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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001 «标准编写规则》、GB/T 1《标准化工作导则》、GB/T 2000()《标准化工作指南》、 

GB/T 20002《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和GB/T 20003《标准制定的特殊程序》共同构成支撑标准制修 

订工作的基础性系列国家标准。

GB/T 200()1《标准编写规则》拟分为如下部分：

——第1部分:术语标准；

——第2部分:符号标准；

——第3部分:分类标准；

——第4部分:试验方法标准；

——第5部分:规范标准；

——第6部分:规程标准；

——第7部分：指南标准；

——第10部分：产品标准。

本部分为GB/T 20001的第10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标准化原理与方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6)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煤炭科学研 

究总院、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白殿一、逄征虎、薛海宁、强毅、刘慎斋、陆锡林、姜英、王益谊、马德军、吴学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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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GB/T 1.1 一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已经发布实施。GB/T 1.1是 

针对标准编写的普遍性、一般性要求所做出的规定，而产品标准作为产品生产、检验、使用、维护及贸易 

洽谈等方面的技术依据，在标准结构和标准要素起草方面有其特殊性。为了更好地指导产品标准的编 

写，有必要对产品标准的内容和结构的确定以及要素的编写作出统一规定，以满足我国标准化工作的实 

际需要。



标准编写规则 

第10部分：产品标准

GB/T 20001.10—2014

1范围

GB/T 20001的本部分规定了起草产品标准所遵循的原则、产品标准结构、要素的起草要求和表述 

规则以及数值的选择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国家、行业、地方和企业产品标准的编写，具体适用于编写有形产品的标准，编写无形 

产品的标准可参照使用。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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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 190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21优先数和优先数系

GB 5296(所有部分）消费品使用说明

GB/T 6388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9969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总则

GB/T 20000.1标准化工作指南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GB/T 20000.4—200311标准化工作指南第4部分：标准中涉及安全的内容 

GB/T 20001.4标准编写规则第4部分：化学分析方法

GB/T 20002.3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第3部分：产品标准中涉及环境的内容 

GB/T 27000合格评定词汇和通用原则

3术语和定义

GB/T 20000.1和GB/T 2700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 

复列出了 GB/T 20000.1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产品标准 product standard
规定产品需要满足的要求以保证其适用性的标准。

注1:产品标准除了包括适用性的要求外.也可直接包括或以引用的方式包括诸如术语、取样、检测、包装和标签等 

方面的要求.有时还可包括工艺要求。

注2:产品标准根据其规定的是全部的还是部分的必要要求，可区分为完整的标准和非完整的标准。由此，产品标 1 *

1) GB/T 20000.1—2003已修订，即将被批准为GB/T 20002. .1《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第，1部分：标准中涉及安

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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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又可分为不同类别的标准，例如尺寸类、材料类和交货技术通则类产品标准。

注3:若标准仅包括分类、试验方法、标志和标签等内容中的一项，则该标准分别属于分类标准、试验方法标准和标 

志标准，而不属于产品标准。

[GB/T 20000_1—2014,定义7.9]

性能特性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

与产品使用功能相关的物理、化学等技术性能。

注：如速度、亮度、纯度、功率、转速等。

描述特性 descriptive characteristic
与产品使用功能相关的设计、工艺、材料等特性。

注：描述特性往往可以显示在实物上或图纸上，如在图纸上描述的尺寸、形状、光洁度等。

总则

4.1规范性

产品标准各要素的起草以及标准的结构和编排格式除应符合GB/T 1.1的相关规定外，还应符合 

本部分的规定。

4.2技术要素的选择原则

4.2.1 —般原则

产品标准的技术要素及其内容的选择，取决于标准化对象(也就是具体的产品）、标准的使用者以及 

标准的编制目的。

4.2.2确定标准化对象

起草产品标准时，首先应确定标准化对象或领域。产品标准的标准化对象通常为有形产品、系统、 

原材料等，编写产品标准涉及的标准化对象或领域通常有：

——某领域的产品，如“家用电器”；

——完整产品，如“电视接收机”；

——产品部件，如“电视接收机显示屏”。

4.2.3明确标准的使用者

起草产品标准时，应明确标准的使用者。产品标准的使用者通常有：

——制造商或供应商(第一方）；

——用户或订货方（第二方）；

——独立机构（第三方）。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产品标准的使用者通常为上述三方。因此，在起草这类产品标准时应遵守 

