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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1）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部分于XXXX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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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GB/T 27025—2019《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GJB 2725A—2001《测试实验室和校准实

验室通用要求》、RB/T 214—2017《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JJF 1069

—2012《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考核规范》等标准和技术规范对测量设备的期间核查均有相关要求。 

期间核查是通过技术手段验证测量设备性能状态的有效途径，是相关机构为保持对设备性能的信心、

确保测量结果有效性而经常采用的质量控制方式，可供检测和校准实验室、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验机

构、标准物质生产者、能力验证提供者、科研实验室等参考使用。 

本文件可以帮助机构更好的理解和正确实施测量设备的期间核查活动，确保期间核查活动的有效性

和针对性，提升测量设备的管理水平和能力。本文件可以加深评审人员对测量设备期间核查的理解，统

一评审尺度，保证评审质量和评审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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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评定 测量设备期间核查的方法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测量设备（简称设备）期间核查的一般要求、方法、结果判定及处理等方面的建议，

适用于机构实施的测量设备期间核查活动。 

注：机构包含但不限于检测和校准实验室、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验机构、标准物质生产者、能力验证提供者、

科研实验室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000—2016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 27000—2006 合格评定词汇和通用原则 

GB/T 27025—2019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JJF 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ISO/IEC 指南 99 国际计量学词汇—基本和通用概念及相关术语（VIM） 

3 术语和定义 

GB/T 27000、JJF 1001 和 ISO/IEC 指南 9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验证 verification 

提供客观证据，证明给定项目满足规定要求。 

示例 1：证实在测量取样质量小至 10mg 时，对于相关量值和测量程序，给定标准物质的均匀性与其声称的一致。 

示例 2：证实已达到测量系统的性能特性或法定要求。 

示例 3：证实可满足目标测量不确定度。 

注 1：适用时，宜考虑测量不确定度。 

注 2：项目可以是，例如一个过程、测量程序、物质、化合物或测量系统。 

注 3：满足规定要求，如制造商的规范。 

注 4：在国际法制计量术语（VIML）中定义的验证，以及通常在合格评定中的验证，是指对测量系统的检查并加标

记和（或）出具验证证书。在我国的法制计量领域，“验证”也称为“检定”。 

注 5：验证不宜与校准混淆。不是每个验证都是确认。 

注 6：在化学中，验证实体身份或活性时，需要描述该实体或活性的结构或特性。 

[来源：ISO/IEC 指南 99:2007，2.4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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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设备 measuring equipment 

为实现测量过程所必需的测量仪器、软件、测量标准、标准物质、辅助设备或其组合。 

[来源：JJF 1001—2011,6.6] 

3.3  

    规定要求 specified requirement 

明示的需求或期望。 

注：可在诸如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这样的规范性文件中对规定要求做出明确说明。 

[来源：GB/T 27000—2006,3.1] 

3.4  

    期间核查 intermediate checks 

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含相邻两次校准/检定之间），按照规定程序验证其计量特性、功能性和（或）

安全性是否持续满足方法要求或规定要求而进行的操作。 

注 1：“方法要求”是检测/校准等方法对设备的计量特性、功能性和（或）安全性方面的相关要求。 

注 2：“规定要求”可由机构根据使用需求和风险自己确定，通常严于“方法要求”。 

3.5  

    核查标准 check standard 

用于验证测量设备的计量特性、功能性和（或）安全性的设备、样品、系统或装置。 

3.6  

    计量特性 metrological characteristic 

能影响测量结果的特性。 

注 1：测量设备通常有若干个计量特性。 

注 2：计量特性可作为校准的对象。 

[来源：GB/T 19000—2016,3.10.5] 

3.7  

    校准 calibration 

在规定条件下的一组操作，其第一步是确定由测量标准提供的量值与相应示值之间的关系，第二步

则是用此信息确定由示值获得测量结果的关系，这里测量标准提供的量值与相应示值都具有测量不确定

度。 

注 1：校准可以用文字说明、校准函数、校准图、校准曲线或校准表格的形式表示。某些情况下，可以包含示值的

具有测量不确定度的修正值或修正因子。 

注 2：校准不应与测量系统的调整（常被错误称作“自校准”）相混淆，也不应与校准的验证相混淆。 

注 3：通常，只把上述定义中的第一步认为是校准。 

[来源：JJF 1001—2011，4.10] 

4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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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概述 

4.1.1 在使用过程中，机构根据自身条件、必要性、核查有效性、成本和风险等因素，确定是否需要对

设备实施期间核查。 

4.1.2 当需要利用期间核查以保持对设备性能的信心时，机构应制定期间核查文件，并按照规定实施核

查。 

4.2 期间核查的类型 

根据期间核查的内容和目的，可将其分为以三类： 

a) 计量特性的期间核查，核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设备的误差、重复性、稳定性、检出限等； 

b) 功能性的期间核查，核查内容包括设备的功能和运行状态； 

c) 安全性的期间核查，核查内容包含但不限于设备的电气安全、机械安全、信息安全、生物安全、

辐射安全等。 

4.3 被核查对象的范围 

在确定被核查对象范围时，机构宜重点关注以下设备： 

——检测/校准方法对期间核查有要求的设备； 

——历次校准结果波动较大或临近最大允许误差的设备； 

——新购置的不了解其性能变化规律的设备； 

——脱离控制（如外借）的设备； 

——有可疑现象发生的设备； 

——稳定性较差的设备（如易漂移、易老化、易受损、数据易变的设备）； 

——需要经常拆卸安装的设备； 

——测量结果异常的设备。 

同时，机构也要关注以下因素： 

——质量控制情况及结果； 

——实施期间核查所需的资源和成本； 

——设备的历次校准结果及变化趋势； 

——测量结果的用途及风险大小； 

——设备的维护保养情况； 

——设备的使用寿命、运行时间和运行状况； 

——设备校准周期的长短； 

——设备的使用范围（如发生过载）、使用频率、使用环境和存储条件（如振动、高湿）等情况。 

4.4 核查频次 

4.4.1 对于性能稳定、日常维护及时有效、对测量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贡献小、具有自校功能的设备，

