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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 GJBz 20358-1997 《军工产品成品检验验收程序》、GJB 3677-1999 《零部件检验程

序》和 GJB3917-1999 《武器装备停止验收与恢复验收程序》 三项标准合并修订而成。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代替 GJBZ 20358-1997、GJB 3677-1999和 GJB 3917-1999，GJBZ 20358-1997、

GJB 3677-1999和 GJB 3917-1999即行废止。 

本标准与 GJBZ 20358-1997相比，主要有下列变化: 

a)  标准名称改为 《装备检验验收程序》； 

b)  增加了零部件检验程序和停止检验验收与恢复检验验收程序的内容； 

c)  增加了大型复杂装备检验验收的要求； 

d)  标准编写格式按 GJB 0–2001《军用标准文件编制工作导则》的规定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附录 A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电子信息基础部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重庆军事代表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魏  国、伍炳清、李延峰、王克文、陈兴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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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检验验收程序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装备检验验收的依据、范围、要求、条件、步骤和停止与恢复检验验收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军事代表对装备的检验验收。 

2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有关条款通过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后的任

何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本都不适用于本标准，但提倡使用本标准的各方探讨使用

其最新版本的可能性。凡未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JB 1405  装备质量管理术语 

GJB 3899 大型复杂装备军事代表质量监督体系工作要求 

GJB 5711 装备质量问题处理通用要求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采购条例》  中央军委  2002年 10月 30日 

3 术语和定义 

GJB 1405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分组检验 group inspection 

按照产品规范中检验项目的性质特征，分成不同组别进行检验的过程。 

4 检验验收的依据和范围 

4.1 检验验收的依据 

装备检验验收的依据一般包括： 

a)  已生效的合同或协议； 

b)  批准的产品图样和技术文件； 

c)  双方约定采用的标准。 

4.2 检验验收的范围 

装备检验验收的范围一般包括： 

a)  交付使用的成套装备； 

b)  单独采购的装备主要备件； 

c)  为装备配套的主要成品件； 

d)  委托代验的装备； 

e)  返承制单位维修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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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其他规定需要检验验收的产品。 

5 检验验收的基本要求 

5.1 根据第 4.1条和有关规定，编制装备检验验收细则，并按要求进行检验。 

5.2 应对装备进行独立检验；不宜独立检验的项目，可以按有关要求会同承制单位进行联合检验，

但要独立作出检验结论。 

5.3 大型复杂装备应按 GJB 3899 做好检验验收工作的相互配合和协调，按配套关系逐级进行检验

验收。 

5.4 按 GJB 5711 对检验验收中发现的质量问题进行处理。 

5.5 及时做好检验验收过程中的记录并归档保存。 

6 检验验收的条件 

6.1 承制单位质量保证 

6.1.1 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运行。 

6.1.2 产品质量处于受控状态，适时向军事代表提供所需的质量证据。 

6.2 产品技术状态 

6.2.1 产品图样和技术文件现行有效。 

6.2.2 产品偏离许可、材料代用、图样资料更改等按有关规定办理了手续。 

6.3 检验场所和环境条件 

6.3.1 检验场所应满足检测、试验和安全保障要求。 

6.3.2 检验的环境条件应符合产品图样和产品规范的有关规定。 

6.4 检验仪器和设备 

6.4.1 应符合有关标准、产品图样和技术文件的规定，其精度及准确度应满足产品检测的要求，自

制检验仪器和设备必须鉴定合格。 

6.4.2 应按规定进行周期检定且合格。 

6.5 产品的提交 

6.5.1 承制单位提交军事代表验收的产品必须是经承制单位检验部门按规定检验合格的产品，且未

处于停止验收状态。 

6.5.2 除另有规定外，产品应组批提交。提交验收的产品必须配套齐全，配用的文件资料符合要求。 

6.5.3 配套产品应有军检合格的证明文件或经军事代表认可的入厂检验合格记录。 

6.5.4 承制单位提交产品时，应同时提交承制单位检验部门主管人员签署的产品交验单。交验单一

般包括产品名称、批号、提交数量、产品编号、合同编号、配批情况、检验结论等，且与实物相符；

还应附有产品检验记录、零部件合格证、质量问题的处理情况和产品技术状态更改记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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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 再提交的产品应查明原因，釆取有效措施解决后方可再提交，但产品再提交的条件和次数应

符合产品规范（技术条件）的规定，并应对返工及检验情况作出说明。 

7 检验验收步骤 

7.1 总体程序 

7.1.1 检验验收分为准备、实施、总结三个阶段。 

7.1.2 装备检验验收程序方框图参见附录 A。 

7.2  准备阶段 

7.2.1 受理检验 

7.2.1.1  按第 6章的规定对检验验收条件进行审查。 

7.2.1.2  作出同意或拒绝受理交验的判定，并在产品交验单上签署同意或拒绝受理交验的意见和理

由。 

7.2.1.3  对拒绝受理交验应及时通知承制单位；当承制单位采取了措施且满足规定的条件后，可以

再受理。 

7.2.2  检验准备 

7.2.2.1  根据检验任务，明确检验分工及要求。 

7.2.2.2  承制单位应做好检验所需的条件准备，明确符合要求的人员配合军事代表的检验。 

7.2.2.3  做好其它相关的准备工作。 

7.3  实施阶段 

7.3.1  实施检验 

7.3.1.1  按产品图样、技术文件、检验验收细则的规定确定被用于分组检验的样本。 

注：分组检验的分组原则一般按 GJB0.2中附录 C和其它有关要求进行。 

7.3.1.2  按产品图样、技术文件、检验验收细则及相关标准规定的顺序和要求进行分组检验和包装

检验。 

7.3.1.3  在产品检验过程中，完整、准确地做好检验记录。 

7.3.2  合格判定 

7.3.2.1   根据检验结果，按产品图样、技术文件中的判定标准，对分组检验、包装检验作出合格

与否的判定，并在产品检验记录上签署判定的意见。 

7.3.2.2  本组检验判为合格的产品（批），并在督促承制单位按规定对样本中的不合格品作出处理

后，可以转入下一组别的检验。 

7.3.2.3  本组检验判为不合格的产品（批）应退回承制单位，并办理退回手续。  

7.3.2.4  分组检验全部合格的产品（批）转入包装检验；包装检验不合格的产品（批）应退回承制

单位，并办理退回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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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5  当承制单位对退回产品的质量问题查明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并满足提交条件后，可再提交；

重复提交次数不能超出产品规范（技术条件）允许的次数；再提交的产品，其检验内容是否包括全

部（部分）组别或项目，按有关规定或由采购方与承制单位协商确定。 

7.3.3  接收与拒收 

7.3.3.1  当产品（批）经过规定的各分组检验、包装检验，符合产品图样、技术文件和合同规定的

要求时接收，否则拒收。 

7.3.3.2  在产品交验单上填写有关内容和签字。 

7.3.4  签署合格证 

7.3.4.1  当产品（批）判为接收时，会同承制单位按有关规定办理产品合格证明文件。 

7.3.4.2  承制单位及其最高管理者和军事代表室及其总军事代表均应在合格证明文件上盖章（签

字）。 

7.3.5  拒收产品批的处理 

7.3.5.1  当产品（批）最终判为拒收时，应及时报告。 

7.3.5.2  当承制单位对拒收有异议或提出产品偏离许可要求时，则应按有关规定报请军事代表局、

装备主管机关（部门）裁决。 

7.4  总结阶段 

7.4.1  总结检验验收工作情况。 

7.4.2  及时将产品交验单、检验记录、试验报告、质量统计分析报告、合格证明文件等资料整理归

档。 

8 停止与恢复检验验收 

8.1  停止检验验收的条件 

8.1.1  承制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不能正常有效运行。 

8.1.2  承制单位生产的产品质量不稳定，发生了重大质量问题或存在严重的质量隐患。 

注：如出现按 GJB179实施抽样检查已连续 10批停留于加严检查，而未能转到正常检查；产品发生重大质量问

题或严重质量问题的原因没有查清，或在生产中没有纠正等状况。 

8.1.3  承制单位生产的产品与其他单位发生的重大质量问题有牵连。 

注：如与分承制单位发生的重大质量问题有牵连；与同种类装备在生产、部队储存、使用中发生的重大质量问

题有牵连。 

8.1.4  承制单位不能完全有效履行装备合同或协议的其他情况。 

8.1.5  装备主管机关（部门）通知的停止检验验收。 

8.2  停止检验验收与恢复检验验收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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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军事代表室发现承制单位履行装备合同或协议过程中出现 8.1.1-8.1.4中任意一种情况时，

