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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 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等同采用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英文版）。  
本标准代替 GB/T 1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与 GB/T 19001—2008 相比，

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采用 ISO/IEC 导则第 1 部分/ISO 补充规定的附件 SL 中给出的高层结构；  
——采用基于风险的思维；  
——更少的规定性要求；  
——对成文信息的要求更加灵活；  
——提高了服务行业的适用性；  
——更加强调组织环境；  
——增强对领导作用的要求；  
——更加注重实现预期的过程结果以增强顾客满意。  
附录 A 给出了相对于 GB/T 19001—2008 的更加详细的变化说明。  
本标准由全国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51）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认证认可协

会、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天津华诚认证中心、中国船级社质量
认证公司、深圳市环通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公司、国培认证培训（北京）中心、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质量体系审核中心、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泰兴龙溢端子有限公司、上海建科工程咨询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天地伟业科技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绿化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造币有限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东方易初标准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田武、康键、张惠才、李强、任青钺、李明、郑元辉、黄学良、
曲辛田、郑燕、梁平、王梅、李平、夏芳、王金德、曹华、邓湘宁、裴洁、林创、周红波、
李夷秋、李辰暄、范叶娟、谢辉、朱江涛、魏向阳、柳叶、董晓红。   

本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10300.2—1988  
——GB/T 19001—1992  
——GB/T 19001—1994  
——GB/T 19001—2000  
——GB/T 1900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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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总则 

采用质量管理体系是组织的一项战略决策，能够帮助其提高整体绩效，为推动可持续发

展奠定良好基础。  

组织根据本标准实施质量管理体系的潜在益处是：  

a） 稳定提供满足顾客要求以及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b） 促成增强顾客满意的机会； 

c） 应对与组织环境和目标相关的风险和机遇； 

d） 证实符合规定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的能力。  

本标准可用于内部和外部各方。  

实施本标准并非需要： 

——统一不同质量管理体系的架构； 

——形成与本标准条款结构相一致的文件； 

——在组织内使用本标准的特定术语。  

本标准规定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是对产品和服务要求的补充。  

本标准采用过程方法，该方法结合了“策划—实施—检查—处置”（PDCA）循环与基于风

险的思维。 

过程方法使组织能够策划过程及其相互作用。  

PDCA 循环使组织能够确保其过程得到充分的资源和管理，确定改进机会并采取行动。  

基于风险的思维使组织能够确定可能导致其过程和质量管理体系偏离策划结果的各种

因素，采取预防控制，最大限度地降低不利影响，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出现的机遇（见附录 

A.. .4）。  

在日益复杂的动态环境中持续满足要求，并针对未来需求和期望采取适当行动，这无疑

是组织面临的一项挑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组织可能会发现，除了纠正和持续改进，还有

必要采取各种形式的改进，如破变性变革、创新和重组。  

在本标准中使用如下助动词：  

“应” 表示要求；  

“宜” 表示建议；  

“可” 表示允许；  

“能” 表示可能或能够。 

“注” 的内容是理解和说明有关要求的指南。 

0.2 质量管理原则 

本标准是在 GB/T 19000 所阐述的质量管理原则基础上制定的。每项原则的介绍均包

含概述、该原则对组织的重要性的依据，应用该原则的主要益处示例以及应用该原则提高组

织绩效的典型措施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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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原则包括： 

——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领导作用； 

——全员参与； 

——过程方法； 

——改进； 

——循证决策； 

——关系管理。 

0.3 过程方法 

0.3.1 总则  

本标准倡导在建立、实施质量管理体系以及提高其有效性时采用过程方法，通过满足顾

客要求增强顾客满意。采用过程方法所需考虑的具体要求见 4 .4。  

将相互关联的过程作为一个体系加以理解和管理，有助于组织有效和高效地实现其预期

结果。这种方法使组织能够对其体系的过程之间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关系进行有效控制，

以提高组织整体绩效。  

过程方法包括按照组织的质量方针和战略方向，对各过程及其相互作用进行系统的规定

和管理，从而实现预期结果。可通过采用 PDCA 循环（见 0.3.2）以及始终基于风险的思维

（见 0.3.3）对过程和整个体系进行管理，旨在有效利用机遇并防止发生不良结果。  

在质量管理体系中应用过程方法能够：  

a） 理解并持续满足要求； 

b） 从增值的角度考虑过程； 

c） 获得有效的过程绩效； 

d） 在评价数据和信息的基础上改进过程。 

单一过程各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如图 1 所示。每一过程均有特定的监视和和测量检查点，

以用于控制，这些检查点根据相关的风险有所不同。   

 
 
 

 
 
 
 
 
 
 
 
 

 

起点 终点 

活动 输入源 输入 输出 输出接收方 

前序过程 
例如内部或外部

供方、顾客或其

他有关相关方的

过程 

后序过程 
例如内部或外部

顾客或其他有关

相关方的过程 

物质 

能量 

信息 
例如以材料、资

源或要求的形式

存在 

物质 

能量 

信息 
例如以产品、服

务或决策的形式

存在 

用于监视和测量绩
效的可能控制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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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单一过程要素示意图 
0.3.2  PDCA 循环 

PDCA 循环能够应用于所有过程以及整个质量管理体系。图 2 表明了本标准第 4 章至
第 10 章是如何构成 PDCA 循环的。  
 
 
 
 
 
 
 
 
 
 
 
 
 
 
 
 
 
 
 
 
 
注：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本标准的相应章节。  

图 2：本标准的结构在 PDCA 循环中的展示 
PDCA 循环可以简要描述如下： 
——策划（Plan）：根据顾客的要求和组织的方针，建立体系的目标及其过程、确定实现

结果所需的资源,并识别和应对风险和机遇  
——实施（Do）：执行所做的策划；   
——检查（Check）：根据方针、目标、要求和所策划的活动，对过程以及形成产品和服

务进行监视和测量（适用时），并报告结果；  
——处置（Act）：必要时，采取措施提高绩效。  

0.3.3   基于风险的思维 
基于风险的思维（见附录 A.4）是实现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的基础。本标准以前的版本