“中立原则”，即应使得产品标准的要求能够作为第一方、第二方或第三方合格评定的依据。

企业标准中的产品标准通常供企业自身使用。因此，在起草这类产品标准时应明确标准的使用者 

是企业的生产者还是采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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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产品都有许多特性，但只有其中的一些特性可以作为标准的内容。标准的编制目的是特性选 

择的决定因素之一。对相应产品进行功能分析有助于选择标准所要包括的技术要素。

编制产品标准的目的通常有：保证产品的可用性，保障健康、安全，保护环境或促进资源合理利用， 

便于接口、互换、兼容或相互配合，利于品种控制等。（见6.5.2)

注：在标准中，通常不指明各要求的目的（标准和某些要求的目的可以在引言中进行阐述）。然而，最重要的是在工 

作的最初阶段（起草征求意见稿前）确认这些目的，以便决定标准包括哪些要求。

4.2.5符合性能特性原则

只要可能，要求应由性能特性、而不用描述特性来表述，以便给技术发展留有最大的余地。采用性 

能特性表述要求时，需要注意保证性能要求中不疏漏重要的特性。

然而，是以性能特性表述要求，还是以描述特性表述要求，需要认真权衡利弊，因为用性能特性表述 

要求时，可能引人既耗时又费钱的复杂的试验过程。

注：性能特性原则的实质是要求“结果”优先，相对于“结果”，“过程”的途径多种多样。因此，不同的生产者可以采 

用不同的技术、不同的方法达到性能特性要求的“结果”。

4.2.6满足可证实性原则

不论产品标准的目的如何，标准中应只列人那些能被证实的技术要求。或者说，如果没有一种试验 

方法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证实产品是否符合稳定性、可靠性或寿命等要求，则标准中不应规定这些 

要求。

注：生产者声称符合没有证实方法的要求，只能视作生产者做出的保证。保证条件不属于标准的内容，它是商业概 

念或合同概念，而不是技术概念。

为了满足可证实性原则，标准中的要求应定量并使用明确的数值（见GB/T 1.1)表示。不应使用诸 

如“足够坚固”或“适当的强度”之类的定性的表述。规范性要求的数值应与只供参考的数值明确区分。

4.3避免重复和不必要的差异

避免重复是标准化方法论的一项首要原则，同时还应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差异。为此，有关产品的 

要求只应在一项标准中规定，可以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将适用于一组产品的通用要求规定在某项标准的一个部分中；

——将适用于一组产品、两个或两个以上类型的产品的试验方法规定在产品标准的某一个部分中。 

涉及上述产品的每一个部分或标准均应引用通用要求部分或试验方法部分（可指出各种必要的修

改）。

注1:如果在编制产品标准时，有必要对某种试验方法标准化，并且多个标准都需要引用该试验方法，则需要为该 

方法编制一个单独的试验方法标准。

注2:如果在编制产品标准时，有必要对某种试验设备标准化，并且测试其他产品也可能用到该设备，为了避免重 

复，需要与涉及该试验设备的技术委员会协商，以便为该设备编制一个单独的标准。

5结构

产品标准的必备要素包括：封面、前言、标准名称、范围、技术要求等。产品标准中要素的典型编排 

以及每个要素所允许的表述方式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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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产品标准中要素的典型编排

要素类型 要素的编排 要素所允许的表述形式

资料性概述要素

封面 文字

目次 文字（自动生成的内容)

前言
袭文

注、脚注

引言(见6.1) 条文、图、表、注、脚注

规范性一般要素

标准名称（见6.2) 文字

范围（见6.3)

条文

图、表

注、脚注

规范性引用文件
文件清单（规范性引用）

注、脚注

规范性技术要素

术语和定义

符号、代号和缩略语

分类、标记和编码（见6/1)

技术要求（见6.5)

取样(见6.6)

试验方法（见6.7)

检验规则（见6.8)

标志、标签和随行文件（见6.9)

包装、运输和贮存（见6.10)

规范性附录

条文、图、表

注、脚注

资料性补充要素 资料性附录 条文、图、表、注、脚注

规范性技术要素 规范性附录
条文、图、表

注、脚注

资料性补充要素
参考文献 文件清单（资料性引用）、脚注

索引 文字（自动生成的内容)