应暂停检验验收，并向军事代表局或装备主管机关（部门）提出停止检验验收的请示。请示的内容

应包括停止检验验收的范围、原因等基本情况。 

8.2.2  军事代表室在接到军事代表局或装备主管机关（部门）发出的停止检验验收的通知后应停止

检验验收。 

8.2.3  在停止检验验收期间，军事代表室应督促承制单位采取纠正措施，并做好如下工作： 

a)  督促承制单位针对质量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军事代表局或装备

主管机关（部门）； 

b)  督促承制单位针对产品存在的质量问题，查明原因、采取纠正措施，并将产品质量问题的

产生原因、验证试验结果和纠正措施等情况报军事代表局或装备主管机关（部门）； 

c)  对受牵连的停止检验验收，应了解掌握有关情况，并督促承制单位做好配合工作； 

d)  对不能完全有效履行装备合同或协议的其他情况，应督促承制单位查明原因、采取纠正措

施，写出整改情况报军事代表局或装备主管机关（部门）； 

e)  对装备主管机关（部门）通知的停止检验验收，应按其要求做好有关工作。 

8.2.4  军事代表室在确认承制单位采取的纠正措施有效后，应向军事代表局或装备主管机关（部门）

提出恢复检验验收的请示。 

8.2.5  军事代表室在军事代表局或装备主管机关（部门）批准恢复检验验收后应及时恢复检验验收。 

8.2.6  承制单位在规定期限内仍达不到要求的，应按《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采购条例》的有关规定

向装备主管机关（部门）提出终止装备合同履行的请示，并按军事代表局或装备主管机关（部门）

的批复执行。 

8.2.7  军事代表室应收集、整理停止检验验收至恢复检验验收期间的有关记录、文件等资料，并整

理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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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图 A.1  装备检验验收程序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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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标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电子信息基础部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驻沈阳地区军事代表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钱世光、姚文增、韩曙鹏、邰炳昌、刘志鹏、刘  君、王  闯、王  韬、

吴  超、祖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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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装备检验验收程序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引进装备检验验收的依据、范围、条件、内容、步骤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引进装备检验验收。引进装备合同谈判签约工作和国内检验验收可参照使用。 

2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有关条款通过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后的任

何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本都不适用于本标准，但提倡使用本标准的各方探讨使用

其最新版本的可能性。凡未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JB 1405  装备质量管理术语 

GJB 3677  装备检验验收程序 

GJB 5711  装备质量问题处理通用要求 

GJB 5714  外购器材质量监督要求 

GJB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ISO 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采购条例》 中央军事委员会  2002年 10月 2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采购合同管理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  2003年 12月 3日 

《军工产品质量管理条例》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  1987年 6月 5日 

3 术语和定义 

   GJB 1405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引进装备  imported equipment 

从国（境）外采购的装备。 

4 基本要求 

4.1  经授权组建的引进装备验收组，代表国家和派出机构履行合同规定的引进装备检验验收权利和

义务。 

4.2  引进装备验收组负责国外检验验收工作。其验收人员应熟悉掌握合同内容和引进装备技术状

态、工作原理、工艺流程、战术技术指标和主要性能参数，接受技术培训，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资

格和检验验收能力。 

    引进装备验收组应做好下述工作： 

a) 编制或完善检验验收细则； 

b) 依据合同规定的权限对引进装备生产和交付过程实施质量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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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及时做好检验验收过程的记录，定期统计分析汇总； 

d) 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处理质量问题； 

e) 按合同要求承担相应保密义务，传递信息应遵守国家和军队有关保密规定； 

f) 对引进装备国内检验验收给予技术支持； 

g) 上级赋予的其他职责。 

5 检验验收依据和范围 

5.1 检验验收依据 

引进装备检验验收的依据是： 

a)《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b)《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采购条例》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采购合同管理规定》； 

c)合同或协议，主要包括合同规定的产品图样、技术条件和标准样件；合同规定的质量保证条

款及检验验收细则； 

d)ISO 9001-2000和 GJB 9001。 

5.2 检验验收范围 

引进装备检验验收的范围包括： 

a) 引进装备整机（包括软件）； 

b) 引进装备配套设备、器材； 

c) 引进装备技术文件和有关资料； 

d) 单独订货的引进装备的主要备件； 

e) 装备配套的主要成品件； 

f) 返承制单位修理的产品； 

g) 合同规定的其他检验验收项目。 

6 检验验收条件 

6.1 产品技术状态 

6.1.1 产品的技术状态符合合同要求。 

6.1.2 产品技术状态的更改，应经验证，提供技术报告，合同双方认可并办理了更改审批手续。 

更改通常包括： 

a) 产品部件、组件、元器件、原材料的代用； 

b) 产品技术特性偏离许可要求； 

c) 产品技术状态发生变化； 

d) 技术资料、保障设备等配套发生变化； 

e) 其他可能影响产品战术技术指标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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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场所和环境 

6.2.1 检验验收的场所应满足双方认可的检测、试验和安全保障要求。 

6.2.2 检验验收的环境条件应符合产品图样及技术条件的有关规定。 

6.2.3 特殊情况下，承制单位应向采购单位提供足以证明检验验收场所和环境合格的相关文件。 

6.3 仪器、设备和专用工装、工具 

6.3.1 仪器、设备和专用工装、工具应符合规定要求，并提供证明合格的相关文件和记录。 

6.3.2 用于检验验收的仪器、设备和专用工装、工具，按相应的规程进行检定/校准，无检定规程

的其检定方法须经采购单位认可。 

6.3.3 仪器、设备和专用工装、工具的型号替代，承制单位应提供详细的技术特性资料并说明替

代理由。经采购单位同意后，对承制单位提供的技术资料及时备案并上报。 

6.4 产品及其相关资料 

6.4.1 提交验收的产品必须是按合同要求，经承制单位检验部门检验合格的产品。 

6.4.2 提交验收的产品应配套齐全，产品配用的文件资料完整，文实相符。 

6.4.3 配套产品应具有有效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6.4.4 再次提交的产品应注明不合格的原因、采取的纠正措施及验证情况，并附有返工、返修记

录等。 

6.4.5 不符合 6.1、6.2、6.3的要求，应拒绝验收。 

6.4.6 满足采购单位与承制单位约定的其他相关要求。 

7 检验验收内容 

7.1 产品检查 

7.1.1 产品性能应满足合同及协议规定的要求。 

7.1.2 产品及其配套设备、仪器和专用工装、工具原包装完好且材料、外观、结构、连接、装配

和安装等应符合产品图样和技术条件要求。 

7.1.3 按合同规定和检验验收细则，检查产品可靠性、可维修性、保障性、可测试性、安全性等

要求。 

7.1.4 对影响产品质量特性的试验、测试、计量等过程及结果的检查应符合相应图样、技术文件

的规定。 

7.1.5 试验项目、方法及程序的更改应符合审批手续。 

7.2 文件检查 

7.2.1 生产中使用的产品图样和技术条件应现行有效，更改应满足 6.1.1、6.1.2的要求并按有关

规定办理了相应更改手续。 

7.2.2 产品履历本、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生产过程中质量问题处理结论和验证报告，试验、

测试、计量报告和图表等应满足合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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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产品使用维护手册等应满足合同要求。 

8 检验验收步骤 

8.1 准备阶段 

8.1.1 检验条件审查 

8.1.1.1 按第 6章相关规定，检查承制单位提交的技术文件、记录和检验合格的产品。 

8.1.1.2 经审查符合规定后才能受理检验，否则拒绝受理检验，并将同意检验或拒绝受理的意见

和理由及时通知承制单位，必要时可以书面形式阐明并签署意见。 

8.1.1.3 承制单位采取有效措施且满足规定的条件后，可以重新受理。如仍不符合，按合同规定

处理并及时上报。 

8.1.2 检验准备 

8.1.2.1 按合同规定的内容和检验任务，明确检验分工及要求和重点。 

8.1.2.2 按照检验验收细则及相关证明文件，做好检验验收技术准备和质量问题处理预案。 

8.1.2.3 督促承制单位及时提供与检验验收内容相关的产品图样和技术条件等资料。 

8.1.2.4 检查承制单位提供检验所需的工装、设备和工、卡、量具等物资准备，以及配合检验验

收的人员应具有相应专业技术资格。 

8.1.2.5 做好其他相关的准备工作。 

8.2 实施阶段 

8.2.1 实施检验 

8.2.1.1 按检验验收细则规定的项目、顺序实施。 

8.2.1.2 检验验收应按第 7章独立进行，不宜重复的检查项目和内容由合同双方协商解决。 

8.2.1.3 在产品检验验收过程中，及时、完整、准确地做好检验记录。 

8.2.2 合格判定 

8.2.2.1 按照合同或协议规定的判定方法进行判定。 

8.2.2.2 合同或协议对判定方法未作明确规定的，应协商确定。 

8.2.2.3 根据检验结果，作出合格与否的判定。 

8.2.3 不合格的处理 

8.2.3.1 检验判为不合格的产品，应停止进行与该产品相关的检验验收。 

8.2.3.2 督促承制单位查明原因并说明不合格的性质。 

8.2.3.3 督促承制单位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并得到采购单位或其代表的认可。 

8.2.3.4 按合同要求，采购单位参加不合格的原因分析、处理方法的制订、复现不合格现象的试

验、解决措施的落实、对战术技术指标及使用安全的影响分析。 

8.2.3.5 经承制单位检验部门再次判定合格后，采购单位可重新受理检验并对与该产品相关的检

验项目重新进行检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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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6 重新受理检验仍不合格，应拒绝验收。特殊情况下，经采购单位同意，承制单位写出书

