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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模型仿真的脉冲压力波形图

对简单, 但是对液压活塞系统的密封性要求很高, 泄

漏会导致测量结果偏差较大; 并且在液压油被压缩的

过程中, 还伴随着温度的变化, 因此液压油的体积模

量、 热膨胀系数等属性将会发生变化, 会使测量结果

产生较大误差。

图 2　 基于活塞位移的校准原理图

近二十年来, 随着光学测试技术的发展, 光学精

密测量因其非接触性、 高灵敏度和高精度等优点, 在

科学研究、 工业生产、 空间技术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而在传感器校准工作中, 激光干涉测量技术也为各国

所重视。
德国 PTB 相关学者研制了基于折射率激光干涉测

量的液体脉冲压力校准装置[11]。 其采用水为压力介

质, 利用压力变化引起激光在水中的折射率变化, 并

通过静态标定的方法实现脉冲压力测量。 该课题组分

析了此装置的基本原理以及温度变化带来的影响, 完

成了静态压力试验与 400 MPa 脉冲压力初步试验, 测

量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部分试验曲线如图 4 所示。 但

是随着压力的增加, 明显的非线性等问题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

图 3　 基于折射率的激光干涉测量示意图

图 4　 PTB 脉冲压力曲线图

下面对航空工业计量所的脉冲压力溯源方法及手

段进行介绍, 通过数学模型的推导及相关影响因素的

分析, 最终解决脉冲式动态压力的溯源问题。

2　 标准装置及数学模型

近年来, 航空工业计量所在基于光学的测试方法

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在相关课题中研究了 500 MPa
范围内脉冲压力的绝对法校准。

脉冲压力发生器采用落锤跌落冲击液压腔活塞产

生压力脉冲, 通过压力发生器的动力学模型和光学方

法测量锤体的加速度, 计算得到压力脉冲的峰值, 实

现脉冲压力的可靠溯源, 提高校准准确度[12 - 14]。 装置

实物如图 5 所示, 波形曲线如图 6 所示。 该装置首次

实现了将脉冲压力溯源至长度、 时间、 质量等基本物

理量, 并建标成为最高标准, 为广泛使用的不适合进

行静态校准的中高压传感器提供可靠的计量保障打下

基础。
利用宽频带、 高精度光学测量技术测量锤体与活

塞等结构的运动参数, 并转化为液压缸中的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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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脉冲式动态压力标准装置

图 6　 脉冲式动态压力波形曲线

在此过程中需要对脉冲压力发生器进行动力学建模,
建立运动参数与压力之间的关系式, 并对压力不一致、
锤体加速度分布不均等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补偿。 通过

对活塞杆以及锤体等结构进行受力分解, 建立脉冲压

力与加速度、 质量与面积之间的数学模型, 使脉冲压

力峰值能溯源到时间、 长度与质量等基本量。 基于锤

体加速度校准方法原理图如图 7 所示。

激光测振仪

锤体

压力传感器

液压油

液压缸

套筒

活塞

图 7　 基于锤体加速度校准方法原理图

将锤体 m1、活塞杆 m2 看成一个整体, 它们受到重

力 (m1 + m2)g, 在锤体碰撞活塞杆的过程中, 激光测

振仪实时监测锤体的加速度变化, 忽略锤体加速度分

布不均以及液压缸中压力不一致与分布不均等因素,
则锤体和活塞还将受到惯性力 (m1 + m2)a、摩擦力 f 以
及液压油作用在活塞杆下端面的压力 pS , 通过分

析, 有

(m1 + m2)g - (m1 + m2)a + f = pS (1)
变换后有

p =
(m1 + m2)(g - a)

S + f
S (2)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 上述模型是基于一系列的简

化和假设建立的, 但在实际的试验过程中, 各影响因

素均会引入误差, 因此需要对公式(2)所建立的模型进

行修正,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摩擦力 f: 除了活塞杆与套筒之间的摩擦力之

外, 还应考虑锤体与托板扶正机构之间的摩擦力。
2)压力不一致 Δp: 通过公式(2)计算得到的压力

为活塞杆下端面的脉冲压力, 而其与实际校准过程中

被校压力传感器感受到的压力并不相同, 产生这种现

象的原因是压力波在液体介质中的传播会造成压力场

分布不均, 且液介质自身的重量和运动也会导致压力

分布不均。
3)平均加速度 a: 由于锤体的体积及质量较大,

在高速运动过程中, 锤体与活塞杆的加速度会存在分

布不均及不一致的现象, 但装置中的激光干涉测量系

统只能测量锤体上一个点的加速度 a, 而公式(1)和公

式(2) 中的加速度应为锤体与活塞整体的平均加速

度 a。
4)有效面积 S : 在高幅值压力下活塞与活塞筒的

间隙处因形变会产生介质泄漏, 造成活塞的压力有效

作用面积 S 与初始测量活塞截面积 S0 不一致。 因此,
完整的数学模型为

p =
(m1 + m2)g

S -
(m1 + m2)a

S + f
S + Δp (3)

式中: p 为活塞端面压力; S 为活塞的有效面积; a 为锤

体以及活塞的平均加速度(向下为正)。
质量 m1,m2 可以通过常规测量方法较准确地得到,

g 即当地的重力加速度可查询得到, 而平均加速度 a 由

激光干涉测量系统从顶部测量锤体运动之后进行修正

得到, 压力分布不均 Δp 和摩擦力 f 可通过试验得到。

3　 试验结果及不确定度评定

采用压电式压力传感器进行试验, 对压电式压力

传感器和激光干涉测量得到的压力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对主要测量系统误差来源进行分析与测试评估,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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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力、 加速度分布不均等。 试验结果如图 8 所示,
红色为通过激光测量计算得出的压力曲线, 蓝色为传

感器输出曲线。

图 8　 试验结果曲线

结合测量重复性以及数据采集分析系统等因素引

入的不确定度, 由式(3)可得

u(p) = ∑
7

k = 1
uk

2(p) (4)