已经隐含基于风险思维的概念，例如：采取预防措施消除潜在的不合格，对发生的不合格进
行分析，并采取与不合格的影响相适当措施，防止其再次发生。  

为了满足本标准的要求,组织需策划和实施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应对风险和机遇，
为提高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获得改进结果以及防止不利影响奠定基础。  

某些有利于实现预期结果的情况可能导致机遇的出现，例如：有利于组织吸引顾客、开
发新产品和服务、减少浪费或提高生产率的一系列情形。利用机遇所采取的实施也可能包括
考虑相关风险。风险是不确定性的影响, 不确定性可能有正面的影响，也可能有负面的影响。
风险的正面影响可能提供机遇，但并非所有的正面影响均可提供机遇。  

领导作

用（5） 

策划

（6） 

绩效评

价（9） 

支持（7）

运行（8） 

改 进

（10） 

  

 

 

 

 

（10

质量管理体系（4） 

策划 实施 

处置 检查 

相关方需求

和期望（4） 

顾客要求 

组织及其环境 

（4） 

顾客满意 

产品和服务 

质量管理

体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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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与其他管理体系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采用 ISO 制定的管理体系标准框架，以提高与其他管理体系标准的协调一致性

（见附录 A..1）。  
本标准使组织能够使用过程方法，并结合 PDCA 循环和基于风险的思维，将其质量管

理体系与其他管理体系标准要求进行协调或整合。  
本标准与 GB/T 19000 和 GB/T 19004 存在如下关系：  
——GB/T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为正确理解和实施本标准提供必要基础；  
——GB/T 19004 《追求组织的持续成功 质量管理方法》为选择超出本标准要求的组织

提供指南。  
附录 B 给出了 SAC/TC 151 制定的其他质量管理和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等同采用 

ISO/TC 176 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技术委员会制定的国际标准）的详细信息。  
本标准不包括针对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或财务管理等其他管理体系的特定要

求。  
在本标准的基础上，已经制定了若干行业特定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其中的某些标

准规定了质量管理体系的附加要求，而另一些标准则仅限于提供在特定行业应用本标准的指
南。   

本标准的章节内容与之前版本（GB/T 19001-2008/ISO 9001:2008）章节内容之间的对
应关系见 ISO/TC176/SC2（国际标准化组织/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技术委员会/质量体系分委
员会）的公开网站： www.iso.org/tc176/sc02/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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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为下列组织规定了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a）需要证实其具有稳定提供满足顾客要求及适用法律法规要求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b）通过体系的有效应用，包括体系改进的过程，以及保证符合顾客要求和适用的法律

法规要求，旨在增强顾客满意。  
本标准规定的所有要求是通用的，旨在适用于各种类型、不同规模和提供不同产品和服

务的组织。   
注 1：在本标准中，术语“产品”或“服务”仅适用于预期提供给顾客或顾客所要求的产品

和服务； 
注 2：法律法规要求可称作为法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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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000-2016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ISO9000:2015 ,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000-2016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组织环境 

4.1 理解组织及其环境 

组织应确定与其宗旨和战略方向相关并影响其实现质量管理体系预期结果的能力的各
种外部和内部因素。  

组织应对这些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关信息进行监视和评审。  
注 1：这些因素可以包括需要考虑的正面和负面要素或条件。  
注 2：考虑来自于国际、国内、地区和当地的各种法律法规、技术、竞争、市场、文化、

社会和经济因素，有助于理解外部环境。  
注 3：考虑组织的价值观、文化、知识和绩效等相关因素，有助于理解内部环境。  

4.2 理解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 

由于相关方对组织稳定提供符合顾客要求及适用法律法规要求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具
有影响或潜在影响，因此，组织应确定：  

a）与质量管理体系有关的相关方；  
b）与质量管理体系有关的相关方的要求。  
组织应监视和评审这些相关方的信息及其相关要求  

4.3 确定质量管理体系的范围  

组织应明确质量管理体系的边界和适用性，以确定其范围。  
在确定范围时，组织应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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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1 中提及的各种外部和内部因素 
b） 4.2 中提及的相关方的要求 
c） 组织的产品和服务。 
如果本标准的全部要求适用于组织确定的质量管理体系范围，组织应实施本标准的全部

要求。  
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范围应作为成文信息，可获得并得到保持。该范围应描述所覆盖的

产品和服务类型，如果组织确定本标准的某些要求不适用于其质量管理体系范围，应说明理
由。   

只有所确定的不适用的要求不影响组织确保其产品和服务合格的能力或责任，对增强顾
客满意也不会产生影响，方可声称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4.4 质量管理体系及其过程 

4.1.1 组织应按照本标准的要求，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包括所需过
程及其相互作用。  

组织应确定质量管理体系所需的过程及其在整个组织中的应用，且应：  
a）确定这些过程所需的输入和期望的输出； 
b）确定这些过程的顺序和相互作用；  
c）确定和应用所需的准则和方法（包括监视、测量和相关绩效指标），以确保这些过程

的有效运行和控制；  
d）确定这些过程所需的资源并确保可获得；  
e) 分配这些过程的职责和权限 
f）按照 6.1 的要求应对风险和机遇；  
g）评价这些过程，实施所需的变更，以确保实现这些过程的预期结果；  
h）改进过程和质量管理体系。 

4.4.2 在必要的范围和程度上，组织应：  
a）保持成文信息以支持过程运行  
b）保留成文信息以确信其过程按策划进行。 

5 领导作用 

5.1 领导作用和承诺 

5.1.1 总则 
最高管理者应通过以下方面，证实其对质量管理体系的领导作用和承诺：  
a）对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负责；  
b）确保制定质量管理体系的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并与组织环境相适应，与战略方向相

一致；  
c）确保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融入组织的业务过程； 
d）促进使用过程方法和基于风险的思维；  
e）确保质量管理体系所需的资源是可获得的；  
f）沟通有效的质量管理和符合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的重要性；  
g）确保质量管理体系实现预期结果；  
h）促使人员积极参与、指导和支持他们为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作出贡献；  
i）推动改进； 
j）支持其他相关管理者在其职责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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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标准使用的“业务”一词可广义地理解为涉及组织存在目的的核心活动，无论是公
营、私营、营利或非营利组织。  
5.1.2 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最高管理者应通过确保以下方面，证实其以顾客为关注焦点的领导作用和承诺：  
a）确定、理解并持续地满足顾客要求以及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  
b）确定和应对风险和机遇，这些风险和机遇可能影响产品和服务合格以及增强顾客满