注：表中各类要素的前后顺序即其在标准中所呈现的具体位置。

!1黑体表示“必备要素”；正体表示“规范性要素”；斜体表示“资料性要素”。

根据产品的特点，一项产品标准不但不一定包括表1中的所有规范性技术要素，而且还可以包含 

表1之外的其他规范性技术要素。按照产品标准的表述需要，表1中的规范性技术要素可以合并或拆 

分，其标题可做相应调整。

6要素的起草

6.1引言

可在引言中解释标准和某些要求的目的。（见4.2.4和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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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标准名称

6.2.1产品标准如包含了 6.4〜6.9的全部技术要素，可用产品名称作为标准名称。

示例1:小麦

示例2:墙板自攻螺钉

示例3:船用消防接头

6.2.2产品标准的规范性技术要素中如仅包括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6.5和6.7)，或者同时还 

包括了 6.4、6.6、6.8、6.9中的部分技术要素，可使用“技术规范”或“规范”作为标准名称的补充要素。

示例1:白炽照明灯规范

示例2:空气压缩机阀片用热轧薄钢板技术规范

6.2.3同类产品共同使用的“技术规范”，可使用“通用技术规范”或“总规范”作为标准名称的补充

要素。

示例1:地面雷达通用技术规范 

示例2:船舶电器总规范

6.3范围

6.3.1范围应明确标准所涉及的具体产品，还应按照6.4〜6.10的顺序指出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如必 

要，还应针对编制标准的目的指出技术要求所涉及的方面。

6.3.2范围还应指出标准的预期用途和适用界限，或标准的使用对象。

6.4分类、标记和编码

6.4.1产品标准中分类、标记和编码为可选要素，它可为符合规定要求的产品建立一个分类（分级）、标 

记和（或）编码体系。产品标准中的标准化项目标记应符合GB/T 1.1中的相关规定。根据分出的类别 

的识别特点，可以使用“分类”“分类和命名”“分类和编码”“分类和标记”作为该要素的标题。

6.4.2根据具体情况，该要素可并人技术要求（见6.5)，或编制为标准的一个部分，也可编制为单独的

标准21。

6.4.3产品分类的基本要求如下：

——划分的类别应满足使用的需要；

——应尽可能采用系列化的方法进行分类；

——对于系列产品应合理确定系列范围与疏密程度等，尽可能采用优先数和优先数系或模数制。 

6.4.4可根据产品不同的特性（如来源、结构、性能或用途等）进行分类。产品分类一般包括下述内容： 

——分类原则与方法；

——划分的类别，如产品品种、型式（或型号）和规格及其系列；

——类别的识别，通常可用名称（一般由文字组成）、编码（一般由数字、字母或它们的组合而成）或 

标记（可由符号、字母、数字构成）进行识别。

6.5技术要求

6.5.1 —般要求

产品标准中技术要求为必备要素，它应包括下述内容：

a) 直接或以引用方式规定的产品的所有特性；

b) 可量化特性所要求的极限值。

2)这种情况，该标准属于“分类标准”，不属于产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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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针对每项要求，引用测定或验证特性值的试验方法，或者直接规定试验方法（见6.7)。

该要素中不应包括合同要求（有关索赔、担保、费用结算等)和法律或法规的要求。

在某些产品标准中，可能需要规定产品应附带的针对安装者或使用者的警示事项或说明，并规定其 

性质。另一方面，由于安装或使用要求并不用于产品本身，因此应规定在一个单独的部分或一个单独的 

标准中。

如果标准只列出特性，其特性值要求由供方或需方明确而标准本身并不予以规定时，在标准中应规 

定如何测量和如何表述（如在标志、标签或包装上）这些数值。（见7.3 )