面报告，并由承制单位最高管理者或管理者代表签名办理第二次提交手续。经复验合格后，方可接

收，否则拒收。 

8.2.4 合格证明文件的签署 

当产品判为合格时，会同承制单位按合同规定办理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合同双方代表在合格证

明文件上签字（盖章）。 

8.2.5 接收和拒收 

8.2.5.1 对作出合格判定的产品应判为接收，否则判为拒收。 

8.2.5.2  当产品被判为拒收时，应及时上报装备主管机关（部门）。当承制单位对拒收有异议或

提出让步要求时，应报请装备主管机关（部门）裁决，在装备主管机关（部门）未作出答复前，不

得办理产品接收手续。 

8.2.6 包装和铅封 

8.2.6.1 检验合格的产品，在承制单位按规定进行包装和检验后，进行包装检验。 

8.2.6.2 包装检验和配套完整性检查符合规定后对产品予以铅封。 

8.2.7 资料整理 

8.2.7.1 建立产品质量档案，及时将检验记录、试验报告、质量统计分析、合格证明文件等资料

整理归档。 

8.2.7.2 汇总检验验收情况，按照规定定期向装备主管机关（部门）提交检验验收报告。 

9 质量问题处理 

9.1 质量问题处理原则 

处理质量问题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a) 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 

b) 有利于保障装备质量； 

c) 执行 GJB 5711 的有关要求。 

9.2 质量问题处理要求 

9.2.1 依据权限处理质量问题。 

9.2.2  处理质量问题一般不采用降价、让步的处理方法。 

9.2.3  发现严重、重大质量问题时，应停止验收，并及时向装备主管机关（部门）报告。 

9.2.4  必要时可对无关联产品暂停验收或对已验收产品暂停接收，并将处理意见和理由通报承制

单位。 

9.2.5  产品在后续生产中发生了重大质量问题，承制单位有义务向采购单位通报原因、责任和解

决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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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按照装备主管机关（部门）指示，根据产品发生质量问题原因的性质、造成的损失和危害

程度，提出索赔、中止和解除合同的要求。 

9.2.7  签署合格证明文件后的产品，在交付使用后发现不合格时，承制单位有采取相应措施的义

务。 

9.2.8  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的产品，通常采用更换、外方专家现场修理、返承制单位修理等

方法，验证后承制单位代表应在产品合格证明文件上记录修理情况并签名。 

9.2.9  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时，应分清性质和责任，参与对外索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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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对 GJB 3916-1999 《武器装备出厂检查、交接与发运质量监督要求》 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代替 GJB 3916-1999，GJB 3916-1999即行废止。 

本标准与原标准相比，主要有下列变化： 

a) 标准名称改为 《装备出厂检查、交接与发运质量工作要求》；  

b) 本标准扩展了适用范围，在保留对军事代表质量工作要求的基础上，兼顾了对装备主管机关

（部门）、接装单位、承制单位和承运单位的质量工作要求； 

c) 标准编写格式按 GJB 0–2001《军用标准文件编制工作导则》的规定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电子信息基础部提出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沈阳军事代表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曹卫东、张  松、付  浩、罗忠民、张  伟、马众异、徐 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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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出厂检查、交接与发运质量工作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装备出厂检查、交接与发运质量工作的内容与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装备出厂检查、交接与发运质量工作。 

2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有关条款通过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后的任

何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本都不适用于本标准，但提倡使用本标准的各方探讨使用

其最新版本的可能性。凡未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JB 1405  装备质量管理术语 

GJB 1443-1992  产品包装、装卸、运输、贮存的质量管理要求 

GJB 5711  装备质量问题处理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JB 1405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承运单位 department taking on transport 

提供运输工具并负责将装备运输到指定地点的单位。 

4 基本要求 

4.1 装备出厂检查、交接与发运工作相关单位应根据本标准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制定装备出厂检

查、交接与发运质量工作详细要求，并做好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归档。 

4.2 装备出厂检查、交接与发运工作相关单位应密切配合，保证出厂检查、交接与发运工作顺利进

行，确保装备质量完好、数量准确、产品手续和配套齐全并及时安全地交付。 

4.3 装备主管机关（部门）应指导、检查装备出厂检查、交接与发运质量工作，协调解决装备出厂

检查、交接与发运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 

4.4 接装单位应做好接装前各项准备工作，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对拟接收装备进行必要的检查，

符合条件的方可接收。 

4.5 承制单位应在规定条件下贮存经军事代表验收合格的装备，并保证其在出厂前处于完好状态。 

4.6 承运单位应具备运输相关装备的资格。 

4.7 当装备出厂检查、交接与发运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时，按 GJB 5711 和 GJB 1443-1992 的有关

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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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装备出厂检查、交接与发运过程结束后，军事代表按有关要求收集、整理相关资料与信息，并

进行归档。 

5 出厂检查 

5.1 装备交接前，军事代表应进行出厂检查。 

5.2 承制单位应配合出厂检查，并提供必要的条件。 

5.3 出厂检查内容一般包括： 

a) 贮存环境检查； 

b) 保管状况检查； 

c) 包装质量检查； 

d) 装备整机及配套的备件、设备、工具等质量检查； 

e) 装备封装质量检查。 

5.4 贮存环境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检查的项目和要求，按产品规范的规定执行； 

b)  检查贮存场所的有关数据(如温度、湿度等)，查看保管人员所做的定期观测记录。 

5.5 保管状况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检查的项目和要求，按产品规范的规定执行； 

b)  检查保管人员在装备保管期间所做的维护保养记录，并观测有关数据。 

5.6 包装质量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从产品规范中选取对贮存环境、贮存时间敏感的非破坏性检查项目，按照装备检验验收时

所组成的检验批逐批进行检查； 

b)  根据产品规范的规定，采用全数检查或采用抽样检查。 

5.7 装备整机及配套的备件、设备、工具等质量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从产品规范中选取对贮存环境、贮存时间和维护保养状况敏感的非破坏性检查项目，按照

装备检验验收时所组成的检验批逐批进行检查； 

b)  按产品规范中的规定，采用全数检查或采用抽样检查。 

5.8 装备封装质量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按产品规范的规定对承制单位在装备出厂前进行的封装过程实施质量监督； 

b)  按产品规范的规定对装备的封装质量进行检验验收。 

5.9 装备按 5.4、5.5的规定所做检查的结果不符合要求时，按下列要求执行： 

a)  一般性不符合要求，应监督承制单位采取纠正措施。在实施 5.6、5.7的检查时,如采用调

整型抽样检查方案，应实施加严检查；如采用非调整型抽样方案，应适当加大样本量或全

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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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严重不符合要求（指影响或可能影响装备整机及配套的备件、设备、工具等质量），应暂

停装备出厂，报装备主管机关（部门）处理。 

5.10 装备按 5.6、5.7、5.8规定的检查结果符合要求时，应允许出厂；不符合要求时，按 GJB  5711  

的有关规定执行。 

6 交接 

6.1 接装单位、承制单位、军事代表依据装备主管机关（部门）的接装通知书实施装备交接。 

6.2 交接可在承制单位所在地、接装单位所在地或其它指定地点进行。 

6.3 军事代表应确认接装单位出具的接收装备凭证，并通知承制单位。 

6.4 接装单位应实施交接检查，军事代表、承制单位配合检查。检查内容主要包括： 

a) 装备整机及配套的备件、设备、工具等的品种、数量、外观、包装等静态检查项目； 

b) 合同约定或协议及有关规定确定的动态检查项目； 

c) 装备履历书、产品证明书、使用说明书等文件资料。 

6.5 检查合格后，实施交接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7 发运 

7.1 发运一般包括运输设备准备和装备装载、运输、卸载。 

7.2 装备发运应按合同规定或装备主管机关（部门）确定的方式进行。 

7.3 装备主管机关（部门）应审查并确认承运单位的资格。 

7.4 装备委托承运时，军事代表监督承制单位或接装单位按接装通知书的要求，适时与承运单位联

系办理火车、汽车、船舶、飞机等运输设备的手续。 

7.5 承运单位应确保运输设备的适用性，并按时将运输设备运送到指定地点。 

7.6 承制单位应按 GJB 1443-1992中 5.2的要求组织装载，军事代表对装载过程和装载质量实施监

督，承运单位应对装载质量进行检查和确认。 

7.7 承运单位应按 GJB 1443-1992 中 5.3 的要求组织运输，将装备运输到指定地点。押运员应检

查装备运输情况，做好各项记录。 

7.8 接装单位应按 GJB 1443中 5.2的要求组织卸载。 

7.9 装备不借助运输设备运输时，军事代表应监督承制单位或接装单位按照双方规定的路线和要求

运输，确保安全和装备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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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对 GJB 3919-1999《封存生产线质量监督要求》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代替 GJB 3919-1999，GJB 3919-1999即行废止。 