公式(4)中的不确定度分量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

组成:
1)加速度测量

加速度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由锤体的加速度分布

不均以及激光测量引入的误差组成, 这两部分因素通

过上一级机构校准以及试验测试, 得到不确定度分

量为

uref1(p) = 0. 00872 + 0. 0052

3 = 0. 58%

2)摩擦力

根据实际不同压力幅值的试验需求, 分析不同质

量的锤体与不同直径活塞, 以及不同活塞与套筒之间

的配对测试结果, 得到摩擦力引入的分量为

当压力为 10 MPa 时

uref2(p) = 1. 8 / (5. 027 × 10 -5)
10 × 106 / 3 = 0. 21%

当压力为 200 MPa 时

uref2(p) = 1 / (1. 96 × 10 -5)
200 × 106 / 3 = 0. 04%

当压力为 500 MPa 时

uref2(p) = 5 / (1. 96 × 10 -5)
500 × 106 / 3 = 0. 04%

3)活塞杆有效面积

通过在标准活塞压力计上进行有效面积的计量测

试, 确 定 活 塞 杆 有 效 面 积 引 入 的 不 确 定 度 分 量

为 0. 02% 。

4)锤体以及活塞杆质量

锤体质量以及活塞杆质量在标准天平上计量, 由

上一级检定证书, 得到标准天平的不确定度分量

为 0. 01% 。
5)压力不一致

由于 常 用 的 液 压 介 质 中 的 声 速 基 本 超 过

1200 m / s, 而脉冲压力的频谱主要集中在较低频

率, 压力波的波长基本大于 6 m, 远大于液压腔内

空间尺寸。 通过分析压力波在流体介质中传播的规

律, 并经过相关的实验测试, 得到压力不一致引入

的不确定度为 0. 32% 。
6)数据采集分析系统

通过上一级计量机构计量, 得到数据采集系统

电压幅值测量的最大示值误差, 结合电学计量标准

的不确定度, 确定数据采集分析系统的不确定度为

0. 21% 。 　
7)测量重复性

通过相同状态(使用同样的活塞系统锤体组合以及

锤体相同高度)对同一压力传感器进行多次灵敏度测

量, 计算得出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0. 5% 。
表 1　 不确定度来源数据表 %

不确定度来源 分量
合成标准
不确定度

扩展不确定
度(k = 2)

加速度测量 0. 58

摩擦力 0. 21

活塞杆有效面积 0. 02

锤体质量 0. 01 0. 89 1. 8

压力不一致 0. 32

数据采集分析 0. 21

测量重复性 0. 5

综上, 得到脉冲式动态压力校准装置的不确定度

为 1. 8% (k = 2)。

4　 结论

目前脉冲式动态压力校准装置主要采用比较法进

行校准, 难以直接溯源至计量学的基本量, 其准确度

主要取决于标准压力传感器的动态性能。 本文研究采

用激光测量锤体加速度的方式得到脉冲压力, 解决了

标准压力传感器难以溯源的问题, 建立基于牛顿第二

定律的力学模型, 将动态压力幅值直接溯源至计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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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时间、 长度、 质量等基本量, 复现脉冲式动态压力

的单位量值, 极大地提高了压力测试系统幅值灵敏度

校准的准确性及可靠性, 对建立脉冲动态压力量值传

递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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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太阳电池的 I-V 曲线测试仪在线校准方法

张楠
(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405)

摘　 要: 为解决 I-V 曲线测试仪在量传溯源方面的技术问题, 通过对太阳电池开路电压(Voc)、 短路电流(Isc)
测量方法和技术的研究, 实现了对 I-V 曲线测试仪 Voc, Isc参数的在线测量, 从而完成了对 I-V 曲线测试仪的系统

在线校准。 研究结果表明, 太阳电池开路电压、 短路电流在线校准的相对示值误差分别为 0. 45% , 0. 20% , 满足

了光伏产业相关设备的量传溯源需求, 为该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关键词: I-V 曲线测试仪; 在线校准方法; 太阳电池; 开路电压; 短路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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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Calibration Method of I-V Curve Tester for Solar Cells
ZHANG Nan

(Guangdo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Metrology, Guangzhou 51040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technical problem of I-V curve tester in terms of quantity transmission and traceability, the author has real-
ized the online measurement of the open circuit voltage (Voc) and short circuit current ( Isc) parameters of I-V curve tester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olar cell′s Voc and Isc measurement method and technology, thus completing the system online calibration of the I-V curve
tester. The relative indication errors of Voc and Isc online calibration are 0. 45% and 0. 20% respectively. This work meets the demand of tracea-
bility of related equipment in photovoltaic industry, and provides th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Key words: I-V curve tester; online calibration method; solar cell open-circuit voltage; short-circuit current

0　 引言

以开路电压(Voc)和短路电流( Isc)为代表的光电

参数是评估太阳电池质量可靠性的重要指标[1 - 2] , 也

是太阳电池贸易结算的依据。 Voc和 Isc测量的准确性

影响着太阳电池的技术创新及发展[3] 。 测量光电参数

的 I-V 曲线测试仪是由数据采集、 数据传输、 数据转

换、 模型计算、 软件控制等多环节构成的复杂系

统[4] , 实现对 I-V 曲线测试仪的校准是准确测量光电

参数的保证。
I-V 曲线测试仪体积较大, 拆卸和搬运不方便, 整

体送到计量实验室校准十分困难[5], 且通用测量设备

无法对该类仪器的脉冲输出信号进行系统性准确测量,
对 I-V 曲线测试仪进行校准的常规方法是对仪器各个功

能模块分别进行校准。 这一做法费时费力, 且系统中

的算法模块、 软件控制模块无法实现单独校准, 导致

无法对系统误差进行准确评估。 本文通过对太阳电池

Voc和 Isc测量方法的研究和测量技术的开发, 实现了对

Voc和 Isc两个参数的在线测量, 将 Voc, Isc的标准值与示

值进行比对, 实现对 I-V 曲线测试仪的系统在线校准。

1　 基本原理

图 1 是太阳电池的 I-V 特性曲线及等效电路图, 通

过分析可知当电路处于开路时, 电流 I 为零, 此时的

电压 U 即为 Voc, 此时的负载电阻可视为无穷大; 当电

路处于短路时, 电压 U 为零, 此时的电流 I 即为 Isc,
此时的负载电阻可视为零[7 - 8]。 Voc, Isc是太阳电池重

要的光电参数, 影响太阳电池光电转换效率。 Voc, Isc
通过 I-V 曲线测试仪扫描采集得到[1 - 2], 因此对 I-V 曲

线测试仪的系统校准可通过间接校准 Voc, Isc两个参数

实现。
对 Voc, Isc两个参数校准的关键在于对其进行实时

在线采集, 即外接标准测试设备与被校 I-V 曲线测试仪

同时对 Voc, Isc进行比较测量, 测量过程中相互之间不

产生信号干扰。 外接标准测试设备所测得的数据为标

准值, 被校 I-V 曲线测试仪采集的数据为示值, 示值与

标准值之差即为被校 I-V 曲线测试仪所测 Voc, Isc的绝

对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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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太阳电池 I-V 特性曲线及等效电路图