可降低核查频次。 

4.4.2 对于校准结果接近最大允许误差、稳定性差、运行状态可疑、测量结果可疑、易于实施期间核查

的设备，可增加核查频次。 

4.4.3 按照核查时机，期间核查可分为以下两类： 

a) 不定期核查 

不定期核查是机构根据自身需求或方法要求、按照不固定的时间间隔对设备进行的核查，可对以下

设备实施不定期核查： 

——检测/校准方法对核查时机有明确要求的设备，如试验前； 

——用于非常重要场合的设备，如准确度和可靠性要求高、存在重大测量风险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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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固定场所到客户现场进行试验的设备； 

——脱离控制后返回机构的设备； 

——运行的环境条件（温湿度、振动等）发生较大变化的大型仪器或精密设备； 

——发生碰撞、跌落、电压冲击、错误操作、过载、运行中突然断电、死机等意外情况发生的设备； 

——对性能产生怀疑的设备。 

b) 定期核查 

定期核查是机构根据自身需求或方法要求、按照固定的时间间隔对设备进行的核查，可对性能稳定、

使用频率固定、工作环境条件可控、校准周期长的设备实施定期核查。 

5 期间核查的文件和记录 

5.1 期间核查文件 

当需要对设备进行期间核查时，机构制定相关文件或程序，至少对以下内容予以规定： 

a) 实施期间核查的人员； 

b) 作业文件，通常包括以下信息： 

——被核查对象及核查项目； 

——核查标准（适用时）； 

——环境条件要求（适用时）； 

——核查频次； 

——核查步骤（或方法）； 

——核查结果的判定及处理； 

——核查记录表格。 

注：有的期间核查不需要使用核查标准，只需人员的经验和判断。 

5.2 期间核查记录 

期间核查记录包括核查计划和核查原始记录： 

a) 核查计划，通常包含以下信息： 

——被核查对象及核查项目； 

——核查时间； 

——核查计划的制定和批准人员。 

b) 核查原始记录，记录宜清晰、准确、完整，便于追溯，记录至少包括 5.1规定的相关信息。 

6 设备计量特性的期间核查 

6.1 概述 

6.1.1 对于 GB/T 27025—2019/6.4.6 规定的需进行校准的设备，期间核查是在两次校准之间验证设备计

量特性的有效方法，机构可根据核查结果、核查的有效性和风险调整设备的校准周期。 

6.1.2 对于不在 GB/T 27025—2019/6.4.6 规定范围内、有计量特性要求、无计量溯源性要求、对测量结

果不确定度贡献较小的辅助设备（如对测量不确定度贡献小于 10%的设备），机构通过期间核查就可以

验证其计量特性能否持续满足要求时，不需要对设备进行额外校准。与校准相比，期间核查具有更好的

针对性和经济性，建议积极采用。 

示例：某机构检测实验室的环境温度常年可控制在（20±3）℃范围内，检测方法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为（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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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的处理不涉及试验的环境温度。机构配置有 5支同型号的工作用玻璃液体温度计（棒式、规格/型号（0～100）℃、

分度值 0.05℃、最大允许误差±0.1℃），其中的 1 支温度计经校准满足要求，其他 4 支温度计通过与其比对的方式进行

核查。若核查结果满足规定要求（如差值不超过±0.2℃），则经过核查的温度计可以对试验的环境条件进行有效监控，

且能够满足方法要求，不需要对其进行额外校准。 

6.2 核查标准 

6.2.1 选择 

对设备进行计量特性期间核查时，通常选择以下设备作为核查标准： 

——准确度等级（或不确定度）不低于被核查对象的设备，如选择可对被核查对象进行校准的设备； 

——具有良好稳定性的被测样品或实物量具，如量块、砝码、硬度块、标准电阻、标准热电偶等设

备； 

——具有良好稳定性、重复性和足够分辨力（或分度值）的设备； 

——有证标准物质，如由权威机构（如符合ISO 17034和ISO指南35的机构）生产的附有参考值和测

量不确定度证书的标准物质。 

6.2.2 参考值的确定 

对于用于准确性核查的核查标准，其参考值通常可采用以下方法获得： 

——从溯源证书或其他证书（如标准物质证书）获得核查标准的参考值 sx 。 

——核查标准的参考值未知时，可以使用下面的方法获得参考值 sx ： 

a) 被核查对象经校准后，立即用核查标准对其进行核查； 

b) 在相同条件（包含测量程序、操作人员、环境条件、地点等）下，短时间内重复测量 n 次（通

常 n≥10，测量重复性较好时可适当减少测量次数），测得值分别为 1 2, ..., nx x x ，其算术平均值

0x 用式（1）计算： 

1 2
0

... nx x x
x

n

  