本标准与原标准相比，主要有下列变化： 

a) 标准结构作了调整，按生产线封存过程将原来的七章调整为九章； 

b) 标准内容增加了生产线封存准备和动态封存监督等要求； 

c) 标准编写格式按 GJB 0-2001《军用标准文件编制工作导则》的规定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电子信息基础部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重庆军事代表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贺剑锋、章明富、彭永怀、许新芳、刘玉清、孙  军、刘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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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存生产线质量监督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承制单位封存军工产品生产线实施质量监督的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军事代表对国家批准封存的军工产品生产线的质量监督。 

2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有关条款通过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后的任

何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本都不适用于本标准，但提倡使用本标准的各方探讨使用

其最新版本的可能性。凡未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JB 1405  装备质量管理术语 

GJB 1710  试制和生产准备状态检查 

3 术语和定义 

GJB 1405 中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基本要求  

4.1   军事代表应遵照国家和军队的有关法规、标准，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和预防为主的原则，对

封存生产线质量实施监督。 

4.2   军事代表应注重对封存生产线能力的监督。 

4.3   军事代表室应根据上级要求制定质量监督实施办法，明确监督的目的、内容、时机和方法等。 

4.4   对大型复杂武器装备的封存生产线，应建立由驻总承制单位和分承制单位军事代表室参加的

封存生产线质量监督系统实施监督。 

5 生产线封存准备工作监督 

5.1 确定生产线封存后，军事代表应对承制单位生产线封存实施方案提出意见或建议。 

5.2 军事代表接到上级对军工产品生产线封存质量实施监督的任务后，应监督承制单位做好以下工

作： 

a) 明确生产线封存的方式、方法和要求； 

b) 明确生产线封存的组织管理机构和职责。 

6 生产线封存过程监督 

6.1 人员管理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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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监督承制单位制定人员管理制度。 

6.1.2 监督承制单位对从事管理、技术、操作和检验的人员单独造册登记。 

6.1.3 监督承制单位对关键岗位人员详细注明担负任务的名称和工作内容。 

6.2 生产和检测设备封存的监督 

6.2.1 监督承制单位对封存生产线上的所有生产和检测设备包括专用工装、量具等造册登记、建立

台帐,进行标识，做到帐、物、卡相符，并制定必要的管理制度。 

6.2.2 监督承制单位实施封存时进行必要的检测和维护,，以满足规定的要求,并填入技术档案或履

历书。 

6.2.3 监督承制单位按有关规范和要求进行封存。 

6.2.4 监督承制单位保管环境条件和防护措施符合规定的要求。 

6.3 成套技术资料封存的监督 

6.3.1 监督承制单位保证技术资料成套完整并做到定柜、定卷、定册和定目录。 

6.3.2 监督承制单位编制生产线履历书，将生产线的基本情况，包括建线概况、生产概况、组织概

况（含协作配套关系）等情况全部以文字图表形式记录下来，纳入成套技术资料。 

6.3.3 监督承制单位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按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6.4 基础设施封存的监督 

6.4.1 监督承制单位对封存生产线的厂房、场地和专用建筑造册登记，绘制工艺平面布置图和定置

管理图。 

6.4.2 监督承制单位对厂房和专用建筑进行检查和维护。 

6.5 参与生产线封存评价 

6.5.1 参加封存生产线评审工作。 

6.5.2 根据要求参加封存生产线验收工作并提出评价意见。 

7 封存生产线维护和管理监督 

7.1 监督的内容 

7.1.1 关键岗位以及留守人员的工作变动和人员流动情况，人员名册应定期核对、调整和补充。 

7.1.2 生产和检测设备定期维护和保养变化情况。 

7.1.3 成套技术资料保管情况。  

7.1.4 专用基础设施定期检查、维护、修缮和变化情况，保管的环境条件应符合规定要求。 

7.1.5 封存状态发生变化时办理审批手续以及采取相关措施保持封存生产线能力情况。 

7.1.6 封存成本和维护成本情况。 

7.1.7 现场管理和职责履行情况。 

7.2 监督的周期与时机 

7.2.1 每年至少全面检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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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封存状态或保管的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 

7.3 监督方式 

7.3.1 军事代表与承制单位联合监督检查。 

7.3.2 军事代表单独监督检查。 

8 封存生产线恢复的监督 

8.1 确定封存生产线恢复后，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制订启封生产线实施方案，审查确认后上

报。 

8.2 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按复产计划恢复生产线，进行生产技术准备，并按 GJB 1710 的要

求进行生产准备状态的检查。 

8.3 军事代表室应按要求参加封存生产线生产能力恢复的鉴定工作。 

9 信息与档案管理 

9.1 军事代表应按业务信息管理规定与要求，做好封存生产线信息的收集、传递、处理和反馈等工

作。 

9.2 军事代表应将收集的封存生产线的有关文件和资料以及监督检查记录整理归档，并按业务档案

的规定与要求实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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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对 GJB/Z116-1998 《售后技术服务质量监督规范》 进行了修订，同时将 GJB/Z3-1988 《军

工产品售后技术服务》 的相关内容合并入本标准。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代替 GJB/Z116-1998和 GJB/Z3-1988，GJB/Z116-1998即行废止。 

本标准规定的各项要求，与 GJB/Z116–1998相比，主要有下列变化： 

a)  标准名称改为 《装备售后技术服务质量监督要求》； 

b)  对一般要求中 5.3、5.5条的内容作了充实和调整； 

c)  增加了装备售后技术服务中的合同管理、现场技术服务、质量问题处理和质量信息管理等

监督内容； 

d)  在编写格式和表述规则上，按 GJB 0-2001《军用标准文件编制工作导则》的规定进行了修

订。 

本标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电子信息基础部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南京军事代表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伟诺、高尚文、武建梅、王赫明、高淑昉、李  枫、夏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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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售后技术服务质量监督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装备售后技术服务质量监督的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装备主管机关（部门）、军事代表对承制单位装备售后技术服务的质量监督。 

2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有关条款通过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后的任

何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本都不适用于本标准，但提倡使用本标准的各方探讨使用

其最新版本的可能性。凡未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JB 1405  装备质量管理术语 

GJB 1686  装备质量信息管理通用要求 

GJB 3677  装备检验验收程序 

GJB 5711   装备质量问题处理通用要求 

GJB 9001A-2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JB 1405 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一般要求 

4.1  装备售后技术服务的要求通常应在装备合同中规定，必要时可单独签订装备售后技术服务合同

或协议。装备主管机关(部门)负责签订有关装备售后技术服务的合同或协议,审批装备售后技术服务

要求,或授权军事代表局或军事代表室签订合同或协议。军事代表室在签订合同或协议前应提出有关

装备售后技术服务的合同条款建议。 

4.2  军事代表局负责组织、检查、指导军事代表室开展承制单位装备售后技术服务的质量监督。军

事代表室应将装备售后技术服务质量监督工作分解落实，确定实施监督的内容、时机和方法。 

4.3  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设立装备售后技术服务工作的机构或专职人员，健全售后技术服务

保障机制，配备必要的服务手段和资源。并监督承制单位按 GJB9001A-2001中 7.5.8的要求，明确

装备交付后各项服务活动的工作程序，结合实际制定装备售后技术服务的工作细则，并付诸实施。

根据需要综合评价承制单位装备售后技术服务工作的符合性、有效性、规范性、及时性和满意度等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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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切实履行装备售后技术服务合同（条款）或协议，督促其制定并落

实装备售后技术服务计划，适时检查承制单位的工作内容，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及时沟通承制单

位与使用部队之间的信息，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及时满足使用部队的要求。 

4.5  驻大型复杂装备总承制单位的军事代表室负责协调驻分承制单位的军事代表室,督促总承制单

位及相关分承制单位开展装备售后技术服务工作。 

4.6  军事代表室应督促并协助承制单位做好来函、来电、来访的处理和接待工作，妥善解决部队在

技术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尽力满足其要求。同时军事代表室应协调使用部队为承制单位开展装备售

后技术服务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4.7  战时装备售后技术服务按有关规定执行。 

5  详细要求 

5.1  监督内容 

军事代表对承制单位的装备售后技术服务工作质量监督的内容一般包括：技术培训、技术资料

提供、零备件提供、现场技术服务、质量问题处理、信息收集与处理等。 

5.2  技术培训 

5.2.1  按合同规定或装备主管机关（部门）要求，军事代表室应会同承制单位对使用部队实施技术

培训。 

5.2.2  军事代表室应督促承制单位制定技术培训大纲和实施计划并上报装备主管机关(部门)审批。

培训大纲和计划应明确培训时间、内容、考核方法以及安全操作和保密要求。 

5.2.3  军事代表室应督促承制单位对技术培训的对象和授课人员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及操作技能

等提出相应的要求。 

5.2.4  军事代表室应督促承制单位做好培训的组织管理工作，对授课和训练质量进行监督，并参与

考核工作。 

5.3  技术资料提供 

5.3.1  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按要求提供随机配套的技术资料，并按规定进行齐套性和符合性