6.5.2适用性的要求

6.5.2.1 可用性

为了保证可用性，需要根据产品的具体情况规定产品的使用性能、理化性能、环境适应性、人类工效 

学等方面的技术要求。针对不同类别的产品可考虑诸如以下内容：

a)使用性能：选择直接反映产品使用性能的指标或者间接反映使用性能的可靠代用指标，如生产 

能力、功率、效率、速度、耐磨性、噪声、灵敏度、可靠性等要求。

注1:有可靠性要求的产品可定量地规定可靠性指标，如故障率、失效率、平均寿命（MTTF)、平均失效间隔时间或 

平均失效间工作时间（MTBF)或强迫停机率（FOR)等。

注2:用不同测试方法得出的不同指标的数据或得出的同一指标的不同数据，经过一定换算，能够在实用范围内得 

到同样有效的判断或结论时，可用这些数据中的某些数据代替别的数据作为衡量产品性能的指标。这时，前 

者被称为后者的代用指标。

b )理化性能：当产品的理化性能对其使用十分重要，或者产品的要求需要用理化性能加以保证 

时，应规定产品的物理（如力学、声学、热学）、化学和电磁性能，如产品的密度、强度、硬度、塑 

性、黏度；化学成分、纯度、杂质含量极限；电容、电阻、电感、磁感等。

c) 环境适应性：根据产品在运输、贮存和使用中可能遇到的实际环境条件规定相应的指标，如产 

品对温度、湿度、气压、烟雾、盐雾、工业腐蚀、冲击、振动、辐射等适应的程度，产品对气候、酸碱 

度等影响的反应，以及产品抗风、抗磁、抗老化、抗腐蚀的性能等。

d) 人类工效学：产品的人机界面要求，产品满足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外观或感官方面的 

要求，如对表面缺陷、颜色的规定，对易读性、易操作性的规定等。

6.5.2.2健康、安全，环境或资源合理利用

如果保障健康、安全，保护环境或促进资源合理利用成为编制标准的目的之一，则应根据具体情况 

编制相应的条款，诸如：

a) 对产品中有害成分的限制要求；

b) 对产品运转部分的噪声限制、平衡要求；

c) 防爆、防火、防电击、防辐射、防机械损伤的要求；

d) 产品中的有害物质以及使用中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对环境影响的要求；

e) 对直接消耗能源产品的耗能指标的规定，如耗电、耗油、耗煤、耗气、耗水等指标。

这些要求可能需要含有极限值[最大值和（或）最小值](见7.1)或严格尺寸的某些特性，有时这些要 

求中还可能包括结构细节（例如保证安全的防错装结构）（见6.5.3.1)。在规定极限值水平时应尽可能 

降低风险因素。

为了便于法规引用，这些要求宜编制成标准中单独的章，或标准的单独部分，以至单独的标准。 

GB/T 20000.4—2003给出了起草标准中涉及安全内容的指南，GB/T 20002.3给出了编写产品标 

准中涉及环境内容的指南。

注：如果标准只涉及健康、安全、环境保护或资源合理利用中的一种或多种要求，则属于强制性标准。如果这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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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规定在强制性标准或技术法规中，相应的试验方法需要编制成单独的推荐性标准，而强制性标准或技术法 

规通常要引用这些试验标准。

6.5.2.3接口、互换性、兼容性或相互配合

便于接口、互换性、兼容性或相互配合等要求是编制标准的重要目的之一。具体产品的标准化可以 

只针对这几个方面。如果编制标准的目的是保证互换性，则关于该产品的尺寸互换性和功能互换性均 

应予以考虑。

注：由于贸易、经济或安全等原因，互换件的可获得性是重要的。

需要满足尺寸互换时，在规定接口尺寸时，应规定其公差。

6.5.2.4品种控制

对于广泛使用的材料、物资或机械零部件、电子元器件或电线电缆等，利于品种控制是编制标准的 

重要目的。

品种可包括尺寸和其他特性。在涉及品种控制的标准中应提供可选择的值（通常给出一系列数 

据），并规定其公差。

6.5.3其他要求

6.5.3.1结构

需要对产品的结构提出要求时，应做出相应的规定。规定产品结构尺寸时，应给出结构尺寸图，并 

在图上注明相应尺寸（长、宽、高三个方向），或者注明相应尺寸代号等。

6.5.3.2 材料

产品标准通常不包括材料要求。为了保证产品性能和安全，不得不指定产品所用的材料时，如有现 

行标准，应引用有关标准，或规定可以使用性能不低于有关标准规定的其他材料；如无现行标准，可在附 

录中对材料性能作出具体规定。

注：对于原材料，如果无法确定必要的性能特性时，宜直接指定原材料，最好再补充如下文字：“……或其他已经证 

明同样适用的原材料。”