意能力；  
c）始终致力于增强顾客满意。 

5.2 方针 

5.2.1 制定质量方针  
最高管理者应制定、实施和保持质量方针,质量方针应：  
a）适应组织的宗旨和环境并支持其战略方向；  
b）为建立质量目标提供框架；  
c）包括满足适用要求的承诺；  
d）包括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的承诺。 

5.2.2 沟通质量方针 
质量方针应：  
a）可获取并保持成文信息 
b）在组织内得到沟通、理解和应用；  
c）适宜时，可为有关相关方所获取。 

5.3 组织内的角色、职责和权限  
最高管理者应确保组织内相关角色的职责、权限得到分配、沟通和理解。  
最高管理者应分配职责和权限，以：   
a）确保质量管理体系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b）确保各过程获得其预期输出； 
c）报告质量管理体系的绩效及其改进机会（见 10.1），特别是向最高管理者报告；  
d）确保在整个组织推动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e）确保在策划和实施质量管理体系变更时保持其完整性。 

6 策划 

6.1 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 

6.1.1 在策划质量管理体系时，组织应考虑到 4.1 所提及的因素和 4.2 所提及的要求，并确
定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机遇，以：  

a）确保质量管理体系能够实现其预期结果；  
b）增强有利影响；  
c）预防或减少不利影响； 
d）实现改进。 

6.1.2 组织应策划：  
a）应对这些风险和机遇的措施；  
b）如何： 

1）在质量管理体系过程中整合并实施这些措施（见 4.4）；  
2）评价这些措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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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措施应与风险和机遇对产品和服务符合性的潜在影响相适应。  
注 1：通过信息充分的决策，应对风险可选择规避风险，为寻求机遇承担风险，消除风

险源，改变风险的可能性和后果，分担风险，或保留风险。  
注 2：机遇可能导致采用新实践，推出新产品，开辟新市场，赢得新客户，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利用新技术和其他可行之处，以应对组织或其顾客的需求。  

6.2 质量目标及其实现的策划 

6.2.1 组织应对相关职能、层次和质量管理体系所需的过程设定质量目标。  
质量目标应：  
a）与质量方针保持一致；  
b）可测量；  
c）考虑适用的要求； 
d）与产品和服务合格以及增强顾客满意相关；  
e）予以监视； 
f）予以沟通；  
g）适时更新。 
组织应保持有关质量目标的成文信息。  

6.2.2 策划如何实现质量目标时，组织应确定：  
a）要做什么； 
b）需要什么资源；  
c）由谁负责；  
d）何时完成；  
e）如何评价结果。 

6.3 变更的策划  

当组织确定需要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变更时，变更应按所策划的方式实施（见 4.4）。  
组织应考虑到：  
a）变更目的及其潜在后果；  
b）质量管理体系的完整性；  
c）资源的可获得性；  
d）责任和权限的分配或再分配。 

7 支持 

7.1 资源 

7.1.1 总则 
组织应确定并提供所需的资源，以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  
组织应考虑：  
a) 现有内部资源的能力和局限； 
b) 需要从外部供方获得的资源。 

7.1.2 人员 
组织应确定并提供所需要的人员，以有效实施质量管理体系，并运行和控制其过程。 

7.1.3 基础设施  
组织应确定、提供和维护所需的基础设施，以运行过程，并获得合格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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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础设施可包括：  
a）建筑物和相关设施； 
b）设备，包括硬件和软件；  
c）运输资源； 
d）信息和通迅技术。 

7.1.4 过程运行环境  
组织应确定、提供并维护所需的环境，以运行过程，并获得合格产品和服务。  
注：适当的过程运行环境可能是人文因素与物理因素的结合，例如：   
a）社会因素（如无歧视、和谐稳定、无对抗）； 
b）心理因素（减压、预防过度疲劳、保证情绪稳定）； 
c）物理因素（如温度、热量、湿度、照明、空气流通、卫生、噪声等）。  
由于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同，这些因素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7.1.5 监视和测量资源 
7.1.5.1 总则 

当利用监视或测量来验证产品和服务符合要求时，组织应确定并提供所需的资源，以确
保结果有效和可靠。  

组织应确保所提供的资源：  
a）适合所开展的监视和测量活动的特定类型 
b）得到维护，以确保持续适合其用途。  
组织应保留适当的成文信息，作为监视和测量资源适合其用途的证据。  

7.1.5.2 测量溯源 
当要求测量溯源时，或组织认为测量溯源是信任测量结果有效的基础时，测量设备应：  
a)  对照能溯源到国际或国家标准的测量标准，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或在使用前进行校

准和（或）检定，当不存在上述标准时，应保留作为校准或验证依据的成文信息；  
b）予以标识，以确定其状态；  
c） 予以保护，防止由于调整、损坏或衰减所导致的校准状态和随后的测量结果的失效。  
当发现测量设备不符合预期用途时，组织应确定以往测量结果的有效性是否受到不利影

响，必要时应采取适当的措施。  
7.1.6 组织的知识  

组织应确定必要的知识，以运行过程，并获得合格产品和服务。  
这些知识应予以保持，并能在所需的范围内得到。  
为应对不断变化的需求和发展趋势，组织应审视现有的知识，确定如何获取或接触更多

必要的知识和知识更新。  
注 1：组织的知识是组织特有的知识，通常从其经验中获得，是以实现组织目标所使用

和共享的信息。  
注 2：组织的知识可以基于：  
a）内部来源（例知识产权；从经验获得的知识；从失败和成功项目吸取的经验教训；

获取和分享未成文的知识和经验，过程、产品和服务的改进结果）；  
b）外部来源（例如标准；学术交流；专业会议，从顾客或外部供方收集的知识）。 

7.2 能力 

组织应：  
a）确定其控制下工作的人员所需具备的能力，这些人员从事的工作影响质量管理体系

绩效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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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基于适当的教育、培训或经验，确保这些人员是胜任的；  
c）适用时，采取措施以获得所需的能力，并评价措施的有效性；  
d）保留适当的成文信息，作为人员能力的证据。  
注：适当措施可包括对在职人员进行培训、辅导或重新分配工作，或者聘用、外包胜任