                             （1） 

通过式（2）确定核查标准的参考值 sx ： 

0sx x e  或 0sx x c                              （2） 

式中： 

0x ——重复测量的算术平均值； 

sx ——核查标准的参考值； 

e——被核查对象校准证书对应核查点的误差； 

c——被核查对象校准证书对应核查点的修正值。 

注1：被核查对象校准后立即对其进行核查的目的是将校准结果及时地赋予核查标准，减少因被核查对象性能变化

带来的影响。 

注2：当核查标准只作为稳定的“中间媒介物”传递量值时，不需经过校准获得参考值。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389056&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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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管理、存储和使用 

6.2.3.1 机构应妥善使用、存储、维护和保养核查标准，保持其量值稳定。 

6.2.3.2 为避免核查标准性能发生变化或退化，其存储环境（如温度、湿度、电磁场、振动、光辐射等）

应满足规定要求。 

6.2.3.3 建议选用与被核查对象所测样品相适应的、同一批次和标号、在有效期内的标准物质作为核查

标准，提高期间核查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6.2.3.4 资源允许时，为保证核查标准的稳定性应尽量避免将核查标准用于期间核查之外的其他活动。 

6.2.3.5 当对核查标准的性能或核查结果的有效性产生怀疑时，机构应重新评估核查标准的适用性。 

6.3 核查方法 

6.3.1 核查标准法 

6.3.1.1 选择稳定性好、参考值 sx 已知的设备（如有证标准物质）作为核查标准时，可采用以下核查

方法： 

被核查对象经校准后，在规定条件下，用核查标准重复测量n次，得到算术平均值 x ，则核查结果

 用式（3）计算： 

sx x                                     （3） 

6.3.1.2 选择稳定性好、参考值未知的设备（如砝码、量块等）作为核查标准时，可采用以下核查方法： 

被核查对象经校准后，在规定条件下，立即用核查标准进行核查，用式（2）得到核查标准的参考

值 sx ，方法参照 6.2.2； 

后续的核查方法与前面一样，其中第 j 次核查的算数平均值为
jx ，则第 j 次核查结果

j 用式（4）

计算： 

0j j s jx x x x e       或 
0j j s jx x x x c                   （4） 

6.3.1.3 建议选择接近最大允许误差的测量点（根据上次校准结果）和（或）常用测量点作为核查点。 

6.3.1.4 建议将核查点的最大允许误差MPE作为核查结果的符合性判据： 

——若 或 j 未超出MPE，则核查通过；但 或 j 接近MPE时，应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若 或 j 超出MPE，则核查不通过。（核查方法及示例见附录A） 

注1：根据检测/校准方法对设备的要求和规定，由机构确定核查点的“最大允许误差”MPE。 

注2：若核查点不是上次校准结果中最接近最大允许误差的测量点，可对符合性判据做加严处理。 

注3：可参考GB/T 17989.2制作控制图，以观察和分析核查结果的变化趋势。 

6.3.2 设备比对法 

6.3.2.1 机构配置有准确度等级相同（或相近）、经过校准的多台（两台以上）设备时，可采用以下核

查方法： 

在规定条件下，用被核查对象对选定的核查标准进行测量，得到的测量结果为
1y ； 

在短时间内、相同条件（包括操作人员、环境条件、操作步骤等）下，用其他设备分别对该被测对

象进行测量，得到的测量结果分别为 2 3, ..., ky y y
； 

若上述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U和包含因子均相同，用式（6）计算
1 2 3, , ..., ky y y y 的算术平均值 y ，

用式（7）计算得到En值。 

1 2

1
( ... )ky y y y

k
   

                               

 （6） 

n 1

1
= /

k
E y y U

k




                                
 （7）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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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参加设备比对的台数。 

6.3.2.2 机构配置有两台准确度等级相同（或相近）设备时，采用与6.3.2.1相同的核查方法，两台设备

核查结果的测得值和不确定度分别为 1y 、 1U 和 2y 、 2U ，用式（8）计算得到En值。 

2 2

n 2 1 1 2= / +E y y U U
                              （8） 

6.3.2.3 设备比对结果的符合性判定： 

——若
n 1E  ，则核查通过；但En值接近1（如En>0.7）时，则应采取预防措施。 

——若 n 1E ＞ ，则核查不通过。 

注：若参加比对设备的溯源途径相同时，需考虑相关性影响。 

6.3.3 临界值评定法 

机构配置的核查标准的参考值为 0 ，在重复性测量条件下，被核查对象对核查标准测量n次的算术

平均值为 y ，测量的重复性标准差为 r ，复现性标准差为 R 。在95%包含概率下， 0y  的临界差

由式（9）确定： 

   0.95

2 21 1
2.8 2.8

2
R r

n

n
CD  





  

 
                     （9） 

——若
0 0.95y CD  ，则核查通过； 

——若
0 0.95y CD  ，则核查结果可疑。 

6.3.4 稳定性核查法 

6.3.4.1 需要对被核查对象进行稳定性核查时，可选择稳定性好的设备（与被核查对象相比）作为核查

标准，采用以下核查方法进行核查： 

设备校准后，立即用核查标准对被核查对象重复测量n次得到算术平均值 X ，后续进行定期/不定

期核查； 

在一段时间内（如1个校准周期）核查了m次，则这段时间内被核查对象的稳定性 S 用式（10）计

算： 

max minS X X 

                               

（10） 

式中： 

maxX 、 minX ——分别为这段时间内核查结果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6.3.4.2 稳定性核查结果的判定： 

a) 检测/校准方法有规定时，按照方法规定进行判定； 

b) 检测/校准方法无规定时： 

——若使用被核查对象的标称值或示值，若 MPES  ，则核查通过，否则核查不通过； 

——若被核查对象需要加修正值使用，若 S U ，则核查通过，否则核查不通过。 

其中： 

MPE ——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U——修正值的扩展不确定度。 

注：稳定性核查通常用于准确度等级要求高的计量标准、特殊用途（如航空、军工等）的设备或方法对设备稳定性

有要求的设备，不是所有设备都需要进行稳定性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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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重复性核查法 