6.5.3.3 工艺

产品标准通常不包括生产工艺要求（如加工方法、表面处理方法、热处理方法等），而以成品试验来 

代替。然而为了保证产品性能和安全，不得不限定工艺条件，甚至需要检验生产工艺（例如压力容器的 

焊接等）时，则可在“要求”中规定工艺要求。

6.5.4要求的表述

6.5.4.1涉及产品适用性的某些要求，有时可使用产品的类型（例如深水型)或等级(例如宇航级），或使 

用需要满足使用条件的描述术语（如“防震”）来表达，以便在产品上做标记或标志（例如手表外壳上的 

“防震”字样），同时规定只在能使用标准试验方法证明相应要求得到满足时才可使用这些术语或标志。 

6.5.4.2要求型条款用文字表述的典型句式为：

——对结果提要求：“特性”按“证实方法”测定“应”符合“特性的量值”的规定；

——对过程提要求：“谁”“应”“怎么做”。

6.5.4.3要求型条款用表格表述时，其表头的典型形式为：编号、特性、特性值、试验方法等，其中试验方 

法栏通常给出该标准中规定试验方法的章条编号，或者给出引用的标准编号及章条号。该表格应在正 

文中使用要求型条款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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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编号 特性 特性值 试验方法

6.6取样

产品标准中取样为可选要素，它规定取样的条件和方法，以及样品保存方法。该要素可位于要素 

6.7的起始部分。

6.7 试验方法

6.7.1 —般要求

6.7.1.1产品标准中试验方法为可选要素，编写试验方法的目的在于给出证实技术要求中的要求是否 

得到满足的方法。因此，该要素中规定的试验方法应与技术要求（见6.5)有明确对应关系。

在标准中该要素可以：

----作为单独的章；

——融人技术要求（见6.5)中；

——成为标准的规范性附录；

——形成标准的单独部分。

技术要求、取样和试验方法虽然是不同的要素，但在产品标准中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应作统筹考虑。 

6.7.1.2由于一种试验方法往往稍加变动或原封不动就适用于几种产品或几类产品，所以试验方法最 

容易出现重复现象。因此，在编制产品标准时，如果需要对试验方法进行标准化，应首先引用现成适用 

的试验方法。

规定试验方法时应考虑采用通用的试验方法标准和其他标准中类似特性的相应试验方法。只要可 

能，应采用无损试验方法代替置信度相同的破坏性试验方法。

不应将正在使用的试验方法不同于普遍接受的通用方法作为理由，而拒绝在标准中规定普遍接受 

的通用方法。

6.7.1.3在标准中列出的各项试验方法，并不意味着具有实施这些试验的义务，而仅仅是陈述了测定的 

方法，当有要求或被引用时才予以实施。

如果在标准中指明产品的合格评定采用统计方法，则符合标准的陈述是指整体的或成批的产品 

合格。

如果标准中指定每件产品需按照标准进行试验，则产品符合标准的陈述意味着每件产品均经过了 

试验并满足相应的要求。

6.7.2试验方法的内容

6.7.2.1试验方法的内容应包括用于验证产品是否符合规定的方法，以及保证结果再现性步骤的所有 

条款。如果各项试验之间的次序能够影响试验结果，标准应规定试验的先后次序。

通常情况下产品标准中的试验方法应包括试样的制备和保存、试验步骤和结果的表述（包括计算方 

法以及试验方法的准确度或测量不确定度），也可根据需要增加其他内容，如原理、试剂或材料、仪器、试 

验报告等。

化学分析方法的编写见GB/T 20001.4的规定。该标准的大部分内容亦适用于非化学品的产品试 

验方法。

6.7.2.2如果试验方法涉及到使用危险的物品、仪器或过程时，应包括总的警示用语和适宜的具体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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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供选择的试验方法

