需临时占用道路、绿地、广场等场地，应

在占用前向企业提出申请，明确占用的理由和时间，

经企业有关部门批准后，承包方方可占用。承包方应

在施工现场为占用的道路、绿地等设置隔离标志。占

地的残土、建筑垃圾等，应随时清理，其他生产物资

必须摆放整齐，不得破坏企业厂区的环境。 

 明确施工安全协议。承包方施工前，必须经企业

安全管理员对施工人员进行职业健康安全方面教育；

承包方必须编制项目安全作业指导书，并经企业安全

部门或人员监督审查通过；承包方施工人员进入企业

施工现场作业，必须佩戴劳动保护用品。承包方施工

队伍安全防护设备、器具必须配置到位；施工前做好

施工机具安全性自查；承包方施工车辆进入企业必须

装有防火设置，车速应符合企业的规定等。

 明确承包方施工安全生产登记。施工期间戴好安

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具，不吸烟、不饮酒等；规定

承包方编写施工过程中发现危险采取的控制措施。承

包方所有入企业内施工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企业的安

全、卫生、环境等各方面的规定。

其次，在施工过程阶段，承包方遵守“两保

障”。

保障电气临时线审批。企业应编制电气临时线审

批制度。制度应明确临时线路范围、审批有效时间、

企业内的职责。并告知承包方在使用企业临时线时，

必须遵守国家GB 50303-2015《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的安全性强制质量验收要求[3]。

保障明火作业安全。企业应对承包方在企业内

的气割、气刨、气焊、电焊和火工校正等明火作业

进行职业健康安全方面规定。规定要求应包括：凡

是一至三级动火范围作业，承包方必须经企业审批

后方可实施明火作业；在实施作业前，企业应介绍

自身明火作业现场及周边环境情况，需核实附近区

域是否有可燃、易燃、易爆物品，建筑垃圾中是否

含有毒有害化学品；承包方应按照企业规定正常办

理施工手续；承包方焊接、气割工必须持证上岗作

业；对容器进行明火作业，承包方在作业前，必须

核实容器是否使用承装过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

品，如有必须彻底清理后，方可实施作业；压力容

器、承压管道、承压阀门不能实施作业；承包方施

工人员在企业内发生安全事故，要对伤患人员立即

抢救，保护事故发生现场，主动配合企业对事故针

对性处理，并在事故发生后的积极配合调查取证。

最后，在施工竣工后，应在竣工单规定中体现

“一追溯”。应在竣工文件中追溯评价，承包方在

施工前、施工过程中的职业健康安全方面执行情

况，必要时按照规定要求对承包方进行考核或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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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

  一、 目标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的导入，寻找差距，聚焦公

司管理的“短板”进行策划与重点改进，从而提高A

公司的质量管理水平。

  二、 实施步骤概述

（一）成立小组，明确权责

 1.时间安排

 ——日程安排：待定

 ——时间安排：0.5周

 2.工作内容概述

 ——成立体系小组、明确职责

质量管理体系导入实施步骤

 ——公司现场参观调研、确定工作计划

 3.输出成果

 ——成立体系小组的正式文件

——导入方案及导入工作计划书

 4.工作方式

 体系导入工作的完成需要体系小组各成员的

通力合作：

 ——完成调研参观及工作计划，并制定质量

管理体系导入方案书；

 ——明确体系小组职责，确保相关体系活动

按照计划进行；

 ——要求体系小组成员由公司领导、各部门

文／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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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及各部门骨干组成。

a、高层领导亲自挂帅，作为总指挥，并参与领

导、战略的系统策划。

 b、各部门负责人作为质量管理体系各模块系统

策划、现场评审汇报与回答专家提问的主力。

 c、体系小组核心人员负责各相关模块数据资料

的收集、整理与提供。

（二）质量管理体系系统诊断

 1.时间安排

 ——日程安排：待定

 ——时间安排：1周

 2.内容概述

 诊断标准：GB/T 19001-2016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诊断内容：组织环境、领导作用、方针、策