6.3.5.1 重复性通常用重复测量结果的分散性表示，在重复性条件下，用被核查对象对选定的核查标准

独立测量 n 次，得到的测量结果为 iy （i=1,2，…，n），重复性用实验标准偏差 s 表示： 

a) 当测量次数 n≥10 时，用贝塞尔公式由式（11）进行计算： 

2

1

( )

1

n

i

i

y y

s
n










                             

（11）
 

式中： 

y ——n 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b) 当测量次数 n 较少时，用极差法由式（12）进行计算： 

R
s

C


                                 

（12） 

式中： 

R——极差； 

C——极差系数（极差系数 C 可由表 1 得到）。 

表 1 极差系数 C 

n 2 3 4 5 6 7 8 9 

C 1.13 1.69 2.06 2.33 2.53 2.70 2.85 2.97 

6.3.5.2 重复性核查结果的判定： 

a) 检测/校准方法有规定时，按照方法规定进行判定； 

b) 检测/校准方法无规定时，确认是否需要对相关文件进行修订。（核查方法及示例见附录 B） 

注：机构通常将重复性测量核查结果用于不确定度评定，定期进行重复性试验，若不大于之前的核查结果，则符合

要求；否则，重新进行不确定度评定。 

6.3.6 检出限核查法 

6.3.6.1 空白标准偏差法 

通过分析试剂空白或加入最低可接受浓度的溶液试剂空白来确定检出限（LOD）。独立测试的次数

应不少于 10 次（n≥10），计算出检测结果的标准偏差 s，计算方法参见表 2。 

表 2  定量检测中检出限的表示方法 

试验方法 检出限的表示方法 

1）样品空白独立测试 10 次* 
样品空白平均值+3s（只适用于标准偏差值非零

时） 

2）加入最低可接受浓度的样品空白

独立测试 10 次* 
0+3s 

3）加入最低可接受浓度的样品空白

独立测试 10 次 
样品空白值+4.65 s（此模型来自假设检验） 

*：仅当空白中干扰物质的信号值高于样品空白值的3s的概率远小于1%时适用。 

注1：“最低可接受浓度”为在所得不确定度可接受的情况下所加入的最低浓度。 

注2：假设实际检测中样品和空白应分别测定，且通过样品浓度扣减空白信号对应的浓度进行空白校正。 

样品空白值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均受样品基质影响，因此最低检出限因受样品基质种类的影响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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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如果利用此条件进行符合性判定时，需要定期用实际检测数据更新精密度数值。 

6.3.6.2 校准方程的适用范围评估检出限 

如果在检出限或接近检出限的样品数据无法获得时，可利用校准方程的参数评估仪器的检出限。如

果用空白平均值加上空白的 3 倍标准偏差，仪器对于空白的响应为校准方程的截距 a，仪器响应的标准

偏差为校准的标准误差
/y xS ；利用方程

LOD / LOD3 y xy a S a bx    ，则
LOD y/x3 /x S b ，此方程可广

泛应用于分析化学。 

由于此方法为外推法，所以当浓度接近预期的检出限时，其结果没有试验得到的结果可靠，因此建

议分析浓度接近于检出限的样品，在适当概率下应确定被分析物能够被检测出来。 

6.3.6.3 信噪比法评估检出限 

由于仪器分析过程都会有背景噪声，常用的方法就是利用已知低浓度的分析物样品与空白样品的测

量信号进行比较，确定能够可靠检出的最小浓度，典型的可接受的信噪比是 2:1 或 3:1。（核查方法及示

例见附录 C） 

6.3.7 计量特性期间核查结果的处理 

6.3.7.1 若期间核查结果符合要求，则设备可继续使用。若核查结果可疑、接近限值或存在潜在风险时，

应分析原因，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对设备的计量性能做进一步验证，避免不符合情况的发生。 

6.3.7.2 若期间核查结果不符合要求，应立刻停止使用设备，加贴标签防止误用，对设备的计量性能做

进一步验证；若对已出具报告的结果有效性产生影响时，应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设备经确认满足规定

要求后，方可再次投入使用。 

6.3.7.3 必要时，机构根据期间核查结果对相关文件进行必要的修订，如重新进行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等。 

7 设备功能性的期间核查 

7.1 核查范围 

对于检测/校准方法对其功能有要求、功能正常性影响测量结果有效性的设备，在使用过程中，机

构根据设备的使用寿命、可靠性、稳定性和实际运行状况确定期间核查的范围。 

7.2 核查标准 

功能性期间核查的核查标准可以是测量设备、样品、工装或装置，可能无计量特性（如准确度、稳

定性、灵敏度等）要求，其目的是为了验证被核查对象的功能是否持续满足方法要求和使用需求。 

7.3 核查方法 

根据检测/校准方法对被核查对象功能的具体要求制定核查方法： 

——检测/校准方法包含核查方法时，可直接采用，必要时补充制定作业文件； 

——检测/校准方法未包含核查方法时，可根据被核查对象的功能原理和方法要求，自行编制核查

方法，方法在采用前需进行充分的方法确认。 

7.4 核查结果的判定和应对措施 

对核查结果进行符合性判定时，可将检测/校准方法的要求和使用需求作为判据，必要时，采取相

应的措施： 

——核查结果满足要求时，核查通过； 

——核查结果不满足要求时，应对被核查对象进行调整维修，重新进行核查，直至满足要求后方可

再次投入使用。 

示例1：依据GB/T 31702-2015《纺织制品附件锐利性试验方法》开展检测时，方法未对按照锐利尖端测试仪的功能

作出明确规定，但根据检测要求，机构应定期使用直径小于1mm的尖锐性物体探入设备矩形测试槽，施加大于4.5N的力，

若设备指示灯闪亮，则表明设备状态良好，满足使用要求；否则，需要对其进行修理调整，直至设备满足要求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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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依据GB/T 24121-2009《纺织制品 断针类残留物的检测方法》开展检测时，方法对金属检针机的功能有明