的人员。  

7.3 意识 

组织应确保在其控制下工作人员知晓：  
a）质量方针； 
b）相关的质量目标；  
c）他们对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的贡献，包括改进质量绩效的益处；  
d）不符合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的后果。 

7.4 沟通 

组织应确定与质量管理体系相关的内部和外部沟通，包括：  
a）沟通什么； 
b）何时沟通；  
c）与谁沟通；  
d）如何沟通；  
e）由谁沟通。 

7.5 成文信息 

7.5.1 总则 
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应包括：  
a) 本标准要求的成文信息； 
b) 组织确定的为确保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所需的成文信息； 
注：对于不同组织，质量管理体系成文信息的多少与详略程度可以不同，取决于：  
——组织的规模，以及活动、过程、产品和服务的类型；  
——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复杂程序；  
——人员的能力。  

7.5.2 创建和更新 
在创建和更新成文信息时，组织应确保适当的：  
a）标识和说明（如：标题、日期、作者、索引编号）；  
b) 形式（如语言、软件版本、图表）和载体（如纸质的、电子的）； 
c) 评审和批准，以确保适宜性和充分性。 

7.5.3 成文信息的控制 
7.5.3.1 应控制质量管理体系和本标准所要求的成文信息，以确保  

a）在需求的场合和时机，均可获得并适用；  
b）予以妥善保护（如防止泄密、不当使用或缺失）。  

7.5.3.2 为控制成文信息，适用时，组织应进行下列活动：  
a）分发、访问、检索和使用；  
b）存储和防护，包括保持可读性；  
c）变更控制（如版本控制）；  
d）保留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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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组织确定的策划和运行质量管理体系所必需的来自外部的成文信息，组织应进行适
当识别，并予以控制。  

对所保留的、作为符合性证据的成文信息应予以保护，防止非预期的更改。  
注：对成为信息的“访问”可能意味着仅允许查阅，或者意味着允许查阅并授权修改。 

8 运行 

8.1 运行策划和控制 

为满足产品和服务提供的要求，并实施第 6 章所确定的措施，组织应通过以下措施对所
需的过程（见 4.4）进行策划、实施和控制：  

a）确定产品和服务的要求；  
b）建立下列内容的准则：  

1）过程； 
2）产品和服务的接收。  

c）确定所需的资源以使产品和服务符合要求  
d）按照准则实施过程控制；  
e）在必要的范围和程度上，确定并保持、保留成文信息，以：  

1）确信过程已经按策划进行； 
2）证明产品和服务符合要求。 

策划的输出应适于组织的运行。  
组织应控制策划的变更，评审非预期变更的后果，必要时，采取措施减轻不利影响。  
组织应确保外包过程受控（见 8.4）。 

8.2 产品和服务的要求 

8.2.1 顾客沟通 
与顾客沟通的内容应包括：  
a）提供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信息；  
b）处理问询、合同或订单，包括更改；  
c）获取有关产品和服务的顾客反馈，包括顾客投诉； 
d）处置或控制顾客财产；  
e）关系重大时，制定应急措施的特定要求。 

8.2.2 与产品和服务要求的确定 
在确定向顾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要求时，组织应确保：  
a) 产品和服务的要求得到规定，包括： 

1）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 
2）组织认为的必要要求。  

b）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所声明的要求。 
8.2.3 产品和服务要求的评审 
8.2.3.1 组织应确保有能力向顾客提供满足要求的产品和服务。在承诺向顾客提供产品和服
务之前，组织应对如下各项要求进行评审：  

a）顾客规定的要求，包括对交付及交付后活动的要求；  
b）顾客虽然没有明示，但规定的用途或已知的预期用途所必需的要求；  
c）组织规定的要求； 
d）适用于产品和服务的法律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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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与以前表述不一致的合同或订单要求。  
组织应确保与以前规定不一致的合同或订单要求已得到解决  
若顾客没有提供成文的要求，组织在接受顾客要求前应对顾客要求进行确认。  
注：在某些情况下，如网上销售，对每一个订单进行正式的评审可能是不实际的，作为

替代方法，可评审有关的产品信息，如产品目录。  
8.2.3.2 适用时，组织应保留与下列方面有关的成文信息：  

a）评审结果； 
b）产品和服务的新要求。 

8.2.4 产品和服务要求的更改 
若产品和服务要求发生更改，组织应确保相关的成文信息得到修改，并确保相关人员知

道已更改的要求。  

8.3 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和开发 

8.3.1 总则 
组织应建立、实施和保持适当的设计和开发过程，以确保后续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  

8.3.2 设计和开发策划  
在确定设计和开发的各个阶段和控制时，组织应考虑：  
a）设计和开发活动的性质、持续时间和复杂程度；  
b）所需的过程阶段，包括适用的设计和开发评审；  
c）所需的设计和开发验证及确认活动；  
d）设计和开发过程涉及的职责和权限；  
e）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和开发所需的内部和外部资源：  
f）设计和开发过程参与人员之间接口的控制需求； 
g）顾客和使用者参与设计和开发过程的需求；  
h）对后续产品和服务提供的要求；  
i）顾客和其他相关方期望的设计和开发过程的控制水平；  
j）证实已经满足设计和开发要求所需的成文信息。 

8.3.3 设计和开发输入 
组织应针对所设计和开发的具体类型的产品和服务，确定必需的要求。要求应考虑：  
a）功能和性能要求； 
b）来源于以前类似设计和开发活动的信息；  
c）法律法规要求；  
d）组织承诺实施的标准或行业规范；  
e）由产品和服务性质所导致的潜在失效后果。 
针对设计和开发的目的，输入应是充分和适宜的，且应完整、清楚。  
相互矛盾的设计和开发输入应得到解决。。  
组织应保留有关设计和开发输入的成文信息。  

8.3.4 设计和开发控制 
组织应对设计和开发过程进行控制，以确保：  
a）规定拟获得的结果；  
b）实施评审活动，以评价设计和开发的结果满足要求的能力；  
c）实施验证活动，以确保设计和开发输出满足输入的要求； 
d）实施确认活动，以确保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规定的使用要求或预期用途；  
e）针对评审、验证和确认过程中确定的问题采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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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保留这些活动的成文信息。 
注：设计和开发的评审、验证和确认具有不同目的。根据组织的产品和服务的具体情况，