2　 实验与方法

由于 I-V 曲线测试仪中的 Voc, Isc信号持续时间均

为 ms 量级, 普通的电学类电压、 电流测试设备无法捕

捉这类信号, 无线电类的通用设备示波器可以实时捕

捉这类信号, 但其电压测量的最大允许误差一般大于

0. 5% , 准确性无法满足校准要求。 本实验采用的标准

设备为多通道电压高速数据采集卡(以下简称高速数据

采集卡)和霍尔电流传感器, 该套设备具有采集速率

高, 多通道同时采集信号, 可以给出拟合曲线, 电压、
电流测量最大允许误差可达 0. 05% 等特点, 较好地解

决了 I-V 曲线测试仪的校准问题。 其中, Voc直接在线

测量得到; Isc在线采集后再换算为电流得到。 如图 2
所示, 高速数据采集卡通道 1 正负接线端直接连接 U
两端即可实现对 Voc的测量。 对于 Isc的测量, 先借助霍

尔电流传感技术完成太阳能电池对模拟太阳脉冲光信

号响应情况的隔离转换, 使脉冲信号转换为电流信号,
再借助电流-电压转换模块将电流转换为电压, 之后高

速数据采集卡的通道 2 完成数据采集, 最后将采集到

的电压转换为电流。 实验中使用的高速数据采集卡、
霍尔传感器均经过计量校准, 数据可溯源至国家基准。

图 2　 I-V 曲线测试仪校准连线框图

整个实验在现场完成, 测量中借助了现场的太阳

组件测试仪和晶硅太阳电池组件。 测量步骤为: ①将

太阳电池组件安装在太阳组件测试仪玻璃感光区, 接

通太阳电池组件与组件测试仪; ②将高速数据采集卡

的通道 1 正负端连接在图 1 中的 U 两端, 确保通道 1
测量 Voc参数; ③将霍尔传感器的电流钳钳住太阳电池

组件的导线, 并将高速数据采集卡通道 2 的正负端分

别连接在霍尔传感器的输出端正负极, 确保通道 2 测

量 Isc参数; ④确保组件测试仪的 I-V 曲线测试单元、
高速数据采集卡均处于采集状态; ⑤开启组件测试仪

的太阳模拟光源模块, 待其脉冲光源触发曝光的瞬间,
使组件测试仪的 I-V 曲线测试单元、 高速数据采集卡同

时采集到太阳电池输出的 Voc, Isc; ⑥对比两者数据的

差异, 计算示值误差, 实现对 I-V 曲线测试仪的校准。

3　 结果与讨论

3. 1　 开路电压 Voc的相对示值误差

太阳组件测试仪的模拟脉冲光源每触发曝光一次,
记录一组标准值 US、 示值 UI, 标准值从高速数据采集

卡采集的数据中选取, 示值直接从 I-V 曲线测试仪上读

取, 记录 10 组数据后取平均, 分别得到标准值、 示值

的平均值, 结果见表 1, 再根据公式(1)计算 Voc的相对

示值误差。
表 1　 开路电压 Voc的相对示值误差

测量次数 标准值 US / V 示值 UI / V

1 37. 95 38. 11
2 37. 98 38. 10
3 37. 94 38. 12
4 37. 90 38. 14
5 37. 96 38. 08
6 37. 92 38. 11
7 37. 95 38. 13
8 37. 91 38. 15
9 37. 97 38. 10

10 37. 95 38. 09
平均值 37. 94 38. 11

被校准 I-V 曲线测试仪所测开路电压的相对示值误

差计算公式为

ηrel1 =
UI - US

US
× 100% (1)

经过计算得到开路电压的相对示值误差为 0. 45% ,
参照 JJG 124 - 2005《电流表、 电压表、 功率表及电阻

表检定规程》计量性能要求中关于准确度等级的规定,
本文对 I-V 曲线测试仪关键测量参数开路电压 Voc的校

准符合准确度等级 0. 5 级对应最大允许误差 ± 0. 5%的

要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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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短路电流 Isc的相对示值误差

短路电流的测量与 3. 1 中开路电压的测量原理相

似, 太阳组件测试仪的模拟脉冲光源每触发曝光一次,
记录一组标准值 IS、 示值 II, 记录 10 组数据后, 分别

计算得到短路电流 Isc标准值、 示值的平均值, 结果见

表 2, 再根据公式(2)计算 Isc的相对示值误差。
表 2　 短路电流 Isc的相对示值误差

测量次数 标准值 IS / A 示值 II / A

1 9. 217 9. 232

2 9. 223 9. 223

3 9. 211 9. 231

4 9. 216 9. 232

5 9. 214 9. 234

6 9. 210 9. 232

7 9. 208 9. 231

8 9. 218 9. 233

9 9. 220 9. 235

10 9. 213 9. 233

平均值 9. 215 9. 233

被校准 I-V 曲线测试仪所测短路电流 Isc的相对示

值误差计算公式为

ηrel2 =
II - IS
IS

× 100% (2)

经过计算得到短路电流 Isc 的相对示值误差为

0. 20% , 参照 JJG 124 - 2005《电流表、 电压表、 功率

表及电阻表检定规程》计量性能要求中关于准确度等级

的规定, 本文对 I-V 曲线测试仪关键测量参数短路电流

Isc的校准符合准确度等级 0. 2 级对应最大允许误差

± 0. 2%的要求[8]。
3. 3　 在线校准问题分析

大型 I-V 曲线测试仪需在设备安装现场进行校准,
由于现场环境较为复杂, 为保证校准结果的准确性,
需特别关注外部因素对校准数据的影响。 包括:

1)本方法采用霍尔电流传感技术测量电流, 因此

现场的电磁场环境会对测量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校准

时应避免周边存在大功率电磁场干扰源、 外置线圈(如
互感器)等通电设备[9]。

2)本方法主要通过高速数据采集卡采集数据, 且

需要记录瞬时数据, 在校准前应做好设备的接地, 从

而有效避免部分干扰信号的影响[10]。

3)由于在线校准的环境条件复杂多变, 在实际校

准过程中采集到的数据可能会出现突变, 以图 3 为例,
在实际的数据分析中需要剔除尖峰脉冲信号, 只在直

线段 A 至 B 间选取数据[11]。

图 3　 高速数据采集卡实际采集到的电压脉冲信号

4)由于不同的 I-V 曲线测试仪触发曝光时间不同,
一般介于 10 ms 至 60 ms 之间, 因此在实际测量时, 可

根据需要调节高速数据采集卡的采样频率, 从而保证

测量结果的准确可靠。
5)需要对 I-V 曲线进行分析, 由于数据是通过高

速数据采集卡的不同通道、 利用不同原理采集得到的,
受通道间差异、 霍尔电流传感器响应时间等因素的影

响, 电压和电流曲线不是直接对应关系, 需要准确找

出时间对应关系后才能得出 I-V 曲线。
6)太阳电池的最大功率也可以根据 4)中得到的 I-

V 曲线换算得出。

4　 结论

本文给出的太阳电池开路电压(Voc ), 短路电流

( Isc)的测量方法, 可以实现对 I-V 曲线测试仪测量参

数 Voc, Isc的在线测量, 解决该类仪器因体积大而送检

困难(测不了)、 通用测量设备无法对该类仪器的脉冲

输出信号进行系统性准确测量(测不准)等问题。 经验

证, Voc, Isc 在线校准的相对示值误差可分别控制在

0. 45% , 0. 20% 的水平, 满足了 JJG 124 - 2005《电流

表、 电压表、 功率表及电阻表检定规程》中关于电压、
电流计量性能准确度等级为 0. 5, 0. 2 级时对应最大允

许误差的要求[8]。 I-V 曲线测试仪系统的现场在线校准

方法, 为光伏产业该类设备的量传溯源提供了技术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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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干涉仪在气体微小流量测量中的应用

赵玉婷, 杨松涛, 张永胜, 于华伟
(航空工业北京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0095)

摘　 要: 为了提升气体微小流量的校准能力, 拓展流量校准范围下限, 以被动活塞式玻璃体积管主标准器作

为研究对象, 提出一种使用激光干涉仪实时测量活塞移动位移从而计算得出标准流量的方法, 将流量范围下限从

1 mL / min 扩展至 0. 01 mL / min。 开展了流量重复性试验及标准流量不确定度分析, 试验结果表明该标准器在扩展

的微小流量范围内具有良好计量性能, 满足溯源校准要求, 实现了微升级微小气体流量校准的技术突破。
关键词: 激光干涉仪; 气体; 微小流量; 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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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Laser Interferometer in Measurement of Micro Gas Flow
ZHAO Yuting, YANG Songtao, ZHANG Yongsheng, YU Huawei

(Changcheng Institute of Metrology & Measurement, Beijing 100095 ,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alibration ability of the micro gas flow and expand the lower limit of the flow calibration range, the pas-
sive piston glass volume tube master standard was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 method of using a laser interferometer to measure the dis-
placement of the piston in real time to calculate the standard flow was proposed. This method extended the lower limit of the flow range from
1 mL / min to 0. 01 mL / min. The flow repeatability test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uncertainty of standard flow was analyzed,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andard has good measurement performance in the extended micro flow range, meets the traceability calibration requirements, and a-
chieves a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in microliter-scale micro gas flow calibration.

Key words: laser interferometer; gas; micro flow; repeatability

0　 引言

气体微小流量测量在航空航天、 半导体制造业、
生物工程及精细化工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1], 微升级

别的微小流量测量更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 因此

需要建立具有良好计量性能的气体微小流量标准装置,
满足微升级微小流量的溯源需求[3]。 目前测量不确定

度高于 0. 5%的小流量标准装置主要是活塞式气体流量

标准装置, 例如: 德国 PTB 建立的标准装置流量范围

覆盖 0. 003 ~ 3 L / min, 标准流量的不确定度为 0. 25%
(k = 2) [4]。 在国内, 航空工业计量所建立的被动活塞

式玻璃体积管气体小流量标准装置, 流量范围覆盖

0. 001 ~ 10 L / min, 其中 0. 01 ~ 10 L / min 扩展不确定度

为 0. 2% (k = 2), 0. 001 ~ 0. 01 L / min 扩展不确定度为

0. 5% (k = 2)。
为了进一步拓展流量范围下限, 本文在现有被动

活塞式玻璃体积管气体小流量标准装置的基础上进行

技术改进, 利用激光干涉仪替代光电开关, 实时测量

活塞移动位移与时间从而计算得出标准流量。 对改进

后的标准流量装置进行重复性试验和测量不确定度分

析, 验证其准确性和可靠性。

1　 原有被动活塞玻璃体积管标准装置

被动活塞玻璃体积管标准装置主要由气源控制部

分和主标准器组成, 流量范围为 0. 001 ~ 10 L / min, 在

0. 001 ~ 0. 01 L / min 范围内扩展不确定度为 0. 5% (k =
2), 在 0. 01 ~ 10 L / min 范围内扩展不确定度为 0. 2%
(k = 2), 适用的工作介质包括空气、 氮气、 氩气等。
气源控制部分通过两级减压形成稳定压力, 为了方便

工作过程中流量的显示及调节, 配备了多种流量范围

的热式气体质量流量控制器。 主标准器包括内径分别

为 20, 50, 70 mm 的活塞玻璃体积管, 覆盖流量范围

0. 001 ~ 10 L / min[5]。 其中, 内径为 20 mm 的标准器流

量范围下限为 0. 001 L / min, 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该主

标准器由温度变送器、 压力变送器、 活塞、 玻璃缸体、
光电开关、 控制阀门组成[6], 如图 1 所示。 玻璃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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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装配有塑料活塞, 利用水银环实现玻璃缸体与活塞