检查。随机配套的技术资料一般包括： 

a)  产品检验合格证、履历本； 

b)  产品技术说明书、使用维护说明书（或手册）等。 

5.3.2  当合同（协议）规定，或装备主管机关（部门）要求提供随机配套以外的技术资料时，军事

代表室应督促承制单位及时提供。 

5.3.3  军队修理机构或其他有关单位根据实际需要，需承制单位提供有关技术资料时，应经有关装

备主管机关（部门）审批，由承制单位同需方具体商定后及时提供。军事代表室应对承制单位提供

资料情况实施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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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军事代表室应审查承制单位编写的技术通报，与承制单位联合上报装备主管机关（部门）审

批。并督促承制单位定期检查、清理技术通报的编发和落实情况。 

5.4  零备件提供 

5.4.1  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在产品出厂时按合同（协议）要求提供随机配套的零备件（含设

备、工具）。军事代表室应对随机配套零备件的生产过程进行监督，并按 GJB 3677 的规定实施检

验验收。 

5.4.2  对单独批量订购的零备件，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根据签订的合同（协议）组织生产、

按期交付，并按 GJB 3677 的规定实施检验验收。装备主管机关（部门）有要求时，军事代表室应

督促承制单位按规定建立零备件储备。 

5.4.3  对 5.4.1、5.4.2规定以外的使用部队零星采购零备件，需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军事代表

室应监督承制单位凭有效证明文件签订装备合同（协议），督促承制单位合理安排生产计划、按期

交付零备件，协助订货单位解决遇到的问题，有要求时实施检验验收。 

5.5  现场技术服务 

5.5.1  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按合同或装备主管机关（部门）的要求派员进行现场技术服务。

现场技术服务工作内容通常包括： 

a)  承担或指导装备（含软件）的安装、调试和维护及使用培训； 

b)  提供与装备有关的技术咨询； 

c)  解决装备在运输、贮存、使用和维修中出现的质量问题，或协助处理因保管贮存、使用维

护不当造成的问题； 

d)  需要时，参与保证期内贮存装备的定期检查工作； 

e)  需要时，参加部队演习、作战或其他应急任务的装备技术保障工作； 

f)  需要时，协助做好装备维修、延寿等有关技术工作。 

5.5.2  军事代表室应督促承制单位制定首次交付部队装备的现场技术服务计划和预案或集训计划，

经上报审批后实施。 

5.5.3  军事代表室在必要时应派员会同承制单位的技术服务人员到现场，其任务是： 

a)  检查承制单位的服务质量； 

b)  协调现场技术服务相关工作； 

c)  对承制单位现场技术服务的结果予以确认。 

5.5.4  现场技术服务工作由交付产品的承制单位负责或协调实施。对大型复杂装备，驻总承制单位

的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总承制单位实施现场技术服务，和（或）协调相关军事代表室督促分承制单位

实施现场技术服务。 

5.5.5  现场技术服务结束后，承制单位和使用部队应按规定形成工作记录，必要时经军事代表室确

认。有要求时，军事代表室应会同承制单位提交工作报告。 

5.6  质量问题处理 

http://www.bzsoso.com


GJB 5707－2006 

 
 
34 

5.6.1  得到装备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的信息后，军事代表室和承制单位应及时沟通，并与有

关使用部队建立联系。 

5.6.2  装备主管机关（部门）、军事代表局和军事代表室应按 GJB 5711 的规定，及时妥善解决质

量问题。 

5.6.3  军事代表室应根据上级要求，监督和配合承制单位及时分析、解决质量问题，处置相关装备

和产品，落实纠正措施。 

5.6.3.1  装备在保证期内发生质量问题，军事代表室应督促承制单位负责及时无偿修复或更换。 

5.6.3.2  装备在保证期外发生质量问题，以及在保证期内因保管和使用维护不当造成故障或损伤，

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按装备主管机关（部门）的要求，给予有偿服务或与使用部队协商处置。 

5.6.3.3  处理重大质量问题或装备的成批排故、返厂修理，以及因不能及时解决质量问题而导致装

备长期停用等情况，军事代表室应会同承制单位制定上报处置方案,经装备主管机关(部门)批准后实

施。 

5.6.3.4  军事代表室和承制单位应做好质量问题处理过程和结果的记录，并按规定确认和签署。 

5.7  信息收集与处理 

5.7.1  装备主管机关(部门)应与装备使用和保障部门沟通信息，建立使用过程装备质量信息反馈网

络。 

5.7.2  军事代表室应监督并会同承制单位按 GJB 1686 的要求与使用部队建立使用过程质量信息网

络，督促承制单位经常收集装备使用和质量动态信息，适时向使用部队提供服务信息。 

5.7.3  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制定并实施使用过程质量信息的收集、传递、处理和储存管理办

法，建立并运行故障报告、分析和纠正措施系统，实现质量信息的闭环管理，并按 GJB 9001A-2001 

中 4.2.4的要求建立并保存装备售后技术服务的记录。 

5.7.4  军事代表室应监督承制单位适时（或定期）访问使用部队，征求装备使用意见，不断提高装

备质量和服务质量，并协助办理访问使用部队的有关审批手续和联络事宜。 

5.7.5  军事代表室应建立并保存装备售后技术服务质量监督记录，其作用按 GJB 9001A-2001 中

4.2.4的要求执行。监督记录通常包括下列内容： 

a)  装备售后技术服务项目的名称； 

b)  实施监督检查的时间； 

c)  检查的内容； 

d)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e)  处理过程及结果； 

f)  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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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对 GJB/z127-1999《质量监督中统计方法应用指南》进行了修订。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发布实施后代替 GJB/z127－1999 《质量监督中统计方法应用指南》，GJB/z127

－1999即行废止。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与 GJB/z127－1999相比，主要有以下变化： 

a) 根据应用范围的扩展，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更名为《装备质量管理统计方法应用指南》； 

b) 将原来的八章调整为五章，引入了新的层次表述：即概念、用途、程序、典型图表、规则； 

c) 增加了分层法、树图、对策表、关联图、矩阵图、过程能力指数、散布图、柱状图、饼分

图、折线图、正交试验等 11种统计方法，同时删除了原指导性技术文件中有关质量指标部

分； 

d) 增加了附录 A：与应用时机的对应关系，附录 B：与 GJB 9001A－2001的对应关系； 

e) 按照 GJB 0－2001《军用标准文件编制工作导则》规定的内容与格式进行了编制。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附录 A、附录 B为资料性附录。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电子信息基础部提出。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南京军事代表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赵凡林、张卫东、魏俊义、卓健、朱汉民、杨俊和、李  枫、 

鲁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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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质量管理统计方法应用指南 

 

1 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给出了装备质量管理统计方法的种类及其用途、程序和规则。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于装备质量管理工作。 

2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有关条款通过引用而成为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条款。凡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

件，其后的任何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本都不适用于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但提倡使

用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各方探讨使用其最新版本的可能性。凡未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适用于本指导性技术文件。 

GB/T 3358-1993  统计学术语 

GB/T 4091-2001  常规控制图 

GJB 1391-1992  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程序 

GJB 1405  装备质量管理术语 

GJB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JB/Z 768A-1998 故障树分析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3358-1993、GJB 1405 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导性技术文件。 

4 基本要求 

4.1  每种方法的应用要遵循一定规则。 

4.2  按照装备质量管理的内容和时机，可选择一种或多种适当的统计方法应用。 

4.3  统计方法应用的时机通常是 

a） 质量管理体系审核时； 

b） 产品质量分析时； 

c） 过程质量控制时； 

d） 产品检验验收时。 

5 统计方法 

5.1 分层法 

5.1.1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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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分层法是根据产生数据的特征而将数据划分成若干组，进行科学归类整理和汇总分析的一种方

法。 

5.1.2 用途 

通常用于层次分析，查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 

5.1.3 程序 

5.1.3.1 收集数据。 

5.1.3.2 将收集到的数据按照不同的目的选择分层标志。 

5.1.3.3 按选定的标志将数据进行分层。 

5.1.3.4 按层进行归类统计。 

5.1.3.5 画出分层归类图。 

5.1.3.6 分析问题原因。 

5.1.3.7 作出结论。 

5.1.4 典型图表 

分层法典型图表见表 1、图 1。 

表 1 分层法典型图表 

层  次 
因          素 

甲 乙 丙 

A    

B    

C    

合计    

 

 

 

········   ·因素 A 

··············   ×因素 B 

··········· 

·············· 

············ 

······ 

 

 

