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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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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标准方法验证和非标准方法确认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资质认定能力评价时，标准方法的验证和非标准方法的确

认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的检验检测机构，对其所采用的标准方

法的验证与非标准方法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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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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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 19011 管理体系审核指南 

GB/T 27000 合格评定 词汇和通用原则 

GB/T 27020 合格评定 各类检验机构的运作要求 

GB/T 2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JJF 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RB/T 214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000、GB/T 19011、GB/T 27000、GB/T 27020、GB/T 27025、JJF 1001、RB/T 214 界

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标准方法 standard method 

标准化机构发布的规范和统一对同类样品目标物特性测试的技术方法和操作程序。 

3.2  

非标准方法 non-standard method 

标准方法以外的方法。 

注：非标准方法包括但不限于由国务院行业部门以文件、技术规范等形式发布的方法、知名

的技术组织或有关科学书籍和期刊公布的方法、检验检测机构制定/开发的方法、设备制造商指定

的方法、超出其预定范围使用的标准方法、扩充和修改过的标准方法等。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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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验证 method verification  

检验检测机构通过核查，提供客观有效证据证明满足检验检测方法规定的要求。 

（改自 ISO/IEC 指南 99:2007，2.44） 

3.4  

方法确认 method validation  

检验检测机构通过检查，提供客观有效证据，判定检验检测方法是否满足预定用途或所用领

域的需要。 

注：方法确认应建立方法的性能特性和使用的限制条件，并识别影响方法性能的因素及影响程度，确定方法

所适用的基质，以及方法的正确度和精密度。 

（改自 ISO/IEC 指南 99:2007，2.45） 

4 总则 

4.1 检验检测机构在引入并使用标准方法前，应进行验证，以证明检验检测机构能够正确运用该

方法，并实现所需的方法性能。应定期跟踪标准方法的变更，当标准发布机构修订了标准方法时，

检验检测机构应根据修订的内容重新进行验证。 

4.2 检验检测机构在使用非标准方法前，应进行确认，以确保该方法适用于预期的用途或应用领

域的需要，并确保与客户需求相适应。当修改已确认过的方法时，应评估发生修改的影响。当发

现影响原有的确认结果时，应重新进行方法确认。 

4.3 检验检测机构应在能力维持期内保存方法的验证和方法确认的记录和报告。 

4.4 未通过验证或确认的方法，检验检测机构不得依据其进行检验检测。 

4.5 机构使用信息管理系统（LIMS）[如有]时，应确保该系统满足所有相关要求，包括审核路径、

数据安全和完整性等。机构应对 LIMS 与相关要求的符合性和适宜性进行完整的确认，并保留确

认记录。对 LIMS 的改进和维护应确保可以获得先前产生的记录。 

5 标准方法验证 

5.1 标准方法的验证要求 

5.1.1 检验检测机构在进行方法验证前，应充分识别标准方法的规定要求。 

5.1.2 从事方法验证的人员应为本专业或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具有 3年以上本专业领域检

验检测工作经历，应熟悉和掌握标准方法的原理、操作步骤，必要时,应接受培训。非本专业或相

关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具有 10年以上本专业领域检验检测工作经历。 

5.1.3 检验检测机构配置的用于标准方法检验检测的各类资源应满足或优于标准方法对资源的

规定要求。 

5.1.4 检验检测机构实际检测对象/样品的试验结果应满足标准方法的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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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标准中含有多种方法的，应对本机构选用的方法逐一进行验证。 

5.1.6 当标准方法适用于多种检验检测对象时，应对本机构应用的检验检测对象逐一进行验证。 

5.1.7 当标准中的检验检测方法适用于一类基质或对象时，应选用具有代表性的基质样品进行验

证。 

注：代表性基质样品是指按照样品组分的相似性（如：水、脂肪/油、酸度、糖和叶绿素含量）或生物相似

性（如：组织等）进行归类，选择其中的一个最典型的样品作为该类样品的代表。 

5.2 标准方法验证策划 

5.2.1 标准方法验证的提出 

检验检测机构提出方法验证的时机应包括但不限于： 

a） 检验检测机构引入标准方法时，投入使用前； 

b） 标准方法发布机构修订发布后，投入使用前。 

5.2.2 标准方法验证方案 

5.2.2.1 检验检测机构应授权有能力的人员策划标准方法验证方案，并形成文件。 

5.2.2.2 标准方法验证方案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a) 标准方法规定要求的识别（包括资源配置要求和方法性能要求）； 