确规定，机构应定期使用不同尺寸的标准检针测试块对设备的功能进行验证，若不同尺寸的测试块均使设备发出警报声，

则说明其满足检测要求；否则，需要对其进行修理调整，直至设备满足要求为止。 

示例3：依据GB/T 4802.2-2008《纺织品 织物起球试验 马丁代尔法》开展检测时，机构应对马丁代尔耐磨仪-李莎

如图形进行核查（核查方法见附录D）。 

8 设备安全性的期间核查 

8.1 核查范围 

对于有安全性要求的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可根据其使用寿命、实际运行状况和风险大小来确定期

间核查的范围。设备安全性的期间核查包含但不限于：电气安全、机械安全、信息安全、生物安全、辐

射安全等。 

8.2 核查标准 

机构可选择能够对设备安全性进行测量或监测的设备、系统或装置作为核查标准。 

8.3 核查方法 

根据设备安全性的具体要求制定核查方法： 

——检测/校准方法包含核查方法时，可直接采用，必要时补充制定作业文件； 

——检测/校准方法未包含核查方法时，可根据被核查对象的安全性要求，自行编制核查方法，方

法在采用前需进行充分的方法确认。 

8.4 核查结果的判定和应对措施 

将设备的安全性指标和要求作为核查结果的符合性判据，必要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核查结果满足要求时，则核查通过； 

——核查结果不满足要求时，应对被核查对象采取安全防护措施，重新进行核查，直至设备安全性

满足要求后，方可再次投入使用。 

示例1（电气安全核查）：1）按照GB/T 32146.2—2015《检验检测实验室设计与建设技术要求 第2部分 电气实验室》

8.5.11.2的规定，电气检测实验室安装的防静电工作台面、防静电地板、接地措施以及其他防静电措施的接地电阻不应

大于4Ω；2）按照GB 26861—2011《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高压试验室部分》4.2.1的规定，高压实验室（场）应有良好的

接地系统，以保证高压试验测量准确度和人身安全，接地电阻一般不超过0.5Ω，每5年应测量一次接地电阻。机构可使

用“表面电阻测试仪”测量防静电工作台面和防静电地板的电阻，使用“接地电阻表”测量接地电阻，核查其是否满足

要求。 

示例2（机械安全核查）：使用船舶设备和机械部件的机构，为了确定试验状态下设备是否有严重的共振，按照GB/T 

19845—2005《机械振动 船舶设备和机械部件的振动试验要求》规定：从确定的共振频率中，选出4个幅值最大的共振

频率，在这些频率下及标准所示的相应振幅值，使设备振动1.5h。如果没有发现共振，就对每个试验项目，在30Hz频率

下持续试验2h，以核查机械安全情况。 

示例3（信息安全核查）：通过版本（特征库）升级、策略配置核查方法实现防火墙安全核查；通过定期查杀病毒以

实现功能软件安全核查；通过升级病毒库，定期用杀毒软件查杀病毒库来核查检出率。 

示例4（生物安全核查）：按照GB 19489—2008《生物安全通用要求》7.7.1的要求，生物安全实验室每年应至少根

据管理体系的要求进行一次系统性地安全检查，以确定设备的功能及安全性能，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气密门的核查方法见

附录E。 

示例5（辐射安全核查）：使用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仪的机构，按照GB 18871—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

全基本标准》规定：任何工作人员连续5年平均有效剂量限值20 mSv，任何一年的有效剂量限值1 mSv。机构定期使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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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式X、γ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仪和监测仪”测定外照射X辐射产生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以核查辐射安全情况。 

示例6（防护安全核查）：化学检测实验室配备的与其检测范围相适应并便于使用的安全防护装备及设施，如个人防

护装备、洗眼及紧急喷淋装置等，应定期检查其功能和安全防护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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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标准测力仪的期间核查方法 

A.1 被核查对象 

名   称 编号 测量范围 用  途 
方法对设备

的技术要求 

标准测力仪 XX （50～500）N 
电子式万能试验机等

设备的校准 
MPE:±0.3% 

A.2 核查标准 

名称 编号 型号规格 
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专用砝码 XXX 100N（5 个） MPE:±0.02% 