图 1 因素 A与 B的分层 

5.1.5 规则 

应用分层法应遵循以下规则： 

a）处于同一层次内的数据波动幅度尽可能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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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层与层之间的差别要尽可能大； 

c) 数据分层与收集整理数据的目的性紧密相关。 

5.2 调查表 

5.2.1 概念 

调查表是用来系统地收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确认事实的一种方法。主要包括：工

序调查表，不符合项目、位置、原因调查表，质量特性检查表，操作者检查表等。 

5.2.2 用途 

通常用于对影响质量特性的因素进行系统地数据收集和原因分析。 

5.2.3 程序 

5.2.3.1 根据收集数据的目的，选用适当的调查表。 

5.2.3.2 确定所需的数据及收集方式。 

5.2.3.3 编制记录表格并采集数据。 

5.2.3.4 分析数据。 

5.3 树图 

5.3.1 概念 

树图是把要实现的目的与需要采取的措施或手段，系统地展开，并绘制成图，明确问题的重点，

寻找最佳手段或措施的一种方法。 

5.3.2 用途 

通常用于表示某一主题与其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策划和解决问题。 

5.3.3 程序 

5.3.3.1 明确主题。 

5.3.3.2 确定主要类别。 

5.3.3.3 确定组成要素及子要素。 

5.3.3.4 绘制树图。 

5.3.3.5 评审树图。 

5.3.4 典型图表 

树图典型图表见图 2。 

                                                                               主题                      

 

                                       主要类别 

 

                                                                              组成要素 

                                        

 子要素                                      

图 2 树图典型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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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规则 

  应用树图应遵循以下规则： 

a）树图中的主要类别应根据具体的主题或逻辑关系选取；  

b）要素之间因果关系应清楚； 

c）树图应尽可能展开到最低一级的要素；  

d）用于多目标的因果分析时，其目标不宜超过 3个。 

5.4 排列图 

5.4.1 概念 

排列图是为了寻找到主要质量问题或影响质量的主要因素，将一定期间内所采集的数据，依项

目加以分类，并按其影响程度进行排列的一种图示方法。 

5.4.2 用途 

通常用于质量分析，寻求改进机会。 

5.4.3 程序 

5.4.3.1 选择分析项目。 

5.4.3.2 选择用于分析的度量单位。 

5.4.3.3 选择用于分析数据的时间周期。 

5.4.3.4 按度量单位量值递减的顺序从左到右在横坐标上列出项目，含有最小项目的类别可归到

“其他”栏目，把此栏放至最右端。 

5.4.3.5 在横坐标的两端分别画出纵坐标，左边的纵坐标按度量单位标定，其高度必须等于所有项

目的量值总和，右边的纵坐标与此等高，并从 0到 100%标定。 

5.4.3.6 根据每一项目的量值计算该项目的频率 pi值，见式（1）： 

pi
=

N
f i   ……………………………………………(1) 

式中： 

fi—频数，用左边纵坐标表示的值； 

N—所有项目的量值总和。 

5.4.3.7  根据每一项目的频率 pi值，计算出累计项目的频率 Fi值，见式（2）: 

F i =∑
=

i

i
ip

1
 ……………………………………………(2) 

5.4.3.8 在每一项目上画长方形，其高度表示该项目的量值 ni。 

5.4.3.9 自左至右累加每一项的量值，画累计频数线。 

5.4.3.10 图形分析，确定改进项目。 

5.4.4 典型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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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
数 
fi 
××× 

N＝××× 

累 
计 
频 
率 
Fi（％） C 

B 

A 

排列图典型图表见图 3。 

 

                                  100 

                                     90 

                                      80 

                                      

                            

                    

n1         

n2                

                                               n3 

                                                  n4    

                                                          ni 

0   1     2      3     4     其他  项目 

图中：  

A—累计频率在 0～80％的因素； 

B—累计频率在 80％～90％间的因素； 

C—累计频率在 90％～100％间的因素。 

图 3 排列图典型图表 

5.4.5 规则 

应用排列图应遵循以下规则： 

a）选取的项目不应少于 3个； 

b）根据“关键的少数和次要的多数”的原理，选取 A类因素为改进项目； 

c) 如果“其他”项的 fi值较大，应重新排列。 

5.5 因果图 

5.5.1 概念 

  因果图是用于表述和分析质量特性与影响质量特性的因素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 

5.5.2 用途 

通常用于分析质量因素与质量特性的因果关系，通过识别症状、分析原因、制定措施，寻求质

量改进的机会。 

5.5.3 程序 

5.5.3.1 确定质量特性。 

5.5.3.2 调查研究，找出可能影响质量特性的所有因素。 

5.5.3.3 找出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并绘制草图。 

5.5.3.4 分析讨论，重新绘制因果图。 

5.5.3.5 选取可能有最大影响的因素，以便进一步分析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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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典型图表 

因果图典型图表见图 4。 

 

                        

          小骨                                   

         中骨                       

主骨                                      

 

 

 

 

 

 

图 4 因果图典型图表 

5.5.5 规则 

应用因果图应遵循以下规则： 

a）因果图只用于对单一目标的分析；  

b）各因素的层次之间应保持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c) 列出的因素要尽可能具体；  

d）主要因素应在末端因素中查找；  

e) 因素之间不能有关联，同一因素只能出现一次。 

5.6 对策表 

5.6.1 概念 

对策表又称为“措施计划表”，是针对发生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制定应采取哪些相应措施的计划

表。 

5.6.2 用途 

通常用于以表格的形式制订质量纠正措施的场合。 

5.6.3 程序 

5.6.3.1 制定表格，表头栏目依次排出原因、现状、目标、措施、执行人、完成期限。 

5.6.3.2 将问题产生的原因和现状填入表中。 

5.6.3.3 明确目标，并制定措施。 

5.6.3.4 明确执行人和完成期限。 

5.6.4 典型图表 

对策表典型图表见表 2。 

 

 

因素类别 

质

量 

特

性 

因素类别 

因素类别 因素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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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策表典型图表 

序号 原因 现状 目标 措施 执行人 完成期限 

1       

2       

3       

4       

5       

5.6.5 规则 

  应用对策表应遵循以下规则： 

a) 制定对策表应注重可操作性和可检查性； 

b) 对策表中各项目标应以定量化数据表示，无法量化时，应以肯定、准确的定性语言表述。 

5.7 关联图 

5.7.1 概念 

关联图是把几个质量特性与影响质量特性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用箭头连接起来的一种图示方法。 

5.7.2 用途 

通常用于分析关联因素的因果关系，寻求质量改进的机会，主要用于多目标的因果分析。 

5.7.3 程序 

5.7.3.1 明确质量特性。 

5.7.3.2 调查研究，找出影响质量特性的所有因素。 

5.7.3.3 梳理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5.7.3.4 按因素间的因果关系，从原因至结果绘制关联草图。 

5.7.3.5 讨论分析，补充完善，形成关联图。 

5.7.3.6 分析所有末端因素，从中确定质量特性的主要因素，以便制定措施。 

5.7.4 典型图表 

关联图典型图表见图 5。 

 
 

 

 

 

 

 图 5 关联图典型图表 

5.7.5 规则 

应用关联图应遵循以下规则： 

因素 6 质量特性 2 

质量特性 3 

质量特性 1 

因素 3 

因素 4 

因素 5 

因素 2 因素 1 

因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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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应漏掉因素，也不应纳入无关因素； 

b) 末端因素应是可以直接采取措施的因素； 

c) 应从末端因素中确定主要因素，并作出标识。 

5.8 矩阵图 

5.8.1 概念 

矩阵图是用矩阵形式分析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图示方法。常用的矩阵图有 L型和 T型两种。 

5.8.2 用途 

通常用于分析影响质量特性的复杂因素，寻求质量改进机会。 

5.8.3 程序 

5.8.3.1 确定质量特性的数量。 

5.8.3.2 选定合适的矩阵图型。 

5.8.3.3 制作图形。 

5.8.3.4 确定各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并作出标识。 

5.8.3.5 讨论分析，选取影响质量特性的主要因素，以便质量改进。 

5.8.4 典型图表 

L型、T型矩阵图见图 6、图 7。 

因素 A 
因素 B 

B1 B2 B3 ………  Bn 

A1      

A2      

A3      

 

 

 
    

Am      

图 6 L型矩阵图典型图表 

因素 B 

bm      

      

b3      

b2      

b1      

因素 A a1 a2 a3 ………  an 

因素 C 

C1      

C2      

C3      

      

Cm      

图 7 T型矩阵图典型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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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 规则 

  应用矩阵图应遵循以下规则： 

a) 应对选定的质量特性，进行多次测量或试验，确定最佳解决途径； 

b) 应根据因素间相关关系的强弱程度，采用适当的统计方法进一步分析论证； 

c) Ｌ型适用于双因素，Ｔ型适用于三因素。 

5.9 直方图 

5.9.1 概念 

直方图是以矩形的宽度表示数据范围的间隔，以矩形的高度表示给定间隔内数据出现的频次，

变化的高度形态表示数据分布情况的一种图示方法。 

5.9.2 用途 

通常用于掌握质量特性的波动和分布情况，以确定质量改进方向及改进措施。 

5.9.3 程序 

5.9.3.1 收集质量特性的数据。 

5.9.3.2  计算公差范围 T值，见式（3）： 

T = TT LU − ……………………………………………(3) 

式中： 

TU—上公差； 

TL—下公差。 

5.9.3.3  计算极差 R值，见式（4）：  

XXR minmax −=   ……………………………………(4) 

式中： 

Xmax—所有数据的最大值； 

Xmin—所有数据的最小值。 

5.9.3.4 确定数组 K值。 

5.9.3.5 计算组距 h值，见式（5）： 

K
Rh = …………………………………………………(5) 