之间的密封[7]。 气源通过稳压控制在调节阀前形成稳

定的压力, 并在玻璃缸体末端安装有限位开关, 防止

活塞碰撞缸体末端造成损坏[8]。

图 1　 被动式活塞主标准器原理图

装置通过测量活塞分别触发光电开关 a、 光电开关

b 的时间间隔及有效长度得到标准流量, 有效长度为

光电开关 a 和光电开关 b 之间的距离, 由激光干涉仪

标定得到, 标定容积值为 13. 61 mL。 由于每完成一个

流量点的校准, 活塞稳定运行距离应不小于所标定的

有效长度, 导致微小流量情况装置的工作效率较低。
表 1　 微小流量点单次校准效率数据表

序号 流量 / (mL· min - 1) 单次校准时间 / min

1 1 24. 5

2 0. 5 49

3 0. 2 122. 5

4 0. 1 245

5 0. 05 490

6 0. 02 1225

表 1 记录了 1 mL / min 以下的若干流量点及其单次

校准所需的时间, 例如 0. 1 mL / min 的单次校准时间为

2. 3 h, 则完成一个流量点校准(至少重复测量三次)需
要约 7 h。 且流量越小, 所需的时间越长, 这是限制该

装置进一步拓展流量范围下限的重要因素。

2　 标准流量测量

2. 1　 测量原理及过程

本文在被动活塞式玻璃体积管标准器的基础上,
取消两组光电开关, 保留玻璃缸体末端的限位开关用

于限位保护, 增加激光干涉仪作为标准器的组成部分,
实时同步测量活塞移动的位移和时间, 如图 2 所示。

图 2　 激光干涉仪测量活塞位移原理图

校准过程中, 首先连接流量计和管路, 打开阀门

b, 关闭阀门 a 和阀门 c, 使活塞上升, 通过激光干涉

仪的动态测量功能, 保证时间和距离测量的同步性,
实时测量并记录活塞的位移和对应时间。 在稳定流量

段, 读取活塞运动的距离和时间, 计算得出该次校准

的标准流量。
相比于原有装置, 改进后的流量标准装置能够实

时得到活塞移动的位移与时间, 在活塞稳定运行的过

程中, 可以任意选取某段位移用于计算标准流量, 尤

其是在气体微小流量测量过程中, 能够极大提升校准

工作效率, 进一步拓展流量测量范围下限。
2. 2　 标准流量计算方法

标准流量计算公式为

qs = πd2L
4t

Ts

T
p
ps

Ks

K (1)

式中: qs 为标准状态气体流量; d 为玻璃缸体的内径,
m; L 为活塞在缸体内移动的距离, m; t 为活塞运动该

段距离所用时间, s; T 为工况下的气体温度, K; p 为工

况下的气体压力, Pa; K 为工况下的空气压缩系数; Ts

为标况下的气体温度, 即 273. 15 K; ps 为标况下的气体

压力, 即 101325 Pa; Ks 为标况下的空气压缩系数。
标准器处的压力变送器的测量范围为 0 ~ 120 kPa,

允许误差为 ± 0. 075% ; 标准器处所用温度变送器的测

量范围为 0 ~ 50 ℃, 最大允许误差 ± 0. 1 K。 主标准器

内工作压力约为 101. 325 kPa, 可认为 K = Ks
[9], 因此

式(1)可简化为

qs = πd2L
4t

Ts

T
p
p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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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准流量重复性试验

为了获得标准流量的重复性, 选取 0. 01, 0. 02,
0. 05, 0. 1, 0. 2, 0. 5 mL / min 共 6 个流量点进行实验,
每个流量点测量 6 次。 数据处理过程中, 根据式(3)计
算重复性[10]。

Sn(q) = 1
q

∑
n

i = 1
(qi - q) 2

n - 1 (3)

式中: qi 为第 i 次标准流量测量值; q 为标准流量测量值

的平均值; n 为每个流量点的测量次数。

表 2　 标准流量的重复性实验数据

设定流量 /
(mL· min - 1)

实验数据 / (mL· min - 1)

1 次 2 次 3 次 4 次 5 次 6 次

平均值 /
(mL· min - 1)

重复性 / % 活塞位移
/ mm

时间
/ min

0. 5 0. 52468 0. 52401 0. 52435 0. 52292 0. 52405 0. 52470 0. 52412 0. 115 6. 5101 3. 87

0. 2 0. 20963 0. 20966 0. 20930 0. 20884 0. 20967 0. 20923 0. 20939 0. 145 5. 0221 7. 48

0. 1 0. 10797 0. 10780 0. 10755 0. 10801 0. 10790 0. 10778 0. 10784 0. 141 4. 0337 11. 66

0. 05 0. 05205 0. 05217 0. 05204 0. 05211 0. 05194 0. 05216 0. 05208 0. 152 1. 9796 11. 85

0. 02 0. 02375 0. 02382 0. 02379 0. 02380 0. 02377 0. 02373 0. 02377 0. 124 1. 0185 13. 35

0. 01 0. 01330 0. 01327 0. 01333 0. 01331 0. 01329 0. 01334 0. 01331 0. 164 1. 0342 24. 23

　 　 表 2 中的数据表明, 本文提出的方法使得流量在

0. 01 ~ 0. 5 mL / min 范围内的平均校准时间缩短至原有

装置平均校准时间的 3% , 极大提升了装置的使用效

率。 分析重复性数据, 最差为 0. 164% , 满足计量校准

的要求[9]。

4　 标准流量不确定度分析

标准流量不确定度的评定在标准大气压下进行,
环境温度控制为(20 ± 2) ℃。
4. 1　 体积管直径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urel(d)

1)直径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urel(d)
测量三个横截面内直径, 共测量 9 次, 平均值 d =

20. 0120 mm, 直径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约

为 0. 008% 。
2)三坐标机引入的不确定度 urel,B(d)
采用 B 类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根据三坐标机检定

证书, 测量的最大允许误差为 ± 5 μm, 假设为均匀分

布, 则 urel,B(d) = 0. 015% 。
则体积管直径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urel(d) = u2
rel(d) + u2

rel,B(d) = 0. 018% (4)
灵敏系数 cd = 2。

4. 2　 活塞移动距离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urel(L)
采用 B 类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活塞移动距离由激

光干涉仪测得, 根据检定证书, 测量的最大允许误差为

±2 μm, 假设为均匀分布, 测量长度最短为 1. 026 mm,

引入不确定度约为 0. 113% , 灵敏系数 cL = 1。
4. 3　 时间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urel( t)

采用 B 类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根据激光干涉仪在

动态测量模式中的技术参数, 时间测量引入的不确定

度分量约为 0. 005% , 灵敏系数 ct = 1。
4. 4　 压力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urel(p)

1)压力波动引入的不确定度 urel,B(p)
采用 B 类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标准器内工作压力约

为一个标准大气压, 工作过程中压力波动约为 ± 50 Pa,
假设为均匀分布, 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约为 0. 03%。

2)压力变送器引入的不确定度 urel,B(p)
采用 B 类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根据标准器处所用压