可单独或以任意组合的方式进行。  
8.3.5 设计和开发输出  

组织应确保设计和开发输出：  
a）满足输入的要求；  
b）满足后续产品和服务提供过程的需要； 
c）包括或引用监视和测量的要求，适当时，包括接收准则；  
d）规定产品和服务特性，这些特性对于预期目的、安全和正常提供是必需的。 
组织应保留有关设计和开发输出的成文信息  

8.3.6 设计和开发更改 
组织应对产品和服务设计和开发期间以及后续所做的更改进行适当的识别、评审和控制，

以确保这些更改对满足要求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组织应保留下列方面的成文信息：  
a）设计和开发更改；  
b）评审的结果； 
c）更改的授权；  
d）为防止不利影响而采取的措施。 

8.4 外部提供过程、产品和服务的控制 

8.4.1 总则 
组织应确保外部提供的过程、产品和服务符合要求。  
在下列情况下，组织应确定对外部提供的过程、产品和服务实施的控制：  
a) 外部供方的产品和服务将构成组织自身的产品和服务的一部分； 
b) 外部供方代表组织直接将产品和服务提供给顾客； 
c) 组织决定由外部供方提供过程或部分过程。  
组织应基于外部供方按照要求提供过程、产品或服务的能力，确定并实施外部供方的评

价、选择、绩效监视以及再评价的准则。对于这些活动和由评价引发的任何必要的措施，组
织应保留成文信息。  
8.4.2 控制类型和程度 

组织应确保外部提供的过程、产品和服务不会对组织稳定地向顾客交付合格产品和服务
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组织应：  
a)确保外部提供的过程保持在其质量管理体系的控制之中；  
b）规定对外部供方的控制及其输出结果的控制；  
c）考虑： 

1）外部提供的过程、产品和服务对组织稳定地满足顾客要求和适用的法律法规要
求的能力的潜在影响；  

2）外部供方实施控制的有效性；  
d）确定必要的验证或其他活动，以确保外部提供的过程、产品和服务满足要求。 

8.4.3 提供给外部供方的信息  
组织应确保在与外部供方沟通之前所确定的要求是充分和适宜的。  
组织应与外部供方沟通以下要求：  
a) 需提供的过程、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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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下列内容的批准： 
1）产品和服务； 
2）方法、过程和设备； 
3）产品和服务的放行； 

c) 能力，包括所要求的人员资格；  
d）外部供方与组织的互动；  
e）组织使用的对外部供方绩效的控制和监视；  
f）组织或其顾客拟在外部供方现场实施的验证或确认活动。 

8.5 生产和服务提供 

8.5.1 生产和服务提供的控制 
组织应在受控条件下进行生产和服务提供。  
适用时，受控条件应包括：  
a）可获得成文信息，以规定以下内容： 

1）拟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或进行的活动的特征； 
2）拟获得的结果。 

b）可获得和使用适宜的监视和测量资源；  
c）在适当阶段实施监视和测量活动，以验证是否符合过程或输出的控制准则以及产品

和服务的接收准则；  
d）为过程的运行使用适宜的基础设施，并保持适宜的环境；  
e）配备胜任的人员，包括所要求的资格；  
f）若输出结果不能由后续的监视或测量加以验证，应对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实现策划

结果的能力进行确认，并定期再确认；  
g）采取措施防止人为错误； 
h）实施放行、交付和交付后活动。 

8.5.2 标识和可追溯性 
需要时，组织应采用适当的方法识别输出，以确保产品和服务合格。  
组织应在生产和服务提供的整个过程中按照监视和测量要求识别输出状态。  
当有可溯要求时，组织应控制输出的唯一性标识，并应保所需的成文信息以实现可追溯。  

8.5.3 顾客或外部供方的财产 
组织应爱护在组织控制下或组织使用的顾客或外部供方的财产。  
对组织使用的或构成产品和服务一部分的顾客和外部供方财产，组织应予以识别、验证、

保护和防护。  
若顾客或外部供方的财产发生丢失、损坏或发现不适用情况，组织应向顾客或外部供方

报告，并保留所发生情况的成文信息。  
注：顾客或外部供方的财产可能包括材料、零部件、工具和设备，顾客的场所，知识产

权和个人资料。  
8.5.4 防护 

组织应在生产和服务提供期间对输出进行必要的防护，以确保符合要求。  
注：防护可包括标识、处置、污染控制、包装、储存、传输或运输以及保护。  

8.5.5 交付后的活动  
组织应满足与产品和服务相关的交付后活动的要求。  
在确定所要求的交付后活动的覆盖范围和程度时，组织应考虑：  
a）法律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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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与产品和服务相关的潜在不良的后果；  
c）产品和服务的性质、使用和预期寿命；  
d）顾客要求； 
e）顾客反馈。 
注：交付后活动可包括保证条款所规定的措施、合同义务（如维护服务等）、附加服务

（如回收或最终处置等）。  
8.5.6 更改控制 

组织应对生产或服务提供的更改进行必要的评审和控制，以确保持续地符合要求。  
组织应保留成文信息，包括有关更改评审的结果、授权进行更改的人员以及根据评审所

采取的必要措施。  

8.6 产品和服务的放行 

组织应在适当阶段实施策划的安排，以验证产品和服务的要求已得到满足。  
除非得到有关授权人员的批准，适用时得到顾客的批准，否则在策划的安排已圆满完成

之前，不应向顾客放行产品和交付服务。  
组织应保留有关产品和服务放行的成文信息。成文信息应包括：  
a）符合接收准则的证据； 
b）可追溯到授权放行人员的信息。 

8.7 不合格输出的控制 

8.7.1 组织应确保对不符合要求的输出进行识别和控制，以防止非预期的使用或交付。  
组织应根据不合格的性质及其对产品和服务符合性的影响采取适当措施。这也适用于在

产品交付之后，以及在服务提供期间或之后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和服务。  
组织应通过下列一种或几种途径处置不合格输出：  
a）纠正；  
b）隔离、限制、退货或暂停对产品和服务的提供；  
c）告知顾客； 
d）获得让步接收的授权。  
对不合格输出进行纠正之后应验证其是否符合要求。  
8.7.2 组织应保留下列成文信息  
a）描述不合格；  
b）描述所采取的措施； 
c）描述获得的让步；  
d）识别处置不合格的授权。 