A.3 核查环境条件的要求 

温度：（20±5）℃，核查期间温度变化不超过 1℃； 

湿度：≤80%RH 

A.4 核查项目及核查点 

——稳定性核查：500N 测量点； 

——示值误差核查：上次校准结果中最接近最大允许误差的测量点。 

A.5 核查频次 

每 3 个月或对其计量性能产生怀疑时。 

A.6 核查步骤 

A.6.1 稳定性核查（选取 500N 测量点） 

a) 将标准测力仪放置于稳固的支座或类似地方（支撑面水平度≤0.3/1000），放置时间不少于 8

小时； 

b) 核查前接通电源，预热不少于半个小时； 

c) 加载方向应沿标准测力仪的测力主轴线进行； 

d) 显示器置零，使用专用砝码 100N（5 个）预加载，并保持 30s 左右，重复 3 次，检查零位情

况； 

e) 显示器置零，将专用砝码 100N(5 个)加载于标准测力仪（应缓慢加荷，不应产生冲击），记录

其显示值；连续测量 3 次，计算得到的平均值 iX 为本次稳定性核查的数据； 

f) 上次校准后被核查对象的稳定性为：
 max min

100%
X X

S
X


 

s

, 500NsX  ； 

式中： 

maxX 、 minX ——分别为设备上次校准后历次稳定性核查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若核查点为上次校

准的点，可将上次校准结果 X校准作为稳定性核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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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2 示值误差核查（选取上次校准结果中示值误差最大测量点
EmaxX ） 

a) 显示器置零，将总力值为
EmaxX 的砝码加载于标准测力仪（应缓慢加荷，不应产生冲击），记

录其显示值；连续测量 3 次，计算平均值为 EX ； 

b) 本次核查的示值误差为：
E Emax

Emax

( )
100%

X X

X



  。 

A.6.3 若先进行稳定核查，后开展示值误差核查，则 A.6.2 的操作应在 A.6.1 完成后及时进行；否则，

实施 A.6.2 操作前，应先完成 A.6.1 a）～d）的准备工作。 

A.7 核查结果判定和处理 

A.7.1 核查结果判定 

a) 示值误差：若 0.3%  ，则核查通过，否则核查不通过； 

b) 稳定性：若 0.3%S＜ ，则核查通过，否则核查不通过。 

A.7.2 核查结果的处理 

a) 若核查通过，可继续使用；若核查的示值误差或稳定性（任何一个）接近最大允许误差时，应

加大核查频次或其他有效措施（如校准）对设备的计量性能做进一步验证，避免不符合情况的

发生。 

b) 若核查不通过，应立刻停止使用；加贴标签防止误用，对设备的计量性能做进一步验证；若对

已出具报告的结果有效性产生影响时，应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设备经确认满足规定要求后，

方可再次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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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标准测力仪期间核查记录表 

标准测力仪期间核查记录 

被核查对象 

编号 测量范围 技术要求 

L-05 （50～500）N 0.3 级 

核查标准 

名称 编号 型号规格 最大允许误差  

专用砝

码 
XX 100N（5 个） ±0.02% 

环境条件 温度：（21.0～21.3）℃ 湿度：50% RH 

核查地点 XXX 核查时间 20XX 年 XX 月 XX 日 

稳定性核查 

500N 

示值/N 平均值/N 

第 3 次核查 499.5 499.5 499.5 499.5 

之前核查结果 

X校准  
1X  

2X  
3X  

499.5 499.8 499.6 499.5 

稳定性核查结果： 0.06%S   

示值误差核查

200N 

示值/N 平均值/N 

199.7 199.7 199.7 199.7 

示值误差核查：  =0.15% 

结果判定 

MPE 0.3%    结论：通过 □不通过 

MPE 0.3%S ＜  结论：通过 □不通过 

结果处理 

继续使用 

□结果可疑，采取的措施：

□停止使用，采取的措施： 

核查人员：  XXX    复核人员：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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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质量比较仪的期间核查方法 

B.1 被核查对象 

名称 编号 计量特性 用途 技术要求 

质量比

较仪 
XX 

最大称量载荷 1109g，分度值 0.01mg，

配衡砝码有 500g、300g、100g、100g，

电子称量范围 109g 

校准 E2等级砝

码（最大 500g）

的配套设备 

重复性 

S≤0.02mg 

注：重复性判据的确定：质量比较仪厂商标称的重复性≤0.02mg；按照方法 JJG 99 的要求，在不考虑空气浮力的情

况下，质量比较仪的扩展不确定度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的 1/9，500g（E2等级）允差±0.8mg，其扩展不确定度≤0.09mg、

重复性≤0.045mg，做加严处理，重复性核查的判据确定为 S≤0.02mg。 

B.2 核查标准 

名称 编号 型号规格 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砝码 XXX 500g E1 等级或其它准确度等级 

注：核查标准砝码的质量变化不会对重复性核查结果产生显著影响，因而对砝码的准确度等级无要求。 

B.3 核查的环境条件要求 

温度：（18～23）℃，核查期间温度变化每 4h 不超过 1℃； 

湿度：（30～70）%RH，核查期间湿度变化每 4h 不超过 10%RH； 

其他：实验室不得受震动、气流及其他强磁场的影响。 

B.4 核查项目及核查点 

重复性核查，500g。 

B.5 核查频次 

每 3 个月或对其性能产生怀疑时。 

B.6 核查步骤 

a) 选择一组量值稳定且不用于日常校准的砝码作为核查标准，核查前对砝码进行清洗； 

b) 将质量比较仪提前通电停放 24h，若质量比较仪经过搬动，应提前通电停放 48h； 

c) 将质量比较仪和核查标准砝码放置于同一恒温室等温 24h，以确保其温度的一致性； 

d) 质量比较仪开机后预热 30 分钟，在核查前用核查标准对质量比较仪进行预加载不少于 3 次，

显示的示值稳定后开始测量； 

e) 为减少两只砝码交替加载引入的砝码重复性误差，对质量比较仪核查时采用一只砝码对一个载

荷点进行重复测量，即将核查标准砝码四次加载到比较仪上，以独立的四个相邻衡量值

A1A2A3A4 作为一个循环，记录示值
1iI ，

2iI ，
3iI ，

4iI ，计算差值 2 3 1 4

2

i i
i

i iI I
I

I I  
  （i

为第 i 次循环）； 

f) 重复进行 n（n≥10）次 A1A2A3A4 的循环测量，得到 n 个差值
iI 的平均值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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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n

i

i

I I
n 

    