如果一个特性存在多种适用的试验方法，原则上标准中只应规定一种试验方法。如果因为某种原 

因，标准需要列人多种试验方法，为了解决怀疑或争端，应指明仲裁方法。

6.7.4按准确度选择试验方法

6.7.4.1所选试验方法的准确度应能够对需要评定的特性值是否处在规定的公差范围内做出明确的 

判定。

6.7.4.2当技术上需要时，每个试验方法应包括其准确度范围的相应陈述。

6.8 检验规则

6.8.1产品标准中检验规则为可选要素，针对产品的一个或多个特性，给出测量、检查、验证产品符合 

技术要求所遵循的规则、程序或方法等内容。

6.8.2产品标准不应涉及合格评定方案和制度的通用要求。使产品符合相关技术要求不应依赖于质 

量管理体系标准，即产品标准中不应规范性引用诸如GB/T 19001。

6.8.3若标准中需要规定检验规则，应指出该检验规则的适用范围，必要时应明确界定供制造商或供 

应商(第一方）、用户或订货方（第二方)和合格评定机构（第三方)分别适用的检验类型、检验项目、组批 

规则和抽样方案以及判定规则等，其内容编写参见附录A。

6.9标志、标签和随行文件

6.9.1 —般要求

6.9.1.1产品标准中标志、标签和随行文件为可选要素，可作为相互补充的内容，只要有关应纳人标准， 

特别是涉及消费品的产品标准。如果需要，标记的方法也应做出规定或建议。

6.9.1.2该要素不应涉及符合性标志。符合性标志通常使用认证体系的规则（参见GB/T 27023)。涉 

及标准机构或其发布的文件（即符合性声明）的产品标志参见GB/T 27050.1和GB/T 27050.2。

GB/T 20000.4—2003给出了有关安全标准和涉及安全内容的条款。

6.9.1.3可在资料性附录中给出订货资料的示例，对标志或标签加以补充。

6.9.2标志和标签的要求

6.9.2.1适用时，含有产品标志内容的产品标准应规定：

a) 用于识别产品的各种标志的内容，适宜时，包括生产者（名称和地址）或总经销商（商号、商标或 

识别标志），或产品的标志[例如生产者或销售商的商标、型式或型号、标记（见GB/T 1.1中的 

相关规定）]，或不同规格、种类、型式和等级的标志；

b) 这类标志的表示方法，例如，使用金属牌（铭牌）、标签、印记、颜色、线条（在电线上）或条形等 

方式；

c) 这类标志呈现在产品或包装上的位置。

6.9.2.2如果标准要求使用标签，则标准还应规定标签的类型，以及在产品或其包装上如何拴系、粘贴 

或涂刷标签。

6.9.2.3如果需要给出有关产品的生产日期（或表明日期的代码）、有效期、搬运规则、安全警示等，则相 

应的要求应纳人涉及标志和标签的章条。

6.9.2.4用作标志的符号应符合GB 190、GB/T 191 .GB/T 6388以及其他相应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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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产品随行文件的要求

产品标准可要求提供产品的某些随行文件，例如可包括: 

——产品合格证，参见GB/T 14436；

——产品说明书；

——装箱单；

——随机备附件清单；

——试验报告；

——搬运说明；

——其他有关资料。

适用时，标准中应对这些文件的内容做出规定，见GB 5296、GB/T 9969以及其他相关标准。

6.10 包装、运输和贮存

产品标准中包装、运输和贮存为可选要素，需要时可规定产品的包装、运输和贮存条件等方面的技 

术要求，这样既可以防止因包装、运输和贮存不当引起危险、毒害或污染环境，又可以保护产品。包装、 

运输和贮存的编写参见附录B。

7数值的选择 

7.1 极限值

根据特性的用途可规定极限值[最大值和（或）最小值]。通常一个特性规定一个极限值，但有多个 

广泛使用的类型或等级时，则需要规定多个极限值。

7.2可选值

7.2.1根据特性的用途，特别是品种控制和某些接口的用途，可选择多个数值或数系。适用时，数值或 

数系应按照GB/T 321(进一步的指南参见GB/T 19763和GB/T 1 9764)给出的优先数系，或者按照模 

数制或其他决定性因素进行选择。

当试图对一个拟定的数系进行标准化时，应检查是否有现成的被广泛接受的数系。

采用优先数系时，宜注意非整数（例如：数3.15)有时可能带来不便或要求不必要的高精确值。这 

时，需要对非整数进行修约（参见GB/T 19764)。宜避免由于同一标准中同时包括了精确值和修约值， 

而导致不同使用者选择不同的值。

7.2.2根据产品的分类，可以对某些特性提出不同的特性值，这时应清楚的指明类别和值的对应关系。

7.3由供方确定的数值

如果允许多样化，则不必对产品的某些特性规定特性值（尽管这些特性对产品的性能有明显的影 

响）。标准中可列出全部由供方自行选择的特性，其值由供方确定，可规定以何种形式（如铭牌、标签、随 

行文件等)表明特性值。例如，对于某些纺织品，在标准中不必具体规定羊毛含量的特性值，只需要求供 

方在标签上注明即可。

对于大多数复杂产品，只要规定了相应的测试方法，则由供方提供一份性能数据（产品信息）清单比 

标准中给出具体性能要求更好。

对于健康和安全要求，标准应规定其特性值，不准许采用由供方确定的特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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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质量评定程序或检验规则

