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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由于对产品质量日趋重视, 购买环境试验

设备的单位越来越多。但生产环境试验设备的厂家由

于规模水平参差不齐, 加之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造成试

验设备整体质量呈下降趋势, 因此购买气候环境试验

设备的先期准备工作就变得十分重要。本人根据多年

从事环境试验设备检测的经验, 把购买环境试验设备

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写出来, 供大家参考。

货比三家是第一位的。近几年来, 哪个公司的产品

好, 一定要多做调研, 也可向环境试验设备检测人员咨

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某些公司的产品质量已出现滑

坡, 因此, 千万不能按以往的产品质量信息来推断现在

的产品质量情况。

技术指标的确定, 尤其是在招标文件和合同文本

中, 应按国家标准和国家军用标准制定。近年来, 包括

我本人及其他检测人员“看不懂”合同中的技术指标的

事常有发生。要使检测人员看懂合同中的指标, 顺利完

成产品验收任务, 合同中的技术指标就要符合相关的

国家标准和国家军用标准。例如: 国家标准中“温度均

匀度”前无“±”号, 而现在有些合同中卖方给出的“温

度均匀度”前有“±”号, 不符合国家标准。还有, 国家标

准、国家军用标准中给出的技术指标已基本能满足要

求, 没有必要再另订新项目。近几年卖方在合同中给出

的承诺常写有“控制精度”、“显示误差”等, 这些项目由

于国家标准和国家军用标准中无解释, 检测人员是无

法按检定规程检测这些项目的。另外, 由于目前市场上

有很多国外产品, 于是有人声称合同中的技术指标虽

不符合国家标准但符合“国际标准”, 这种说法没有任

何意义, 因为国内并不执行这个所谓的“国际标准”。

对于部队、军工单位应注意国家军用标准与国家

标准的不同之处。比如, 国家军用标准中温度试验的偏

差要求为±2 ℃, 而国家标准中温度偏差要求为高温

试验±2 ℃, 低温试验±3 ℃; 国家标准、国家军用标准

对交变湿热的波形要求也是不同的。因此在合同中要

明确写明, 卖方提供的环境试验设备应符合国家标准

还是应符合国家军用标准。在检测实践中发现, 相当多

的环境试验箱在低温无论怎样调整, 只能符合国家标

准±3 ℃, 却达不到国家军用标准要求的±2 ℃, 因此

部队、军工单位订购军用环境试验箱时, 一定要注意其

技术指标是否符合国家军用标准。

购买的环境试验设备的功能要在合同中明确, 能

做哪项试验, 这一项的试验范围是多少。不要相信销售

人员的口头承诺, 如“试验范围虽然没写那么宽, 但这

个范围内的试验可以做”。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销售人

员都完全清楚其设备的技术指标和范围。

合同中的措辞尽可能量化。如“充分稳定之后开始

检测”、“升温速率约为××度每分钟”等定性的字句,

在检测中是无法引用的。应写为“稳定××分钟后开始

检测”、“升温速率大于等于××度每分钟”。因此合同

中的技术指标最好事先请检测人员按检测要求帮助审

查。

预付费或订金尽可能的少。因为按现在的预付费

办法, 预先付给卖方货款的 85% , 一旦发生争议, 即使

买方不把余下的 15% 付给卖方, 卖方所收的 85% 已经

够本。部队、军工单位本身的信誉很好, 完全可以将预

付费降到成本以下, 这样做可以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

一边。例如航空系统某研究所订购步入式温湿箱时预

付费仅为货款的 30%。

目前支付给第三方的验收检测费用约为设备价格

的 1%～ 3% , 因此验收检测费也应在合同中明确。某

些合同中不明确费用, 只是规定由卖方付验收检测费,

这样卖方会找自己熟悉的计量部门进行检测, 或卖方

压低检测费, 使第三方因检测费用太低无法对设备进

行正常检测。另外, 在合同中要写明检测结果达不到指

标要求时, 重检的检测费由卖方支付, 以避免因卖方的

责任而造成买方多次付检测费。

新环境试验设备到货要试运行, 看运转是否正常,

是否有损伤、漏油漏气等。如有问题找运输方或卖方交

涉; 如果设备运转正常, 要请计量部门按合同中的技术

指标做一次全面的验收检测, 这样便于在质量保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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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及时发现问题。由于目前许多厂家产品出厂时并不