力变送器的校准证书, 最大允许误差为 ± 0. 075% FS,
满量程为 120 kPa, 假设为矩形分布, 引入的不确定度

约为 0. 052% 。
压力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urel(p) = u2
rel,B(p) + u2

rel,B(p) = 0. 06% (5)
灵敏系数 cp = 1。

4. 5　 温度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urel(T)
1)温度波动引入的不确定度 urel(T)
采用 B 类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工况下的温度约为

20 ℃(293. 65 K), 工作过程中温度波动约为 ± 0. 2 K,
假设为均匀分布, 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约为 0. 04% 。

2)温度变送器引入的不确定度 urel,B(T)
采用 B 类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根据标准器所用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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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送器的校准证书, 最大允许误差为 ± 0. 1 K, 假设

为矩形分布, 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约为 0. 02% 。
温度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urel(T) = u2
rel(T) + u2

rel,B(T) = 0. 045% (6)
灵敏系数 cT = 1。

4. 6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标准流量不确定度分量汇总如表 3 所示, 其中合

成标准不确定度根据式(7)计算。
urel(qs) = [c2du2

rel(d) + c2Lu2
rel(L) + c2t u2

rel( t) +
c2pu2

rel(p) + c2Tu2
rel(T)] 1 / 2 (7)

表 3　 不确定度分量汇总表

分量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 / % 灵敏系数

urel(d) 直径测量 0. 018 2

urel(L) 移动距离测量 0. 113 1

urel( t) 时间测量 0. 005 1

urel(p) 压力测量 0. 06 1

urel(T) 温度测量 0. 045 1

　 　 根据表 3 可知,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rel(qs) =0. 18%,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标准流量的扩展不确定度约为 U =
0. 36% (k = 2)。

5　 总结

使用激光干涉仪实时测量活塞移动位移, 有效提升

了被动活塞式玻璃体积管气体流量校准装置的工作效

率, 将流量范围下限从 1 mL / min 扩展至 0. 01 mL / min。
通过标准流量重复性试验证明该装置在所扩展范围内

具有良好的计量性能, 标准流量的不确定度 U =
0. 36% (k = 2), 满足溯源校准要求, 提升了气体微小

流量的校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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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校准和测试实验室认可前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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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验室认可是由第三方机构对实验室管理水平和技术能力进行综合评价与资格认定的过程。 介绍了

实验室认可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 对如何做好校准和测试实验室认可前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具体分析, 阐述了保证

实验室组织架构的合理性、 人员能力的符合性、 设施设备的受控性、 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性的工作重点, 强

调了应严格依据相关规程规范实现实验室工作的标准化、 制度化、 程序化, 以达到顺利通过实验室认可的目的,
为相关计量机构提前开展实验室认可的筹备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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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Prepare for Accreditation of Calibration and Test Laboratory
FU Li, LIU Mingbo

(PLA Unit No. 91388, Zhanjiang 524022, China)

Abstract: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is a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qualification of the laboratory management level and techni-
cal ability by a third par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ortance of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and analyzes how to prepare for cali-
bration and testing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The importance of ensuring the rationality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laboratory, the con-
formity of personnel ability, the controllability of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s
expounde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assing the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the standardization, systematization and proceduralization of laboratory
work should be realized.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measurement institutions to carry out the preparation of laboratory accred-
itation in advance.

Key words: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alibration; test

0　 引言

校准和测试实验室是指承担有关计量、 测试以及

软件测评任务的计量技术机构。 校准和测试实验室认

可(以下简称实验室认可)是指以相关国家标准为依据,
对校准和测试实验室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技术能力进行

评审和确认的活动[1]。 实验室认可是实验室的主动行

为, 在向相关机构申请认可之后, 由第三方机构对实

验室的综合实力进行评价, 以促使实验室的质量管理

体系获得持续改进, 并不断提高实验室的技术能力,
以保证校准或测试过程与结果的准确性。 实验室认可

是一项系统的管理评审工作, 一般从 “人、 机、 料、
法、 环、 测”六个具体方面就其管理要求和技术能力要

求的符合性进行审查, 技术能力是根本, 管理要求是

保证。 实际认可准备工作中, 各实验室更容易将重点放

在对实验室技术能力的准备工作中, 而对质量管理体系

的重视程度不够, 因为实验室通常会认为只要技术能力

达到了要求, 顺理成章的认为管理也达到要求, 管理得

好不好终将通过技术能力体现出来。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

思想上的误区, 往往会影响到实验室在认可工作中的考

核成绩。 因为, 管理要求通常是系统的、 全局的, 如果

存在不符合之处, 就会影响实验室的方方面面, 纠正起

来难度较大; 而技术要求往往是具体的、 局部的, 技术

方面的不符合影响面小, 纠正起来难度稍小, 但技术要

求若存在不符合, 可直接影响申请的技术能力范围, 仍

需重视。 因此, 本文将从组织架构、 技术能力、 设施与

环境、 测量结果有效性保证和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等几个

方面分别阐述实验室认可前准备工作的重点。

1　 实验室认可的目的和作用

1. 1　 目的

实验室通过相关认可机构的审核和认可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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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管理机构和委托方等相关方证明实验室质量管理体

系满足国家或军用相关标准和技术要求, 同时也表明

实验室的质量保证能力和技术能力达到了较高水平,
可以增强委托方对实验室质量管理活动及其校准和测

试结果的信任, 提高实验室的信誉和竞争能力。
1. 2　 作用

实验室认可是提高实验室正规化、 标准化、 现代

化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 可以促进实验室内部的

质量管理体系进行更好的建设与完善, 还可以促进质

量管理活动的持续改进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2], 从

而促进实验室的管理水平和工作质量的整体提升, 保

证实验室出具的数据、 结论更加准确、 可靠, 为武器

装备保障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与服务。

2　 准备工作重点

按照实验室认可的基本要求和实验室管理过程中

出现的常见问题, 一般在认可准备前应注意做好以下

工作。
2. 1　 组织架构合理

实验室要建立相对完善的组织架构, 除了要构建

能够适应其质量管理体系保持、 运行和改进所需要的

管理层, 还应明确实验室内部各部门的设置, 区分实

验室管理和技术等部门及人员的职责、 权限和相互关

系, 以保证实验室各部门职责清楚、 界限分明、 关系

明确。 某校准和测试实验室内部组织机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某校准和测试实验室内部组织机构图

