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内部

试验室现场验收考评表

企 业 名 称：

企业生产地址：

江西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协会



现场验收结论的判定

1、本考评表内容：一、基本条件，二、体系建设及运行，三、

人员管理，四、实验室设计与环境要求，五、仪器设备管理要求，

六、检（试）验与质量管理，共 6 章 25 条 49 款。。

2、现场考核项目分为：

（1）否决项目为：第一部分基本条件 1.1、1.2、1.3、1.4。

（2）其他打分项项目：除了否决项目的其他项目。

3、验收结论的确定原则：

3、验收结论的确定原则：

（1）否决项目必须符合。

（2）分数为 90 分（含）以上，验收结论为优良，不符合项

自行整改。

（3）分数为 70 分（含）—89 分，验收结论为合格，不符合

项按要求进行整改。

（4）分数为 60 分（含）—69 分，验收结论为基本合格，不

符合项按要求进行整改，组长必须现场监督。

（5）分数为 60 分以下，验收结论为为不合格。

4、验收组依据本考评表对企业实地验收后，填写《江西省预

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内部试验室现场验收报告》、《否决项不符合项

汇总表》和《非否决项项中不符合项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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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法人名称 联系电话

考核项目 内 容 及 要 求 考 核 标 准 否决项 考核记录 得分

第一部分

基本条件

☆1.1 营业执照、备案
营业执照齐全；地址与现场相符合，不得设

立分支机构，取得工信部门项目备案批复。
否决

☆1.2 生产设备与申报一致性确认
主机设备厂家、主机设备型号、生产线数量、

运输设备情况等现场和申报书是否一致。
否决

☆1.3 企业试验室人员基本情况与申报

一致性确认

人员数量必须满足 1+4 要求，人员信息与申

报表一致。
否决

☆1.4、必备检（试）验仪器设备
现场对照申报表查看必备仪器设备型号和

所在位置。

少于表中

仪器设备

否决

第二部分

体系建设

及运行

(25 分)

2.1 建立、实施和维持符合《管理规程》
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制定成书面文件。
体系文件应包括：岗位职责、质量手册、
程序手册、质量计划、作业指导书和质量
记录等。（2 分）

现场查看体系文件。

扣分说明：文件内容不符合企业实际情况，扣 2 分；体

系没有受控，没有签发扣 1 分；

重点查：制定目标、编号说明、样

品流转、实验室职责规定、不合格

品处处置等规定，以及考核实验室

主任是否看没看体系，可以提问。

2.2 建及时准确统计分析质量目标。

(2 分)

扣分说明：没有建立质量目标，扣 1 分，每个质量目标

没有统计计算，扣 1 分。

重点查：目标落实以及计算书要有

详细数据支撑。

2.3 岗位责任制和操作规程应齐全并上

墙。(2 分)

试验室岗位责任制度；检（试）验工作质量控制制度；

原始记录管理制度；仪器设备使用管理制度；试件标准

养护管理制度；样品管理制度；异常情况及质量监督制

度；事故分析上报制度；检（试）验报告审核与签发制

重点查：各个实验室上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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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人员培训和考核制度。

扣分说明：少一项扣 1分，没上墙扣 1 分。

2.4建立并及时更新规范性文件和受控文

件目录，使用的规范性文件是有效的版

本。（1 分）

查看规范性目录和规范性文件。

扣分说明：没有建立目录扣 1 分；规范性文件没有受控

扣 1 分；规范性文件过期扣 1 分。

重点查：目录建立，有没有标准，

是否查新，是否过期

2.5 记录控制（8）

2.5.1 记录清晰明了，要有索引，便于安全保存在具有

防止损坏、变质、丢失等适宜环境的设施中。书面记录

保存三年以上（复审企业记录查三年）。(4 分)

扣分说明：没有专门保存的柜子等扣 2 分，没有索引和

目录扣 1-2 分，没有完整 3 年扣 4 分。

重点查：有没有专门保存资料的措

施（包括：资料室、文件柜等），

并且是否作了索引（分类储存）

2.5.2 记录包含足够的信息，并按 DB36/T1160 统一的格

式,其中包含：仪器设备使用、维修、保养记录；搅拌

楼生产线计量器具自校记录；原材料进场检验记录；生

产配合比调整记录；不合格原材料处置单（台账）;不

合格品调整和报废记录；产品出厂检验记录；产品交货

检验记录；质量控制员值班（交接班）记录（复审企业

记录查三年）。（2 分)

扣分说明：格式不符扣 2 分，其中每项记录 1 项不符扣

扣 1 分；记录不完善扣 1-2 分。

重点查：是否按地标以上完整空白

表格，并抽查一份相关记录

2.5.4 观察结果、数据和计算在工作时予以记录。所有

记录均连续编号，并按检（试）验项目分类归档。（0.5

分)