b) 标准方法验证的程序； 

c) 标准方法验证的人员要求及其职责 

d) 标准方法验证的时间安排； 

e) 标准方法验证的资源需求。包含但不限于：人力资源要求、仪器设备要求、设施和环境

条件要求、试剂耗材要求、标准方法的代表性基质样品（如需要）、标准方法各方法性能的

验证方法和结果的评价准则。 

5.2.2.3 当标准方法变更时，应对变更前后的方法进行差异分析和比较，并依据方法变化的内容

策划验证方案。 

5.2.2.4 标准方法验证方案经授权人员审核后，由技术负责人批准，并在实施前传达至相关人员。 

5.3 标准方法验证的实施 

5.3.1 标准方法所需资源的验证 

检验检测机构宜采用核查的方式对标准方法所需资源进行验证： 

a) 对执行标准方法所需的人力资源的验证，核查检验检测人员是否具备所需的技能及能力，

必要时，应进行培训； 

b) 对检验检测用仪器设备是否满足标准方法要求进行验证； 

c) 对样品的选择和制备是否满足标准方法要求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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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对设施和环境条件是否满足标准方法要求进行核查； 

e) 对作业指导书、原始记录、报告格式及其内容是否适应标准方法的要求进行验证。 

5.3.2 标准方法性能的验证 

对于标准方法中技术性能的要求，宜采用试验的方式进行验证，应基于风险评估的方法选择

需验证方法的性能参数，验证结果应满足或优于标准方法的规定要求。 

检验检测机构对方法进行试验验证，适用时，应包括以下活动： 

a) 检验检测机构应进行技术参数验证，并核查检验检测机构的能力是否能够达到标准方法

规定的要求； 

b) 对检验检测人员是否能够正确运用标准方法进行验证； 

c) 对检验检测对象的样品制备，包括前处理、存放、处置等各环节是否满足标准方法要求

进行验证； 

d) 用于定性的标准方法的验证技术参数可包括灵敏度、选择性、基质效应、精密度/重复性

/再现性等； 

e) 用于定量的标准方法验证技术参数。 

注：技术参数可包括灵敏度、选择性、基质效应、检出限、定量限、线性范围、测量范围、

精密度/重复性/再现性、正确度等。 

5.4 标准方法验证的记录和报告 

5.4.1检验检测机构应记录和保留标准方法验证过程中的所有原始数据和信息，并确保可以追溯和

结果复现。记录的内容至少应包括如下信息： 

a) 方法名称； 

b) 适用范围； 

c) 被检测样品类型的描述； 

d) 使用的仪器设备，包括技术性能要求； 

e) 所需的标准物质（如需要）； 

f) 要求的环境条件和所需的稳定周期（如需要）； 

g) 方法细则的描述（如需要）； 

h) 验证的技术参数或量和范围； 

i) 不确定度或评定不确定度的方法（如需要）； 

j) 需记录的数据以及结果的分析和表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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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核查的结果。 

5.4.2检验检测机构应根据方法验证中获得的数据和信息，核查结果能否满足标准规定方法的要求，

并形成验证报告，验证报告的结论应明确检验检测机构是否有能力依据标准方法进行检验检测。

验证报告的内容至少包括： 

a） 规定要求的说明； 

b） 方法性能特性的确定； 

c） 试验结果； 

d） 验证结论（应详述是否满足规定要求）； 

e） 审核人和批准人的识别和日期。 

5.4.3方法验证报告应由授权人员进行审核，并报技术负责人批准。 

5.5 标准方法验证的后续活动 

5.5.1若标准方法验证报告的结论是检验检测机构具有能力采用标准方法进行检验检测，则检验检

测机构可根据结论申报开展或继续依据本标准方法进行检验检测。 

5.5.2若标准方法验证报告的结论是检验检测机构不具有能力采用标准方法进行检验检测，则检验

检测机构应查明原因，整改后重新进行验证。 

6 非标准方法确认 

6.1 非标准方法确认的要求 

6.1.1检验检测机构在进行非标准方法确认前，应充分识别非标准方法的预期用途或应用领域需要

的具体要求，并对要求做详细说明。 

6.1.2从事非标准方法确认的人员应具有中级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3年以上本专业领域检验检测

工作经历，应熟悉和掌握被确认方法的原理、操作步骤，必要时应接受培训。非本专业或相关专

业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具有 10年以上本专业领域检验检测工作经历。 

6.1.3非标准方法确认应尽可能全面，应对非标准方法的确认结果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应满足预期