划、支持、运行、绩效评价、改进八个类目

诊断范围：公司经营管理体系

诊断方法：

 第一步：成立体系诊断小组、制定与确认计划

 组建对口诊断小组

 编制诊断计划

 确认诊断计划、落实各部门参与人员及准备事

项

 第二步：问卷调查

 诊断小组针对企业实际设计《调研问卷》，按

照一定比例抽样向不同层次的员工发放，作为诊断

的辅助资料。

 第三步：现场诊断

 诊断实施。具体详见诊断计划，现场调研包括

与高、中、基层不同人员访谈、现场实地勘查、文

件、信息查阅。

第四步：系统文件及数据的收集

诊断小组针对关键问题编制《质量管理体系诊

断调查提供资料问卷》，并收集整理必要的系统资

料和相关数据，作为诊断报告的分析依据。

第五步：提交正式诊断报告及汇报诊断结果

独立评价。诊断小组对数据资料、信息进行整

理、分析、撰写分项报告。

 小组合议。诊断小组对质量管理体系八大类

目诊断的问题共同探讨，达成统一意见。组长汇

总、撰写、评价，形成完整的诊断报告。

 提交《质量管理体系诊断报告》，包括诊断的

背景、诊断思路与方法论、质量管理体系优势及

改进机会评价、评分结果、系统解决建议方案等

内容。

报告汇报讲解，对领导层及管理人员进行汇报

及解读。同时对提出的系统解决方案进行确认、

补充、修订，达成共识，为下一步的改进计划提

供依据。

3.输出成果

诊断调研计划\调查问卷\诊断报告

4.工作方式

诊断小组完成诊断调研计划与调查问卷的制

定、完成诊断报告的编写工作；

根据拟定的相关计划提供支持与配合，包括办

公现场、协调相关访谈对象、召集诊断小组进行

研讨等。

（三）质量管理体系系列培训

 针对管理层、骨干人员、内审员等分别进行

培训。因培训穿插于项目的各个过程，也需要根

据项目内容重点进行培训，以下仅以高层培训为

例：

 1.时间安排

 ——日程安排：待定

 ——时间安排：0.5周

 2.工作内容概述

 ——质量管理体系中高层培训

 3.输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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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管理手册

程序文件

管理制度

作业指导书

设备操作指导书

表单

文件清单

表单清单

4.工作方式

第一步：体系小组成员（特别是文件编制

人员）参加“文件编制”班的培训；

第二步：体系小组成员，按部门梳理本部

门流程，尤其是与其他部门工作接口；

第三步：制定文件编制计划；

第四步：按照计划进行文件编制；

第五步：审批整套体系文件，编制文件和

记录清单。

（五）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

体系试运行三个月后，组织进行内部审

核，内部审核发现的不符合项整改完毕后，进

行管理评审

1.时间安排

——日程安排：待定

——时间安排：5周

2.工作内容概述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及考证

——组建审核组，明确小组组长、组员

——编制内审计划、内审检查表

——按计划实施内部审核

——内审检查表的记录、开具不符合项、

形成内审报告

——不符合项的跟踪整改

——管理评审计划、通知、材料收集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讲解

 工作方式：授课+互动穿插进行

 4.授课

 通过讲解使高层管理人员了解国际标准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的背景、什么是质量管理体系、它能

给企业、员工带来的益处，审核方式及八大类目的

主要内容，国内外企业实施质量管理体系的成功案

例。

5.互动

讲师：待定

形式：在精要讲解标准同时，讲解审核的方

法，与高管人员进行讨论互动，交换意见。同时也

回答高管人员提出问题或疑惑，双方进行开放、轻

松交流

定位：通过互动引发思考，使高层人员了解质

量管理体系的核心思想及主要内容，一方面为理解

标准、应对现场审核作准备，同时使每个管理者进

行新思想、新方法的洗脑，引导其关注系统管理及

公司未来，体会质量管理体系的益处——对公司整

体及个人都将是迈向更高的追求。

（四）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编写

 1.时间安排

 ——日程安排：待定

 ——时间安排：4周

 2.工作内容概述

 ——培训：文件编写原则、模式等的培训，包

括案例说明，主要针对部门文件编写人员

 ——梳理流程：根据部门工作内容梳理各条线

流程，比如原材料检验、人员培训、供应商管理等

 ——编制文件：根据所梳理的流程，编制相对

应的管理手册、程序文件、管理制度、检验规程、

作业指导书、设备操作指导书、表单等

 ——审批、发布体系文件

 3.输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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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计划进行管理评审

——形成管理评审报告，包括行动项

——行动项的落实、跟踪验证

3.输出结果

——内部审核材料

——管理评审材料

4.工作方式

内部审核：文件审核和现场审核相结合，采用提

问、查看文件、现场观察等方式；

管理评审：材料汇报，讨论总结

三、 申请认证

1.选择认证机构

2.提交认证申请

3.现场审核

4.审核不符合项的整改

5.取得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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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广西评审中心

2121

• SA8000/SEDEX社会责任核查

• 企业质量管理成熟度评价

•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价

• TS16949汽车供应链管理体系符合性评价

• 国家注册审核员培训

• 内部审核员培训

• 管理提升类培训

• 法规、工具类培训

ISO9001/ ISO14001/ ISO18001/ ISO22000/
ISO27001 /ISO20000/ ISO13485/ ISO50001 /
TS16949 /SA8000 /GB/T50430

认证服务
•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  OH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  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  ISO20000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

二方评价

核查业务

培训 

技术服务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华佗路68号9幢
联系人：鲁一鸣  021-63255018-251    顾龙慧  021-63255018-223
上海公司网址：www.ccicshanghai.com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  ISO13485医疗器械管理体系认证

•  ISO50001/GB/T23331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  SA8000/IQNET SR10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认证

•  TS16949管理体系认证

•  ISO10015认证管理体系认证

• EICC电子行为守则符合性评价

• CSR评价

• 商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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