式中： 

R—极差； 

K—数据的组数。 

5.9.3.6  依次计算各组边界值，见式（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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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in0

HXx −=  ………………………………………(6) 

                 hxx nn
+=

−1
 …………………………………………(7) 

式中：  

H—最小测量单位值； 

x0—第一组的下边界值；  

xn-1—第 n组的下边界值即第 n-1组的上边界值； 

xn—第 n组的上边界值。 

5.9.3.7  计算各组中心值 Xi值，见式（8）： 

2
1xxX ii

i
−

+
= ……………………………………(8) 

5.9.3.8  作频数分布表，统计各组的频数 fi。 

5.9.3.9  绘制直方图。 

5.9.3.10 图形形状分析和对照公差分析。 

5.9.4 典型图表 

直方图典型图表见图 8。 

TL     T       TU  

频 

数                       

 

 

X0 X1  X2  X3 X4  X5  X6  X7 Xn-1 Xn   数据 

图 8 直方图典型图表 

5.9.5 规则 

应用直方图分析判断应遵循以下规则： 

a) 直方图形状分析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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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直方图形状分析 

名称 图形 形状分析 

正常型 

 基本符合正常分布，说明质量特性处于

受控状态。 

孤岛型 

 
质量特性在短时间内有异常因素起作

用，使约束条件发生变化。 

偏向型 

 
由单向公差（形体偏差）要求或加工习

惯造成。 

双峰型 

 

数据来自两个不同的总体。 

平顶型 

 
质量特性有缓慢变化的因素在起主导

作用。 

锯齿型 

 

由于分组过多或测量误差过大所致。 

b) 直方图对照公差分析见表 4： 

表 4  直方图对照公差分析 

名称 图形 对照分析 

理想型 

    TL                   TU  
分布中心与公差中心重合，分布范

围小于公差，充分满足公差要求。 

无富余型 

TL                   TU  
分布中心与公差中心重合，分布范

围等于公差，没有余量，应缩小散差。 

能力富余型 

TL                      TU  分布中心与公差中心重合，分布范

围远小于公差，应适当减小公差，以降

低成本。 

能力不足型 

       TL           TU  
分布中心与公差中心重合，分布范

围大于公差，应采取措施，缩小标准差。 

偏心型 

TL                   TU  
分布中心偏离公差中心，应采取措

施，调整分布中心与公差中心重合。 

陡壁型 

TL           TU  
处于非受控状态，应采取措施，及

时调整。 

 

5.10 过程能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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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  概念 

过程能力是检查过程的固有变异和分布，以便估计其产生符合规范所允许变差范围的输出的能

力，通常用过程能力指数 Cp来表示。 

5.10.2  用途 

通常用于评价过程连续产生符合规范的输出的能力，并估计预期的不合格产品的数量。 

5.10.3  程序 

按 GB/T 4091-2001中的第 8章执行。 

5.10.4  典型图表 

见 GB/T 4091-2001中的第 8章。 

5.10.5  规则 

按 GB/T 4091-2001中的第 8章执行。 

5.11 控制图 

5.11.1  概念 

控制图是对过程质量特性值进行测定、记录、评估，从而监察过程是否处于受控状态的一种图

示方法，任何过程特性的变量（计量数据）或属性（计数数据）均可用控制图来表示。计量型控制

图有均值－极差控制图和均值－标准差控制图，计数型控制图有不合格品数控制图、不合格品率控

制图、缺陷数控制图和单位缺陷数控制图。 

5.11.2  用途 

通常用于测量过程的变化，对变异和失控进行调整，使过程长期保持稳定状态。 

5.11.3  程序 

见 GB/T 4091-2001中的第 5、6、7、9、10、11章。 

5.11.4  典型图表 

见 GB/T 4091-2001中的第 5、6、7、9、10、11章。 

5.11.5  规则 

见 GB/T 4091-2001中的第 5、6、7、9、10、11章。 

5.12 散布图 

5.12.1 概念 

散布图是用来研究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以及存在何种相关关系的一种简单的图示方

法。 

5.12.2 用途 

通常用于判断质量特性与某一变化因素之间（或者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预测其变

化规律。 

5.12.3 程序 

5.12.3.1 确定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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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2 收集数据。 

5.12.3.3 建立平面坐标系，并将数据标识在相应的位置上。 

5.12.3.4 根据点子云的分布或数据表中的数据分析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类型和程度。 

5.12.4 典型图表 

  散布图典型图表见图 9。 

 

 

 

 

 

 

 

      强正相关             强负相关           弱正相关 

 

 

 

 

 

 

       弱负相关             不相关             曲线相关 

图 9  散布图典型图表 

5.12.5 规则 

应用散布图应遵循以下规则： 

a）收集的数据一般应在 30对以上； 

b）收集的数据必须来源于试验，应用范围不能超出数据的取样范围； 

c）出现个别偏离分布趋势的点子，应查明原因后剔除； 

d) 一般采用对照典型图例法、简单象限法和回归分析法进行相关关系的分析判断。 

5.13 柱状图 

5.13.1 概念 

柱状图是用柱形图案的高低或长短来表示数据大小，并对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的一种图示方法。 

5.13.2 用途 

通常用于比较同类指标数据的大小，分析指标在不同条件下优劣程度。 

5.13.3 程序 

5.13.3.1 明确对比指标。 

5.13.3.2 确定比较条件。 

5.13.3.3 收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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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3.4 绘制柱状图。 

5.13.3.5 分析图形。 

5.13.4 典型图表 

柱状图典型图表见图 10。 

 

 

 

 

 

图 10  柱状图典型图表 

5.13.5 规则 

  应用柱状图应遵循以下规则： 

a）指标必须是可以量化的； 

b）比较条件应有可比性； 

c）柱状高度应按比例绘制。 

5.14 饼分图 

5.14.1 概念 

饼分图是在一个圆内，以圆心为中点按项目占整体的比例划分成若干个扇形的一种图示方法。 

5.14.2 用途 

通常用于表示项目占整体的比例。 

5.14.3 程序 

5.14.3.1 收集数据。 

5.14.3.2 计算项目占整体的比例。 

5.14.3.3 画饼分图。 

5.14.3.4 分析图形。 

5.14.4 典型图表 

饼分图典型图表见图 11。 

 

                            A 

 

                       B     E 

                             C  D 

 

 

图 11  饼分图典型图表 

5.14.5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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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饼分图应遵循以下规则： 

a）数据收集应齐全； 

b）项目的概念应清楚，界限应分明； 

c）项目在圆中的比率应成比例，文字说明应准确。 

5.15 折线图 

5.15.1 概念 

折线图是用来表示某一质量特性随时间推移而出现波动趋势的一种图示方法。 

5.15.2 用途 

通常用于对某一质量特性进行动态监视或静态分析。 

5.15.3 程序 

5.15.3.1 确定质量特性。 

5.15.3.2 建立平面直角坐标，选取度量单位。 

5.15.3.3 适时采集数据，并在坐标上进行标识。 

5.15.3.4 分析图形。 

5.15.4 典型图表 

折线图见图 12。 

 

  

 

 

 

 

图 12  折线图典型图表 

5.15.5 规则 

  应用折线图应遵循以下规则： 

a）当用于工序动态监控时，所收集的数据时间间隔应尽可能的短； 

b）当用于静态分析时，收集的数据不能太少。 

5.16  抽样检验 

5.16.1  概念 

抽样检验是指从一批产品中，抽取样本进行检验，从而对批产品质量作出推断的一种检验方法。 

5.16.2  用途 

通常用于下列场合： 

a)  破坏性检验； 

b)  产品数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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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检验项目多； 

d)  检验费用大。 

5.16.3  程序 

5.16.3.1  根据产品质量特征值的分布确定抽样检验类型。 

5.16.3.2  明确判断产品批合格与否的质量标准。 

5.16.3.3  确定抽样检验方案。 

5.16.3.4  从产品批中抽取样本。 

5.16.3.5  对样本进行检验。 

5.16.3.6  对检验数据进行处理。 

5.16.3.7  判定产品批是否合格。 

5.17  正交试验 

5.17.1  概念 

    正交试验是利用正交表选择试验条件、合理安排试验、分析试验结果、寻求各因素最佳搭配方

案的一种试验方法。 

5.17.2  用途 

    通常用于以规定的置信水平评价产品、过程或系统的某些特性。 

5.17.3  程序 

5.17.3.1  明确试验目的。 

5.17.3.2  确定考核指标。 

5.17.3.3  确定因素位级表。 

5.17.3.4  选择适宜的正交表。 

5.17.3.5  确定试验方案。 

5.17.3.6 试验。 

5.17.3.7  分析试验结果。 

5.17.3.8  必要时，重复 5.17.3.2至 5.17.3.7。 

5.17.3.9  确定最佳方案，进行验证试验。 

5.17.4  典型图表 

正交表典型图表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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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Ln(q 
p
)正交表 