9 绩效评价 

9.1 监视、测量、分析和评价 

9.1.1 总则 
组织应确定：  
a）需要监视和测量什么； 
b）需要用什么方法进行监视、测量、分析和评价，以确保结果有效；  
c）何时实施监视和测量； 
d）何时对监视和测量的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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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应评价质量管理体系的绩效和有效性。  
组织应保留适当的成文信息，以作为结果的证据。  

9.1.2 顾客满意 
组织应监视顾客对其需求和期望已得到满足的程度的感受。组织应确定获取、监视和评

审该信息的方法。  
注：监视顾客感受的例子可包括顾客调查、顾客对交付产品或服务的反馈、顾客座谈、

市场占有率分析、顾客赞扬、担保索赔和经销商报告。  
9.1.3 分析与评价  

组织应分析和评价通过监视和测量获得的适当的数据和信息。  
应利用分析结果评价：  
a）产品和服务的符合性；  
b）顾客满意程度；  
c）质量管理体系的绩效和有效性；  
d）策划是否得到有效实施；  
e）应对风险和机遇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  
f）外部供方的绩效；  
g）质量管理体系改进的需求。  
注：数据分析方法可包括统计技术。  

9.2 内部审核 

组织应按照策划的时间间隔进行内部审核，以提供有关质量管理体系的下列信息：  
a）是否符合： 

1）组织自身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2）本标准的要求。 

b）是否得到有效的实施和保持。 
9.2.2 组织应：  

a） 依据有关过程的重要性、对组织产生影响的变化和以往的审核结果，策划、制定、
实施和保持审核方案，审核方案包括频次、方法、职责、策划要求和报告；  

b）规定每次审核的审核准则和范围；  
c）选择审核员并实施审核，以确保审核过程客观公正；  
d）确保将审核结果报告给相关管理者；  
e）及时采取适当的纠正和纠正措施；  
f）保留成文信息，作为实施审核方案以及审核结果的证据。  
注：相关指南参见 GB/T 19011。 

9.3 管理评审 

9.3.1 总则 
最高管理者应按照策划的时间间隔对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行评审，以确保其持续的适

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并与组织的战略方向一致。  
9.3.2 管理评审输入 

策划和实施管理评审时应考虑下列内容：  
a）以往管理评审所采取措施的情况；  
b）与质量管理体系相关的内外部因素的变化；  
c）下列有关质量管理体系绩效和有效性的信息，包括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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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顾客满意和有关相关方的反馈； 
2）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3）过程绩效以及产品和服务的合格情况； 
4）不合格及纠正措施； 
5）监视和测量结果； 
6）审核结果； 
7）外部供方的绩效。  

d）资源的充分性； 
e）应对风险和机遇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见 6.1）； 
f）改进的机会。 

9.3.3 管理评审输出  
管理评审的输出应包括与下列事项相关的决定和措施：  
a）改进的机会； 
b）质量管理体系所需的变更；  
c）资源需求。 
组织应保留成文信息，作为管理评审结果的证据。  

10 改进 

10.1 总则 

组织应确定和选择改进机会，并采取必要措施，以满足顾客要求和增强顾客满意。 
这应包括：  
a）改进产品和服务，以满足要求并应对未来的需求和期望；  
b）纠正、预防或减少不利影响；  
c）改进质量管理体系的绩效和有效性。  
注：改进的例子可包括纠正、纠正措施、持续改进、突破性变革、创新和重组。  

10.2 不合格和纠正措施 

10.2.1 当出现不合格时，包括来自投诉的不合格，组织应：  
a）对不合格做出应对，并在适用时：  

1）采取措施以控制和纠正不合格； 
2）处置后果。  

b）通过下列活动，评价是否需要采取措施，以消除产生不合格的原因，避免其再次发
生或者在其他场合发生：  

1）评审和分析不合格； 
2）确定不合格的原因； 
3）确定是否存在或可能发生类似的不合格。 

c）实施所需的措施；  
d）评审所采取的纠正措施的有效性；  
e）需要时，更新策划期间确定的风险和机遇；  
f）需要时，变更质量管理体系。 
纠正措施应与不合格所产生的影响相适应。  

10.2.2 组织应保留成文信息，作为下列事项的证据：  
a）不合格的性质以及随后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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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纠正措施的结果。 

10.3 持续改进 

组织应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  
组织应考虑分析和评价的结果以及管理评审输出，以确定是否存在需求和机遇，这些需

求或机遇应作为持续改进的一部分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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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资料性附录）  

新结构、术语和概念说明 

A.1 结构和术语 

为了更好地与其他管理体系标准保持一致，与此前的版本（GB/T 19001—2008）相比，
本版标准的章节结构（即章节顺序）和某些术语发生了变更。  

本标准未要求在组织质量管理体系的成文信息中应用本标准的结构和术语。  
本标准的结构旨在对相关要求进行连贯表述，而不是作为组织的方针、目标和过程的文

件结构范例。若涉及组织运行的过程以及出于其他目的而保持信息，则质量管理体系成文信
息的结构和内容通常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者的需要。  

无需在规定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时以本标准中使用的术语代替组织使用的术语。组织可以
选择使用适合其运行的术语，（例如：可使用“记录”、“文件”或“协议”，而不是“成文信息”；
或者使用“供应商”、“伙伴”或“卖方”，而不是“外部供方”）。本标准与此前版本之间的主要术
语差异如表 A.1 所示。  

表 A.1—ISO 9001：2008 和 ISO 9001：2015 之间的主要术语差异 
GB/T 19001—2008  GB/T 19001—2015  

产品  产品和服务  

删减  未使用（见 A .5 对适用性的说明）  

管理者代表  
未使用（赋予类似的职责和权限，

但不要求委任一名管理者代表）  

文件、质量手册、程序文件、记录  成文信息  

工作环境  过程运行环境  

监视和测量设备  监视和测量资源  

采购产品  外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供方  外部供方  

 