用贝塞尔公式计算实验标准偏差 s 作为该载荷点的重复性核查数据： 

2

1

( )

1

n

i

i

I I

s
n



  





 

g) 所有需要进行核查的载荷点均按照 d）和 e）的步骤得到重复性核查数据。 

B.7 核查结果的判定和处理 

B.7.1 核查结果判定 

重复性：若重复性 s≤0.02mg，则核查结果符合要求，否则不满足要求。 

B.7.2 核查结果的处理 

a) 若核查通过，则可继续使用；若核查结果接近限值时，应加大核查频次或其他有效措施（如对

重复性有影响的参数进行合理设置）对设备的重复性做进一步验证，避免不符合情况的发生。 

b) 若核查不通过，应立刻停止使用；加贴标签防止误用，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如对重复性有

影响的参数进行合理设置）对设备的重复性做进一步验证；若对已出具报告的结果有效性产生

影响时，应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设备经确认满足规定要求后，方可再次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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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质量比较仪期间核查记录表 

质量比较仪期间核查记录 

被核查对象 
编号 测量范围 技术要求 

XX 0.01mg～1kg 重复性 S≤0.02mg 

核查标准 
名称 编号 型号规格 准确度等级 

砝码 XX 500g E1 等级 

核查点：500g 核查时间：20XX 年 XX 月 XX 日 

环境条件 温度：（20.0～20.2）℃ 湿度：（56.0～56.6）%RH 

核查地点 XXX 

测量次数 
示值（mg） 

A1 A2 A3 A4 
iI  

1 0.00 0.02 0.02 0.02 0.010 

2 0.00 0.01 0.01 0.02 0.000 

3 0.00 0.02 0.03 0.02 0.015 

4 0.00 0.02 0.05 0.03 0.020 

5 0.00 0.05 0.05 0.06 0.020 

6 0.00 0.03 0.05 0.04 0.020 

7 0.00 0.04 0.04 0.02 0.030 

8 0.00 0.02 0.04 0.05 0.005 

9 0.00 0.02 0.04 0.02 0.020 

10 0.00 0.03 0.03 0.05 0.005 

平均差值( I ) 0.014mg 

实验标准差/测

量重复性 s 
0.009mg 

核查结果判定 s≤0.02mg 结论：通过   □不通过 

结果处理 

继续使用 

□结果可疑，采取的措施： 

□停止使用，采取的措施： 

核查人员：  XXX   复核人员：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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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液相色谱仪的期间核查方法 

C.1 被核查对象 

高效液相色谱仪和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C.2 核查目的 

验证液相色谱仪的性能正常，能持续满足要求。 

C.3 核查频次 

根据设备的使用频度和检测项目特点确定核查频次，若日常工作中核查了 C.4 的主要内容，不必再

对设备进行额外的期间核查。 

C.4 核查方法和步骤 

C.4.1 功能核查 

C.4.1.1 检查流动相滤头是否变色或黏液附着，若有，则需要清洗或更换。 

C.4.1.2 检查各流动相，流动相使用前需脱气处理，如使用低于色谱纯级别的试剂做流动相，应先以微

孔滤膜过滤。 

C.4.1.3 打开计算机和液相色谱仪各模块电源，等待仪器自检完毕。开启系统，仪器通讯正常后，进入

仪器工作站。在 Purge 过程中查看系统压力是否正常，若压力过高，需更换滤芯。 

C.4.1.4 检查泵连接头、连接管是否完好，如发现盐析晶体，应用润湿的棉签擦拭干净。  

C.4.2 计量特性核查 

C.4.2.1 检出限核查 

依据机构开展的检测方法中的操作步骤，根据需要对检出限（LOD）进行核查，计算并评价回收率

或偏差范围是否满足所使用检测方法的要求和（或）机构制定的通用要求。 

C.4.2.2 精密度核查 

依据机构开展的检测方法中的操作步骤，根据需要对定量限（LOQ）、检出限（LOD）、或特定浓度

水平的精密度进行核查，连续测定 8 次，分别计算相对标准偏差（RSD%）。计算并评价精密度是否满足

所使用检测方法的要求和（或）机构制定的通用要求。 

C.4.2.3 标准（基质）曲线的线性相关系数 

仪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待基线稳定后，进样标准（基质）曲线，计算并评价线性相关系数（R 或

R2）是否满足所使用检测方法的要求和（或）机构制定的通用要求。 

C.4.2.4 基线稳定性 

仪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截取（15～30）min 基线，计算并评价基线波动范围是否满足所使用检测

方法的要求和（或）机构制定的通用要求。 

C.4.2.5 保留时间稳定性 

仪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选区标准（基质）曲线中的任意一个浓度水平，连续进样 8 次，计算并评

价保留时间波动范围是否满足所使用检测方法的要求和（或）机构制定的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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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液相色谱仪期间核查记录表 