试验号 
列      号 

1 2 3 4 5 … p 

1        

2        

3        

4        

     …        

n        

表中： 

L：正交表的代号； 

n：正交表安排的试验次数； 

q：各因素的水平数； 

p：可安排的因素数。 

5.17.5  规则 

应用正交表应遵循以下规则： 

a) 对试验结果的数据分析方法应与正交表的类型相适应； 

b)  试验应以单指标为宜； 

c)  试验过程中，考察因素要控制在应有的精度范围内。 

5.18  故障树分析 

5.18.1 概念 

  故障树分析是将不希望发生的事件设定为顶层事件，再依顶层事件顺序排查，分析造成顶层事

件的原因，逐步找出导致顶层事件发生的各种基本事件的一种分析方法。 

5.18.2 用途 

  通常用于判明潜在故障，计算产品发生故障的概率，诊断故障。 

5.18.3 程序 

  见 GJB/Z 768A-1998中第 4章。 

5.18.4 典型图表   

  见 GJB/Z 768A-1998中第 5章。 

5.18.5 规则 

  见 GJB/Z 768A-1998中第 5章。 

5.19  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 

5.19.1 概念 

  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是通过对产品各组成单元可能存在的各种故障模式及其对产品功能

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把每个可能存在的故障模式按其严酷程度予以分类，确定故障的严酷度、发生

概率和其危害性的一种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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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2 用途 

  通常用于分析故障原因、故障模式及危害程度，提出预防改进措施。 

5.19.3 程序 

  见 GJB 1391-1992中第 4章。 

5.19.4 典型图表 

  见 GJB 1391-1992中表 1～表 4。 

5.19.5 规则 

  见 GJB 1391-1992中附录 A。 

5.20  方差分析 

5.20.1  概念 

    方差分析是在相同方差假定下检验多个正态均值是否相等的一种统计方法，最常用的是单因素

方差分析。 

5.20.2  用途 

通常用于分析对质量特性有显著影响的系统因素与偶然因素，并估计其影响程度。 

5.20.3  程序 

5.20.3.1  明确质量特性。 

5.20.3.2  收集并整理数据。 

5.20.3.3  计算每一水平下数据的总和 Ti，见式（9）： 

                     T i＝∑
=

m

j
ijY

1

……………………………………（9） 

式中：  

Yij—每个水平在每次试验时所得数据； 

  i—第 i水平下；  

  j—第 i水平下第 j个数据。 

5.20.3.4  计算所有水平下数据的总和 T，见式（10）： 

                    T ＝∑
=

r

i
iT

1
  …………………………………（10） 

5.20.3.5  计算总的偏差平方和 ST，见式（11）： 

                      TS =∑∑
= =

r

i

m

j
ijY

1 1

2
－

n
T 2

 …………………………（11） 

式中： 

T—所有水平下数据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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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水平数； 

m—试验数； 

n—水平数与试验数的积。 

5.20.3.6  计算因素偏差平方和 SA，见式（12）： 

                                    

n
TTS i

r

i
A m

2
2

1

1
−= ∑

=

 …………………………（12） 

5.20.3.7  计算组内偏差平方和 Se，见式（13）： 

SSS ATe −=  …………………………………（13） 

5.20.3.8  计算总的自由度 fT，见式（14）  

1−= nf T
……………………………………（14） 

5.20.3.9  计算因素的自由度 fA，见式（15）： 

1−= rf A
……………………………………（15） 

5.20.3.10  计算误差的自由度 fe，见式（16）： 

fff ATe
−=  …………………………………（16） 

5.20.3.11  计算各均方及 F 比值，根据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查表《F检验临界值表》得 Fα（fA，fe）

值，并与求得的 F 比比较，当 F 比＞Fα（fA，fe）时，认为因素 A是显著的；当 F 比＜Fα（fA，fe）

时，认为因素 A不显著。 

5.20.3.12  分析判定，以便改进。 

5.20.4  规则 

应用方差分析应遵循以下规则： 

a) 质量特性应服从正态分布； 

b) 数据应相互独立； 

c) 在不同水平下，方差应相等。 

5.21  一元回归分析 

5.21.1  概念 

一元回归分析就是将某一质量特性与其潜在的因素，通过建立一元线性数学模型，近似地表达

出该质量特性与其潜在的因素之间平均变化关系的一种方法。 

5.21.2  用途 

通常用于分析质量特性，确定因素间的关系，找出其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定性，求出回归函数，

并应用该函数进行预测和控制。 

5.21.3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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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1  明确质量特性。 

5.21.3.2  收集并整理数据。 

5.21.3.3  画出散布图，按典型图例(见 5.12.4)判定其是否线性相关。 

5.21.3.4  若散布图非线性相关时，重复 5.21.3.1～5.21.3.3或结束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5.21.3.5  若散布图线性相关时，建立数学模型，见式（17）： 

bXaY +=ˆ ……………………………………（17） 

式中： 

Ŷ —回归值； 

X─自变量； 

a—回归直线的截距； 

b—回归直线的斜率。 

5.21.3.6  计算回归直线的斜率 b，见式（1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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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b XXXY= ……………………………………………（20） 

式中： 

Y—因变量； 

xyL —XY的斜方差； 

xxL —X的方差。 

5.21.3.7  计算自变量 X的均值 X 和因变量 Y的均值Y ，见式(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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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 

∑
=

=
n

i
iYY n 1

1
  …………………………………………（22） 

5.21.3.8  计算回归直线的截距 a，见式(23)： 

               XbYa −= ˆ ………………………………………（23） 

5.21.3.9  求出回归方程，并通过（0，a），（ X ,Y ）在平面直角坐标上作出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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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10  按 5.20 中式（9）～（16）计算因素偏差平方和 SA、组内误差平方和 Se、因素自由度

fA、误差自由度 fe。 

5.21.3.11  计算 F 比，见式(24)： 

fS
f

Ae

eSF A=
比

……………………………………………(24) 

5.21.3.12  利用方差分析法进行显著性检验，当 F 比＞Fα（fA，fe）时，认为因素 A是显著的，回

归方程是有效的。 

5.21.3.13  分析判断，以便改进。 

5.21.4  典型图表 

一元线性回归典型图表见图 13。 

 

 

 

 

 

 

 

 

               图 13 一元线性回归典型图表 

5.21.5  规则 

应用一元回归分析应遵循以下规则： 

a) 求方程时，收集的数据一般不少于 30对； 

b)  应变量应服从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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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与应用时机对应关系 

表 A.1  与应用时机对应关系 

章条 名   称 

应 用 时 机 

质量 

体系 

审核 

产品 

质量 

分析 

过程 

质量 

控制 

产品 

检验 

验收 

5.1 分层法 √ √ √  

5.2 调查表 √ √ √  

5.3 树图 √ √ √  

5.4 排列图 √ √ √  

5.5 因果图 √ √ √  

5.6 对策表 √ √ √  

5.7 关联图 √ √ √  

5.8 矩阵图  √ √  

5.9 直方图 √ √ √  

5.10 过程能力指数 √ √ √  

5.11 控制图 √ √ √  

5.12 散布图  √ √  

5.13 柱状图 √ √   

5.14 饼分图  √   

5.15 折线图 √ √ √  

5.16 抽样检验    √ 

5.17 正交试验 √ √ √ √ 

5.18 故障树分析  √   

5.19 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  √   

5.20 方差分析 √ √ √ √ 

5.21 一元回归分析 √ √ √ √ 

注√——表示适用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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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与 GJB 9001A-2001标准对应关系 

表 B.1  与 GJB 9001A-2001标准对应关系 

GJB 9001A-2001章条 GJB/Z 127A-2006章条 

4.1总要求 5.2 

4.2文件要求 5.3、5.9 

5.4.1质量目标 5.3、5.6、5.13 

5.6管理评审 5.3、5.5、5.6 

6.5信息 5.1、5.2、5.3、5.5、5.6 

7.2.2与产品有关的要求的评审 5.10 

7.3.1设计和开发策划 5.10 

7.3.2设计和开发输入 5.10 

7.3.3设计和开发输出 5.10、5.17、5.20、5.21 

7.3.4设计和开发评审 5.21 

7.3.5设计和开发验证 5.10、5.16、5.21 

7.3.6设计和开发确认 5.10、5.16、5.21 

7.3.8新产品试制 5.6、5.17 

7.3.9试验控制 5.2、5.11 

7.5.1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的控制 5.2、5.3、5.5、5.6、5.7、5.11、5.21 

7.5.5产品防护 5.1、5.16 

7.5.6关键过程 5.2、5.5、5.6、5.11、5.21 

7.5.7交付 5.16 

7.6监视和测量装置的控制 5.2、5.3、5.4、5.5、5.6 

8.2.2内部审核 5.2、5.3、5.5、5.6、5.16 

8.2.3过程的监视和测量 5.2、5.4、5.5、5.6、5.15 

8.2.4产品的监视和测量 5.2、5.4、5.6、5.9、5.11、5.15 

8.3不合格品控制 5.2、5.3、5.4、5.5、5.6、5.7、5.9、5.1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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