A.1检验分类

根据行业和产品特点可选择下列一类或多类检验：

——型式检验(例行检验）、定型检验(鉴定检验）、首件检验等；

----出厂检验（常规检验、交收检验）、质量一致性检验等。

可供选择的检验分类组合示例如下。

示例1:型式检验（或例行检验）、出厂检验（或交收检验）。

示例2:定型检验（或鉴定检验）、质量一致性检验。

示例3:首件检验、质量一致性检验。

示例4:定型检验（或鉴定检验）、首件检验、质量一致性检验。

示例5:首件检验、出厂检验。

示例6:出厂检验。

A.2检验项目

根据选定的检验类别，分别确定需要检验的项目，可用表的形式表示。表一般可包括序号、检验项 

目名称、“要求”的章条号和“试验方法”的章条号。不同检验类别的检验项目可单列表也可合并列表。 

当检验项目的次序可能影响检验结果时，需对检验项目的次序作出规定。

除出厂检验或质量一致性检验按照惯例进行外，其他检验宜根据需要规定检验的时机，例如转产、 

转厂、停产后复产、结构或材料或者工艺有重大改变、合同规定等。

A.3组批规则和抽样方案

A.3.1组批规则和抽样方案需根据产品的特点、供需双方的需求以及愿意承担的风险予以确定。组批 

规则通常需确定组批条件、批量、组批时机、组批方法等。

示例1:

钢板应成批验收。每批钢板由同一炉罐号、同一厚度、同一热处理工艺的钢板组成。钢板厚度6 mm〜16 mm时， 

每批质量不大于15 t;钢板厚度大于16 mm时，每批质量不大于25 t。

示例2:

一个检验批可由一个生产批组成，或由符合以下条件的几个生产批组成：

——采用基本相同的材料、工艺和设备等；

——几个生产批间隔的时间通常不超过一周，除非另有规定，但也不超过一个月。

A.3.2具体抽样方案需根据有关的要素，例如抽样方案类型、不合格分类等，进行确定。

A.4判定规则

每一类检验都需要有判定规则，即判定产品为合格或不合格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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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包装、运输、贮存要求的编写规则

B.1包装

需要对产品的包装提出要求时，可将有关内容编人标准，也可引用有关的包装标准。

包装要求的基本内容包括：

a) 包装技术和方法，指明产品采用的包装，以及防晒、防潮、防磁、防震动、防辐射等措施；

b) 包装材料和要求，指明采用的包装材料，以及材料的性能等；

c) 对内装物的要求，指明内装物的摆放位置和方法，预处理方法以及危险物品的防护条件等;

d) 包装试验方法，指明与包装有关的试验方法。

对产品运输有特殊要求时，可规定运输要求，运输要求的基本内容包括：

a) 运输方式，指明运输工具等；

b) 运输条件，指明运输时的要求，例如遮篷、密封、保温等；

c) 运输中的注意事项，指明装、卸、运方面的特殊要求，以及运输危险物品的防护条件等。

必要时，可规定产品的贮存要求，特别是对有毒、易腐、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应规定相应的特殊 

要求。

贮存要求的基本内容包括：

a) 贮存场所，指明库存、露天、遮篷等；

b) 贮存条件，指明温度、湿度、通风、有害条件的影响等；

c) 贮存方式，指明单放、码放等；

d) 贮存期限，指明规定的贮存期限，贮存期内定期维护的要求，以及贮存期内的抽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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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36工业产品保证文件总则

1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1 9763优先数和优先数系的应用指南

19764优先数和优先数化整值系列的选用指南

27023第三方认证制度中标准符合性的表示方法

27050.1合格评定供方的符合性声明第1部分:通用要求

27050.2合格评定供方的符合性声明第2部分:支持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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