A.2 产品和服务 

GB/T 19001—2008 使用的术语“产品”包括所有的输出类别。本版标准则使用“产品和服
务”。“产品和服务”包括所有的输出类别（硬件、服务、软件和流程性材料）。  

特别包含“服务”旨在强调在某些要求的应用方面，产品和服务之间存在的差异。服务的
特征表明至少有一部分输出，是在与顾客接触面上实现的。这意味着在提供服务之前不一定
能够确认其是否符合要求。  

在大多数情况下，“产品和服务”一起使用。由组织向顾客提供的或外部供方提供的大多
数输出包括产品和服务两方面。例如：有形或无形产品可能涉及相关的服务，而服务也可能
涉及相关的有形或无形产品。  

A.3 理解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 

4.2 规定的要求包括了组织确定与质量管理体系有关的相关方，并确定来自这些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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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然而，4.2 并不意味着因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的扩展而超出了本标准的范围。正如范
围中所述，本标准适用于需要证实其有能力稳定地提供满足顾客要求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的产品和服务，并致力于增强顾客满意的组织。  

本标准未要求组织考虑其确定的与其质量管理体系无关的相关方。有关相关方的某个特
定要求是否与其质量管理体系相关，需要由组织自行判断。  

A.4 基于风险的思维 

本标准以前的版本中已经隐含基于风险的思维的概念，如：有关策划、评审和改进的要
求。本标准要求组织理解其组织环境（见 4.1），并以确定风险作为策划的基础（见 6.1）。这
意味着将基于风险的思维应用于策划和实施质量管理体系过程（见 4.4），并助于确定成文
信息的范围和程度。  

质量管理体系的主要用途之一是作为预防工具。因此，本标准并未就“预防措施”安排单
独条款或子条款，预防措施概念是通过在质量管理体系要求中融入基于风险的思维来表达
的。  

由于在本标准中使用基于风险的思维，因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规定性要求，并以基于绩
效的要求替代。在过程、成文信息和组织职责方面的要求比 GB/T 19001—2008 具有更大的
灵活性。  

虽然 6.1 规定组织应策划应对风险的措施，但并未要求运用正式的风险管理方法或将
风险管理过程形成文件。组织可以决定是否采用超出本标准要求的更多风险管理方法，如：
通过应用其他指南或标准。  

在组织实现其预期目标的能力方面，并非质量管理体系的全部过程表现出相同的风险等
级，并且不确定性影响对于各组织不尽相同。根据 6.1 的要求，组织有责任应用基于风险的
思维，并采取应对风险的措施，包括是否保留成文信息，以作为其确定风险的证据。  

A.5 适用性 

本标准在其要求对组织质量管理体系的适用性方面不使用“删减”一词。然而，组织可根
据其规模和复杂程度、所采用的管理模式、活动领域以及所面临风险和机遇的性质，对相关
要求的适用性进行评审。  

在 4.3 中有关适用性方面的要求，规定了在什么条件下，组织能确定某项要求不适用
于其质量管理体系范围内的过程。只有不实施某项要求不会对提供合格的产品和服务造成不
利影响，组织才能决定该要求不适用。  

A.6 成文信息 

作为与其他管理体系标准相一致的共同内容，本标准有“成文信息”的条款，内容未做显
著变更或增加（见 7.5）。本标准的文本尽可能与其要求相适应。因此，“成文信息”适用于所
有的文件要求。  

在 GB/T 19001—2008 中使用的特定术语如“文件”、“形成文件的程序”、“质量手册”或
“质量计划”等，在本版标准中表述的要求为“保持成文信息”。  

在 GB/T 19001—2008 中使用“记录”这一术语表示提供符合要求的证据所需要的文件，
现在表述的要求为“保留成文信息”。组织有责任确定需要保留的成文信息及其存储时间和所
用载体。  

“保持”成文信息的要求并不排除基于特殊目的，组织也可能需要“保留”同一成文信息，
如：保留其先前版本。  

若本标准使用“信息”一词，而不是“成文信息”（如在 4.1 中“组织应对这些内部和外部因



GB/T19001-2016/ISO9001:2015 | 宋华山 

- 17 - 
 

素的相关信息进行监视和评审”），则并未要求将这些信息形成文件。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可
以决定是否有必要或适合保持成文信息。  

A.7 组织的知识 

本标准在 7 .1.6 中要求组织确定并管理其拥有的知识，以确保其过程的运行，并能够提
供合格的产品和服务。   

引入组织的知识的要求的目的是：  
a）避免组织损失其知识，如： 
——由于员工更替； 
——未能获取和共享信息。  
b）鼓励组织获取知识，如： 
——总结经验； 
——专家指导； 
——标杆比对。 

A.8 外部提供过程、产品和服务的控制 

在 8 .4 中提出了所有形式的外部提供过程、产品和服务，如是否通过：  
a）从供方采购； 
b）关联公司的安排；  
c）将过程分包给外部供方 
外包总是具有服务的基本特征，因为这至少要在供方与组织之间的接触面上实施一项活

动。  
由于过程、产品和服务的性质，外部提供所需的控制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对外部供方以

及外部提供的过程、产品和服务，组织可以应用基于风险的思维来确定适当的控制类型和控
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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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资料性附录） 
ISO/TC176 制定的其他质量管理和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本附录描述的标准由 SAC/TC 151 制定（等同采用 ISO/TC176 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技
术委员会制定的国际标准），旨在为应用本标准的组织提供支持信息，并为组织选择追求超
越本标准要求的目标提供指南。本附录所列文件中包含的指南或要求并不增加或修改本标准
的要求。  

本标准条款与其他相关标准之间的关系如表 B.1 所示。   
本附录不包括参考 GB/T 19000 族而制定的行业特定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本标准系 SAC/TC 151 所制定 GB/T 19000 族（等同采用 ISO 9000 族）的三个核心标

准之一。  
——GB/T 19000 /ISO 9000《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为正确理解和实施本标准提供

必要的基础。在制定本标准过程中考虑到了 GB/T 19000 详细描述的质量管理原则。这些原
则本身不作为要求，但构成本标准所规定要求的基础。GB/T 19000 还定义了应用于本标准
的术语、定义和概念。  