用途或应用领域的需要。 

6.2 非标准方法确认的策划 

6.2.1非标准方法确认的提出 

检验检测机构提出非标准方法确认的时机应包括但不限于： 

a） 首次使用非标准方法前； 

b） 检验检测机构制定/开发的方法、超出其预定使用范围的标准方法和修改过的标准方法使

用前。 

6.2.2非标准方法确认方案 

6.2.2.1 应由技术负责人组织或授权有能力的人员策划非标准方法的确认方案，并形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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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非标准方法的确认方案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a) 非标准方法确认要求的识别（包括资源配置要求和方法性能要求）； 

b) 确认非标准方法确认的程序； 

c) 非标准方法确认的人员要求及其职责。应明确非标准方法确认的实施部门，适用时，可

包括外部检验检测机构或外部人员； 

d) 非标准方法确认的时间安排； 

e) 非标准方法的资源需求。包括但不限于： 

——对执行非标准方法确认所需的人力资源要求。参加非标准方法确认的操作人员应熟

悉和掌握方法的要求、方法原理、操作步骤及流程，必要时应接受培训； 

——非标准方法确认所用仪器设备要求，检验检测机构应配备非标准方法中规定的仪器

设备（包含标准物质/标准样品）、试剂耗材等； 

——非标准方法对设施和环境条件的要求； 

——试剂耗材（包括标准物质/标准样品等）； 

——非标准方法确认所需的对象/样品，包括非标准方法检验检测对象的制备、保存、处

置等要求； 

——非标准方法的记录、报告或证书出具的要求； 

——信息管理系统（LIMS）[如有]。 

6.2.2.3非标准方法的确认方案经技术负责人审核后，须报管理层批准，并在实施前传达至相关人

员。 

6.3 非标准方法确认的实施 

6.3.1非标准方法确认的技术 

检验检测机构可通过以下一种或多种技术的组合进行非标准方法的确认： 

a) 使用参考标准或标准物质评估偏倚和精密度； 

b) 对影响结果的因素做系统性评审； 

c) 通过改变受控参数（如培养箱温度、加样体积等）来检验方法的稳健度； 

d) 与其他已确认的方法进行试验结果比对； 

e) 实验室间比对； 

f) 根据对方法原理的理解和抽样或检测方法的实践经验评定试验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 

6.3.2非标准方法性能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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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检验检测机构应按非标准方法的预期用途或应用领域需要选择需确认的方法性能，并评

价所确认的方法性能，各方法性能的评价结果应满足预期用途或应用领域的需要； 

b) 对定性方法，确认的方法性能可包括灵敏度、选择性、基质效应、精密度/重复性/再现

性等； 

c) 对定量方法，确认的方法性能可包括检出限、定量限、线性范围、测量范围、灵敏度、

选择性、基质效应、精密度/重复性/再现性、正确度等。 

6.4 非标准方法确认的记录和报告 

6.4.1检验检测机构应记录和保留非标准方法确认过程中的所有原始数据数据和信息，并确保可以

追溯和结果复现。记录的内容至少应包括如下信息： 

a） 方法名称； 

b） 适用范围； 

c） 确认所用样品类型的描述； 

d） 使用的仪器设备，包括技术性能要求； 

e） 使用的标准物质（如需要）； 

f） 要求的环境条件和所需的稳定周期（如需要）； 

g） 确认的技术参数或量和范围； 

h） 不确定度或评定不确定度的方法（如需要）； 

i） 需记录的数据以及结果的分析和表达方法； 

j） 确认的结果。 

6.4.2检验检测机构应根据方法确认中获得的数据和信息，评审确认结果能否满足预期用途或应用

领域需要的要求，并形成确认报告。确认报告的结论应明确检验检测机构是否能使用该非标准方

法进行检验检测。确认报告的内容至少包括： 

a） 非标准方法确认的使用程序； 

b） 要求的详细说明； 

c） 方法性能特性的确定； 

d） 试验结果； 

e） 方法有效性声明（应详述与预期用途的适宜性）； 

f） 评审人和批准人的识别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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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非标准方法确认报告应至少经 3名（含 3名）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人员组成的

非标方法评审委员会评审，并形成是否满足预期用途或应用领域需要要求的评审结论，报管理层

批准。 

注：非标方法评审委员会可聘请外部专家组成。 

6.1 非标准方法确认的后续活动 

6.1.1 若非标准方法确认报告的结论是非标准方法适用于作为检验检测的依据，则检验检测机构

在确认后可根据确认结论申报开展或继续依据本非标准方法进行检验检测。 

6.1.2 若非标准方法确认报告的结论是非标准方法不适用作为检验检测的依据，则检验检测机构

应对改进后的非标方法重新进行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