管理层人员是否具备与岗位相适应的能力, 以及

管理层人员的权责是否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与实验室

的管理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将直接影响实验室

的发展和检测结果的质量。 CNAS-CL01: 2018《检测和

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中规定: “实验室应确定对

实验室全权负责的管理层”, 这是对实验室管理人员配

备及其权责的总体要求。 因此, 实验室必须构建能够

适应其质量管理体系保持、 运行和不断改进所需要的

管理层, 且管理层人员的数量和能力都必须满足本实

验室校准或测试任务的类型、 范围和数量的需要, 保

证管理层人员的数量与实验室的规模相适应, 能力资

格与实验室所承担的工作相适应。 在对实验室人员进

行分工并确定职责时, 应优先选择与该岗位所承担的

任务相符合的人员, 尤其是在选配质量负责人、 技术

负责人和授权签字人时, 应选择在现有机构中具有一

定相关职务、 能参与实验室相关事项的决策, 并具有

一定领导能力和责任心的人员担任, 赋予其相应的职

位、 权力和资源, 权力和资源是相辅相成的, 适宜的

权力和资源配比是支持其更好履行职责的根本保证,
这样才能做到职责界限清晰、 任务分工明确, 以便于

执行和检查考核。 此外, 实验室应根据实验室认可要

求及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 运行和工作需要, 配备中

层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和其它相关人员, 明确分工,
确定职责, 共同保证实验室活动的有效性。
2. 2　 技术能力符合要求

2. 2. 1　 人员

实验室所属人员的资格、 技术能力与素质是影响

校准及测试工作质量的重要因素[3], 实验室活动中的

任何一个环节、 任何一个人的工作质量都会不同程度

地、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实验室活动结果的质量。
每个对实验室活动结果有影响的人员, 对于确保

实验室出具有效数据和准确结果都至关重要, 但不同

的岗位对人员的能力要求是不一样的, 因此要确保他

们的能力符合要求, 就要分别明确他们的任职条件,
并经考核确认后上岗。 对于新上岗、 新授权和负责新

项目运行的人员, 需要有懂技术、 有领域覆盖能力、
有责任心的人员进行监督, 以保证新上岗人员能够尽

快熟悉、 掌握其岗位所需技能。 对于已授权上岗的人

员, 需要对其保持已被确认能力的情况进行监控, 以

保证已授权人员拥有持续满足要求的能力。
校准和测试人员应进行不定期的培训以获得并保

持自身能力, 培训应至少包含与计量相关的通用基础

知识、 相关计量参数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

培训三部分, 培训应由外部相关机构或内部有资质的

人员组织实施[4]。 培训之后, 参加培训的人员还应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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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的内容与实验室未参加培训的人员进行讨论、 交

流、 分享, 既加深参训人员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认识,
又能够扩大培训的受益面, 为实验室维持稳定的技术

能力奠定基础。 另外, 除了对校准和测试人员进行相

关专业知识培训, 还应对实验室全体人员进行实验室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和相应国标、 军标等通用要求的培

训和宣贯, 包括本实验室的质量方针、 质量目标、 对

应岗位的质量、 程序和作业文件的培训, 通过一系列

的业务培训、 文件宣贯、 讨论交流, 提高实验室人员

的质量意识, 畅通组织内部、 外部沟通渠道, 确保各

部门职责明确、 配合有序。
根据实验室认可要求, 对于被评审方工作人员的

检查, 首先要查看工作人员的培训记录、 资格证明、
授权文件, 之后可通过观察他对问题的回答、 实际的

操作、 编写的文件、 出具的报告或证书等, 了解他的

实际工作能力和水平。 因此, 实验室人员在日常的工

作中应严格按照标准和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要求执行所

有操作, 做到耐心、 细致、 准确、 详实, 注重习惯养

成、 梳理分析、 经验总结, 在工作过程中逐渐积累经

验, 高效地判断、 分析、 解决问题, 不断提高自身能

力, 不断提升质量意识, 以保证校准和测试工作质量

和结果的一致性、 准确性。
2. 2. 2　 测量标准

测量标准是实验室开展活动的主要资源[5], 是实

施实验室校准和测试的必要条件, 是申请实验室校准

和测试资质的物质基础。 测量标准的技术能力准备是

实验室认可准备的根本工作。
实验室在选配测量标准及配套设备时, 应考虑校

准和测试对象、 选用的规程规范的要求以及拟申请的

技术能力范围要求等相关因素, 选择适用于实验室校

准和测试活动的测量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测量仪器、
测量标准、 标准物质、 参考数据或辅助装置等。 实验

室选用的测量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重新投入使用前,
以及在固定设施以外的场所进行校准或测试时, 都应

验证其符合实验室活动相应规范的要求; 对测量结果

有效性有影响的测量设备, 应达到相关技术标准或规范

要求的量程范围和准确度等级, 即测量准确度或测量不

确定度应满足测量方法或程序规定的要求。
对于有量值要求的设备, 应按照规定的周期进行

量值溯源, 并确认溯源的有效性。 在选择溯源机构时,
实验室应特别注重溯源机构技术能力的评审, 确保测

量设备溯源机构的资质有效、 技术能力覆盖有效、 测

量标准有效、 依据的规程规范有效。 例如某实验室在

现场审核过程中, 审核专家发现某测量设备的溯源证

书显示上级溯源机构超范围出具了检定 /校准结果证

书, 经证实上级溯源机构技术能力的确无法满足实验

室溯源需求, 最终导致该实验室在认可过程中被缩小

了技术能力范围。 这种情况应引以为戒。
实验室的所有参考标准、 工作标准和需要特别保

持校准状态可信度的测量设备, 应按规定进行核查,
以确保设备在下次溯源前的性能、 状态和测量不确定

度都满足相应要求。 核查工作是监视和保持测量标准

技术能力的重要手段, 通过核查结果可以有效掌握测

量标准的技术状态。 核查结果也是实验室出具技术报

告或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的重要技术依据。
通常, 测量标准在脱离实验室直接控制后, 应对其进

行核查, 核查周期以及核查方案可以根据各自实验室

的实际情况确定, 但必须保证核查标准具有良好的稳

定性、 重复性和足够的分辨力。
在日常管理时, 实验室应保证所有设备的溯源、

技术档案、 标识、 记录、 说明书、 维护和使用登记等

资料清楚、 完备、 详实, 以备评审方检查。 另外, 要

严格按照装备维护保养制度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以

保证设备能够安全可靠地工作, 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2. 3　 设施与环境管理受控