——本标准（GB/T 19001/ISO 9001）规定的要求旨在为组织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信任，
从而增强顾客满意。正确实施本标准也能为组织带来其他预期利益，如：改进内部沟通，更
好地理解和控制组织的过程。  

——GB/T 19004 /ISO9004《追求组织的持续成功 质量管理方法》为组织选择超出本标
准的要求提供指南，关注能够改进组织整体绩效的更加广泛的议题。GB/T 19004 包括自我
评价方法指南，以便组织能够对其质量管理体系的成熟度进行评价。  

在组织实施或寻求改进其质量管理体系、过程或相关活动的过程中，以下简要介绍的标
准可以为其提供帮助。  

——GB/T 19010/ISO 10001《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行为规范指南》，为组织确定其
在满足顾客需求和期望方面的满意程度提供指南。实施该标准可以增强顾客对组织的信心，
使组织对顾客的预期更加准确，从而降低误解和投诉的可能性。  

——GB/T 19012 /ISO 10002《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处理投诉指南》通过确认和理解
投诉方的需求和期望，并解决所接到的投诉，为组织提供有关投诉处理过程的指南。该标准
提供一个开放、有效的和易于应用的投诉过程，包括人员培训。并且也为小企业提供指南。  

——GB/T 19013 /ISO 10003《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外部争议解决指南》,为组织有
效和高效地解决有关产品投诉的外部争议提供指南。当投诉不能在组织内部解决时，争议解
决是一种补偿途径。大多数投诉没有冲突的过程，可以在组织内部成功解决。  

——GB/Z 27907 /ISO 10004《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监视和测量指南》,为组织采取增强
顾客满意的措施，并识别顾客所关注的产品、过程和属性的改进机会。这些措施能够增强顾
客忠诚，避免顾客流失。  

——GB/T 19015 /ISO 10005《质量管理体系 质量计划指南》为组织制定和实施质量计
划，作为满足相关过程、产品、项目或合同要求的手段，形成支持产品实现的工作方法和实
践提供指南。制定质量计划的益处在于能使相关人员增加可以满足质量要求并有效控制相应
过程的信心，推动其积极参与。  

——GB/T 19016 /ISO 10006《质量管理体系 项目质量管理指南》可适用于从小到大、
从简单到复杂、从单独的项目到项目组合中组成部分的各种项目。既可供项目管理人员使用，
也可供需要确保其组织应用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相关实践的人员使用。  

——GB/T 19017 / ISO 10007《质量管理体系 技术状态管理指南》帮助组织在整个寿命
周期内对产品的技术和管理状态应用技术状态管理。技术状态管理可用于满足本标准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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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识和可追溯要求。  
——ISO 10008《质量管理-顾客满意-组织对个人—电子商务交易指南》指导组织如何

有效和高效地实施组织对个人系统，从而为增加顾客对此电子商务交易的信心奠定基础，提
高组织满足顾客要求的能力，以减少投诉和争议。  

——GB/T 19022 /ISO 10012《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要求》为测量过程管
理以及支持和证明符合计量要求的测量设备的计量确认提供指南。该标准规定测量管理系统
的质量管理准则，以确保满足计量要求。  

——GB/T 19023 /ISO/TR 10013《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指南》为编制和保持质量管理体系
所需的文件提供指南。该标准能用于质量管理体系相关标准以外的管理体系，如：环境管理
体系和安全管理体系。  

——GB/T 19024 /ISO 10014《 质量管理 实现财务和经济效益的指南》专门为最高管理
者制定。为通过应用质量管理原则实现财务和经济效益提供指南。有利于促进组织应用管理
原则以及选择持续成功的方法和工具。  

——GB/T 19025 /ISO 10015《质量管理 培训指南》为组织解决相关培训问题提供帮助
和指南。该标准能用于质量管理体系相关标准涉及“教育”与“培训”事宜时所需要的指南。所
描述的“培训”包括所有类型的教育和培训。  

——GB/Z 19027 ISO/TR 10017《GB/T 19001—2000 的统计技术指南》依据在明显稳定
条件下也可观察到过程状态和结果的变量来解释的统计技术。采用统计技术可以更好地利用
获得的数据进行决策，从而有助于持续改进产品和过程质量，实现顾客满意。  

——ISO 10018《质量管理-人员参与和能力指南》提供影响人员参与和能力方面的指南。
质量管理体系取决于胜任人员的积极主动参与，以及这些人员的组织管理方式。对所需知识、
技能、行为、工作环境的识别、发展和评价至关重要。  

——GB/T 19029 /ISO 10019《质量管理体系咨询师的选择及其服务使用的指南》指导如
何选择质量管理体系咨询师以及使用其服务。对质量管理体系咨询师的能力评价过程提供指
南，帮助组织获得满足其需求和期望的咨询服务。  

——GB/T 19011/ISO 19011《管理体系审核指南》就审核方案管理，管理体系审核的策
划和实施，以及审核员和审核组能力评价提供指南。适用于审核员、实施管理体系的组织以
及实施管理体系审核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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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本标准条款与其他质量管理和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之间的关系 

 

其他标准 

本标准条款 

4 5 6 7 8 9 10 

GB/T 19000  

ISO 9000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GB/T 19004  

ISO 9004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GB/T 19010  

ISO 10001  
    8.2.2 ， 

8.5.1 
 

9.1.2 
 

GB/T 19012  

ISO 10002  
    8.2.1 9.1.2 10.2.1 

GB/T 19013  

ISO 10003  
     9.1.2  

GB/T 27907  

ISO 10004  

     9.1.2 ， 

9.1.3 
 

GB/T 19015  

ISO 10005  
 5.3 6.1，6.2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9.1 10.2 

GB/T 19016  

ISO 10006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GB/T 19017  

ISO 10007  
    8.5.2   

ISO 10008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GB/T 19022  

ISO 10012  
   7.1.5    

GB/T 19023  

ISO TR 10014  
   7.5    

GB/T 19024  

ISO 10014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GB/T 19025  

ISO 10015  
   7.2    

GB/Z 19027  

ISO/TR 10017  
  6.1 7.1.5  9.1  

ISO 10018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GB/T 19029  

ISO 10019  
    8.4   

GB/T 19011  

ISO 19011  
     9.2  

注：“全部内容”表示本标准该条款的全部内容与其他的相应标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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