被核查对象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编号/型号 XX 

核查日期 XXXX-XX-XX 

核查依据 

GB 5009.139-2014 饮料中咖啡因的测定 

GB/T 27404-2008 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 食品理化检测 

XXXX 液相色谱仪期间核查规程 

设备参数 

色谱柱：Inertisil ODS-3，150×4.6mm，5μm 

流动相：甲醇+水=80+20（v/v） 

流速：1.0 mL/min 

检测波长：254 nm 

柱温：30℃ 

参考谱图 见图 C.1 

功能性 

核查 

核查项目 参考状态 实际状态 结果判定 

滤头 白色，无粘液附着 白色，无粘液附着 通过 □不通过 

流动相 色谱级，需脱气处理 色谱级、在线脱气 通过 □不通过 

仪器通讯 自检通过无报错 自检通过，无报错 通过 □不通过 

系统压力 Purge通过 Purge，通过 通过 □不通过 

接头盐析情况 接头无结晶盐 无结晶盐 通过 □不通过 

计量特性

核查 

核查项目 技术要求 测定值 结果判定 

检出限 ≤0.07mg/L(咖啡因) 0.03mg/L 通过 □不通过 

精密度 ＜5% 0.0255% 通过 □不通过 

线性相关系数 R
2＞0.995 R

2
=0.998 通过 □不通过 

基线稳定性 波动＜1/5 S/N ＜1/5 S/N 通过 □不通过 

保留时间稳定

性 
波动＜RT ±5% ＜RT ±5% 通过 □不通过 

结果处理 

继续使用

□结果可疑，采取的措施： 

□停止使用，采取的措施： 

核查人员：  XXX   复核人员：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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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1 40 μg/ml 咖啡因标准溶液保留时间及精密度核查色谱图（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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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马丁代尔耐磨仪-李莎如图形期间核查方法 

D.1 被核查对象 

马丁代尔耐磨仪 

D.2 核查标准 

白纸、圆珠笔 

D.3 核查项目 

李莎如图形 

D.4 核查频次 

每n周核查1次 

D.5 核查程序 

a) 从磨台上取下材料，用直径为（100±5）mm、最小单位面积质量为100g/m2的普通白纸覆盖和

固定在每一个磨台表面，保证白纸的表面平整； 

b) 将与试样销轴直径相同的不锈钢套筒依次插入试样导板的轴套中，装上圆珠笔，使笔尖与白纸

表面接触； 

c) 设置摩擦次数为16次，启动马丁代尔耐磨试验仪在白纸上形成一个完整的李莎茹图形； 

d) 画两条刚好与李莎茹图形两对侧曲线最外面相交的平行线，另外两侧再画两条平行线，使这些

线垂直相交； 

e) 采用适当的方法，测量每一边精确至±0.2mm。检查画的31条线，核查李莎茹图形的对称性。 

D.6 核查结果的判定和处理 

若曲线相互重合或间距不均匀，则需对马丁代尔耐磨试验仪进行调试，并重新进行核查。 

 

图D.1 可接受和无法接受的李莎茹图形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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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气密门的期间核查方法 

E.1 被核查对象 

气密门 

E.2 核查标准 

肥皂水 

E.3 目的 

气密门的气密性核查 

E.4 核查频次 

至少在以下情况发生时进行核查： 

——年度维护的例行核查。 

——实验室围护结构不能满足气密性要求或怀疑气密门有泄漏可能时。 

E.5 核查方法和步骤 

E.5.1 外观检查 

外观及配置检查应对照产品说明书，采用目测的方法，观察门框、门板等。对于机械压紧式气密门，

检查密封胶条、门铰链、压紧机构及闭门器、电磁锁、解锁开关（如配置）等结构和功能件的齐全性；

对于充气式气密门，检查充气密封胶条、门控制系统、紧急泄气阀、气路、闭门器等结构和功能件的齐

全性。 

E.5.2 功能性核查 

E.5.2.1 对于机械压紧式气密门，做打开、关闭、锁紧门操作，判断运动机构是否正常，检查闭门器、

电磁锁、门锁开关的功能是否正常。 

E.5.2.2 对于充气式气密门，进行如下功能性核查： 

a) 门控面板功能性核查：充气密封式气密门框两侧的门控面板上包括开门操作按钮、开门指示灯

和关门指示灯。 

b) 进行开门操作时，充气密封胶条自动放气，放气完毕后电磁锁断开，开门指示灯亮，关门指示

灯灭。 

c) 进行关门操做时，电磁锁闭合，开门指示灯灭，充气密封胶条自动充气，充气完毕后关门指示

灯亮。 

d) 紧急装置功能性核查： 

——紧急解锁开关检查。门关闭时，按紧急解锁开关，门可打开。 

——紧急泄气阀检查。门关闭时，开启紧急泄气阀，充气密封条泄气，门可打开。 

——充气密封胶条充、放气时间检查：用秒表测量，充气密封胶条充、放气时间应在产品说明书规

定的时间内。 

E.5.3 气密性核查 

通过检测实验室围护结构的气密性来间接评价气密门的气密性。如安装气密门实验室围护结构的气

密性满足相关要求（压力衰减指标要求或空气泄漏率指标要求），则认为气密门的气密性满足要求。如

安装气密门实验室围护结构的气密性不能满足相关要求，则应采用皂泡法进行验证。 

E.6 核查结果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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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及配置核查应满足外观光滑，功能齐全，气密性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若实验室围护结构气密性满足相关要求，可以不进行该项目测试，则核查通过； 

b) 若实验室围护结构气密性不能满足相关要求，可采用皂泡法，即通过真空泵将气密门隔离的空

间（实验室）抽气至低于-250 Pa 的负压，然后在门板和门框缝隙间刷肥皂水观察： 

——若无明显鼓泡，则气密性完好； 

——若有明显鼓泡，则应对密封门进行维修，再次进行核查，直至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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