检测, 而是在现场调试, 致使有的新环境试验设备首检

时, 温度指标能差十几度, 湿度指标能差 7%～ 8%

RH , 因此首检是十分重要的, 而且一定要全指标全范

围的检测。有的买家为了少付检测费, 暂时不用的项目

不检测或只检测某些项目的很窄范围, 等需用时再请

计量部门检测, 当发现指标达不到要求时, 已超过了质

量保证期。

在合同中应写明在验收检测之前卖方应教会买方

操作设备。我们在验收检测时, 曾发现卖方人员在操作

中作弊。因此在验收检测时, 应由买方出面请计量部门

来检测, 由买方人员进行操作, 必要时卖方人员给予指

导。

有些环境试验设备经检测—调整—再检测, 反复

多次可能仍达不到指标要求, 所以合同中应写明因故

延期造成损失需赔偿的内容, 并注明那几种情况可以

退货。

以上是买方应注意的问题, 从另一方面来说, 也是

卖方应注意的问题。我国环境试验设备市场在管理上

还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

的重视。我们也衷心希望我国环境试验设备市场能向

好的方向发展, 市场上的环境试验设备都是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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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联系, 充分理解其需求, 认真处理其反馈意见, 并分

析、利用这些意见, 以便不断改进实验室的工作。实验

室应通过管理规定, 明确对委托方服务的职能部门、方

式及意见的处理程序等内容。

21413　不符合要求的控制

实验室应制定不符合要求的控制程序, 以便在校

准或检定工作出现不符合要求的情况时, 能够清楚、及

时地识别, 并采取措施有效地控制, 防止造成更大影

响。其内容包括: 不符合要求情况发生的场所, 识别、评

价、判定的责任和权限以及处理程序等。

21414　纠正措施

实验室应通过制定纠正措施程序, 规定适当的权

限, 以便在质量管理体系或技术操作中出现不符合或

偏离时, 采取纠正措施。其内容包括: 不符合要求情况

的查找、原因的确定、是否需要采取纠正措施的评估分

析、纠正措施的确定和实施、采取纠正措施的结果记

录、纠正措施有效性评审等。

21415　预防措施

实验室应制定程序文件, 确定在质量管理体系方

面或技术方面需要采取的预防措施, 以消除潜在不符

合要求情况的根源, 预防措施应与潜在问题的影响程

度相适应。其内容包括: 潜在不符合要求及其原因分

析、是否需要采取预防措施的评估分析、预防措施的确

定和实施、采取预防措施的结果记录、预防措施有效性

评审以及责任权限等。

21416　内部审核

实验室应制定内部审核的程序文件, 并定期对质

量管理体系的全部要求和校准或检定的全部活动进行

内部审核。内部审核由质量负责人策划和组织, 并确保

内审员的资格和审核的客观、公正。程序文件的内容包

括: 审核方案的策划、审核组的组成和分工、现场审核

的要求、审核中发现不符合要求情况的处理等。

21417　管理评审

管理评审是实验室最高领导对质量管理体系及校

准或检定工作是否达到质量方针规定的目标所进行的

系统评价, 以确定实验室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持续的

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实验室应制定程序文件, 规

范管理评审的输入、实施、输出及决策落实检查等环

节。

实验室应通过贯彻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开展质

量监督、内部审核, 对委托方意见进行分析, 实施纠正

措施、预防措施以及管理评审, 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

并保持其有效性。

3　结束语
实验室的质量管理体系是一个由诸多过程或要素

组成的过程总和, 运用“过程方法”对各个分过程之间

的相互联系进行分析控制, 可以达到有效控制整个质

量管理体系的目的, 并确保质量管理体系有效和持续

改进, 提高实验室管理水平和技术能力, 为委托方提供

始终如一的高质量校准或检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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