测量标准的工作和存放环境需要必要的设施和

监控手段予以保障, 例如空调、 温湿度计、 接地、
除静电、 防雷击等设备和设施, 以保证实验室活动

的正确实施。 实验室开展检测活动的区域应进行合

理划分, 检测区域与办公区域应尽量隔离, 对人员

进入或可能影响实验室活动质量的区域加以控制。
在实验室认可前, 实验室应对检测区域的环境条件

进行全面检查, 确保现场审核过程中不因为这些方

面出现问题而影响审核结果。 如果不注意环境条件

的监测和保持, 可能会出现不良后果, 例如现场实

操过程中突然出现某测量设备因接地不良而导致损

坏, 以致实操无法继续进行, 现场审核组就会取消

该标准的技术能力推荐。
2. 4　 测量结果有效性保证

实验室的测量结果及相关报告是提供给委托方的

产品, 结果的有效性保证至关重要。 在现场认可过程

中, 审核专家会重点关注实验室出具的测量结果及相

关报告, 如果在这方面因准备不充分而出现问题, 往

往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例如, 认可过程中发现实验室

的测量数据或结果报告有误, 或者发现存在无证人员

开展检定、 校准工作并出具证书报告等将直接判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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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认可不合格。 因此实验室必须建立并执行测量结

果的有效性保证措施, 并在平时的工作中切实有效地

保证测量结果的有效性。 质量监督是重要的测量结果

有效性保证措施, 专家在认可审核过程中往往会重点

审查质量监督工作记录, 因为贯穿在实验室日常管理

活动中的质量监督工作执行情况, 从监督工作记录中

可以直接反映出来。 因此, 质量监督工作必须得到实

验室的足够重视, 在现场审核前, 必须对过往的质量

监督工作记录进行彻底的梳理, 包括质量监督计划的

执行率、 监督内容的全面性、 监督工作记录的准确性

和规范性检查等, 及时发现并整改问题, 但杜绝篡改

已有记录, 客观真实是质量监督的首要原则。
2. 5　 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2. 5. 1　 体系文件适宜充分有效

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是指: 管理层以实验室技术

体系为出发点, 以质量为最终目标, 对实验室内部所

有的资源进行统一指挥、 协调和管理。 质量管理体系

文件即文件化的质量管理体系[6], 是实验室落实各项

制度要求、 规定实验室人员职责、 确保技术体系有效

运行的重要基础, 是确保实验室服务质量、 改进质量

管理工作以及维持实验室良好行为的根本依据。 各实

验室可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制定相应的体系文件, 一

般包括符合实验室现阶段发展状态的质量方针、 可具

体和量化的质量目标以及质量、 程序、 作业文件等。
应确保体系文件在实际质量管理和技术运作过程中得

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 根据实验室认可要求, 实验室

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实践应适宜、 充分且有效[7], 即

体系文件各要素和过程必须充分、 完整, 其中所有规

定, 包括增加和删减的内容, 都应与现行有效的国家

和军队技术标准要求相适应、 与外部情况变化相适应、
与实验室的实际情况相适应, 且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

的运行及活动要与体系文件相适应; 质量管理体系应

充分满足委托方的要求、 充分反映实验室工作类型、
实际工作需要和各项工作过程, 制定的目标、 设置的

岗位、 确定的职责、 规定的程序等应相互协调一致且

能够充分反映实验室的实际活动;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中质量目标的量化与考核、 部门和岗位职责的落实、
委托方的满意程度、 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的效果等都

应保证充分、 有效。
2. 5. 2　 运行记录客观真实有效

在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实践中, 应根据实际

情况不断改进, 使实验室的质量管理体系更趋于规范

化、 标准化, 并及时更新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过程中所

产生的各种记录, 要做到写下来、 做得到、 留存好、
可追溯[8]。 对于体系文件而言, 既不能全盘照搬标准

文件, 也不能擅自删减标准条款, 即便需要删减部分

条款, 也应注明充分的理由且不影响实验室提供符合

法律法规要求和顾客要求的产品和服务。 质量管理体

系文件应具有适宜性和可操作性, 写进文件的内容或

要求要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落实, 不能脱离实际,
没有实际指导作用的文件反而会成为实验室管理的束

缚。 实验室所有质量活动和技术工作都应留下记录,
应明确什么时候开展什么工作、 什么时候应留下什么

记录, 并且记录的内容应客观、 真实、 有效, 可以复

现原来的工作过程, 作为开展相关工作的客观证据。
2. 5. 3　 内部审核、 管理评审发挥作用

内部审核是实验室自我检查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

行的有力手段。 实际工作中, 发现很多实验室不能正

确对待内部审核。 出现在内部审核过程中走过场的问

题, 主要是因为这些实验室没有真正认识到内部审核

对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 提升实验室管理水平的积

极作用, 反而认为内部审核是个麻烦的“包袱”, 认为

内部审核耗时间、 耗精力, 影响其他工作安排。 还有

一些审核员和被审核部门不希望审核出问题, 所以在

审核过程中有意识地回避某些问题, 带来的后果就是

不能及时发现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让这些问题持续、 累积, 而得不到及时整改,
最终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难以整改。

内部审核是认可过程中审核专家重点关注的内容

之一, 内部审核程序文件的适宜性、 内部审核工作计

划的执行率、 内部审核记录及报告等都是专家审核的

重点内容, 应格外重视。
管理评审是评审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文件适宜性、

充分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 实验室应通过管理评审

对质量方针、 质量目标、 质量管理体系是否适应实验

室的实际情况以及实验室的技术现状是否适应任务和

条件的变化做出评价, 在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修订、
组织结构的完善、 体系的改进等方面做出决策, 不断

增强为委托方服务的能力, 使实验室的质量保证能力

和技术能力不断改进提高。

3　 结论

实验室认可是加强实验室管理的重要手段。 各实

验室在日常管理、 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和维护过程中,
应明确实验室质量方针和目标、 增强质量意识、 细化

质量要求, 使质量活动制度化、 程序化, 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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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依据、 有程序、 有记录, 加强过程控制, 确保质量

管理有序开展。 在实验室认可前应重点准备相应的证

明材料, 完善管理制度和所涉及的人员、 设备、 设施、
环境和方法等各个方面, 并在专家文审意见的基础上,
对其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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