2.5.5 记录和报表使用墨水笔或其它档案用笔进行书

写。当记录和报表中出现错误时，不得擦涂，应划改，

并签名或印章。对电子储存记录也应采取同等措施，以

避免原始数据的丢失或改动。（0.5 分)

2.5.6、检（试）验原始记录应由有资格的检（试）验

和复核人员签署。（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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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体系正常运行查看（10）(建议组长

随机抽查

2.6.1 原材料进场检验台帐内容齐全、真实。(2 分)

扣分说明：按运行环节缺失情况扣 1-5 分，如果报告和

记录，签字不完善扣 0.5-1 分。

从原材料台账随机取找一个样品，

从样品间开始到试验情况含设备

使用记录、报告、原始记录查一条

线。

2.6.2 原材料厂家质量合格证明齐全、归档及时。（1 分）

2.6.3 原材料报告和原始记录（2 分）

2.6.4 产品取样检验台帐内容齐全、真实。(5 分)

扣分说明：按运行环节缺失情况扣 1-5 分，如果报告和

记录，签字不完善扣 0.5-1 分。

从取样台账随机取找一个试块，从

标养室开始查找试件，另从取样台

账超过龄期的试件开始查找试件，

然后到试验情况含设备使用记录、

报告、原始记录查一条线。

2.7 试验室信息化建设（10 分，加分项）
安装试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并已经运行，奖 10 分。

扣分说明：安装信息系统 5分，运行情况有效 0-5 分。
要查看真实运行情况扣分。

第三部

分

人员管

理(12

分)

3.1 人员与年产量相匹配（8分）

现场确认企业试验室人员基本情况。人员数量须满足

1+4。在满足 1+4 的基础上与年产量相匹配，人员应保

持相对稳定。

扣分说明：1+4 为 5 分，如果实际他们没有配齐 1+4 每

少一人扣 1 分，同样多 1 人加 1分。

3.2 人员档案管理（2 分）

查看技术人员档案。内容包括：人员身份、职称、学历、

上岗、继续教育培训和任命、从业人员承诺书等信息的

复印件，以及个人履历表和社保信息(或工资条)等，必

要时现场核对人员。

扣分说明：档案资料不完善扣 1-2 分。

3.3 试验室人员培训和考核。（2 分）

每年对试验室人员进行质量教育和业务培训与考核，建

立人员学习、培训档案。（复审企业记录查三年）。（2 分）

扣分说明：无记录扣 2分，不完善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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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分

实验室

设计与

环境要

求(18

分)

4.1 试验室功能要求（8分）

4.1.1 试验室总面积不少于 80 平方米，试验室各功能室

的清洁、采光、通风、温度、湿度等均应满足相关标准

要求。（2 分）样品室面积满足要求（不少于 10 ㎡）。（2

分）

4.1.2 预拌砂浆应按照功能分区设置成型室、标准养护

室、力学室、样品室、高温室、分析室。（2 分）每一间

应有清晰标识

4.1.3 六大间功能齐全，布置合理，将不相容的相邻区

域进行有效隔离。（2分）

4.2 试验室环境要求（8分）

4.2.1 砂浆拌合、立方体抗压强度试件成型及停置期间

试验室的温度应保持在 20℃±5℃;拉伸粘结强度试件

成型及停置期间试验室的温度应保持在 20℃±5℃，相

对湿度 45％～75%。；进行砂浆凝结时间测定时，试验室

的温度应保持在 20℃±2℃；进行砂浆稠度损失率测定

时，试验室的温度应保持在 23℃±2℃，相对湿度 50％～

60%。（2 分）

4.2.2 砂浆试块标准养护：立方体抗压强度试件应为温

度 20℃±2℃，相对湿度 90％以上，养护期间，试件彼

此间隔不少于 10mm；拉伸粘结强度试件应为温度 20℃

±2℃，相对湿度 60％～80%；收缩试件成型 4h 后抹平，

带模先在标准养护条件下养护七天，折模后移入温度

20℃±2℃，相对湿度 55%～65%的室内环境下养护至规

定龄期。（2分）

4.2.3 不同品种、强度等级的水泥、掺合料试体应分池

养护。（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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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进行力学试验时，试验室环境温度应保持在

20±5℃,进行砂浆拉伸粘结强度时，湿度 45%～75%。（1

分）

4.2.5 进行称量试验时，试验室环境温度应保持在

15℃～30℃；进行比表面积试验时，试验室环境温度应

不大于 50%。（1 分）

4.2.6 试验室保持整洁，与试验无关的物品禁止带入或

贮存在试验室内。（1分）

4.3试验室环境温、湿度记录频率要求（2）

4.3.1 标准养护室、试验室温度、相对湿度及养护池水

温在工作期间每天上午和下午至少各记录一次。（1分）

4.3.2 自动控制的水泥标准养护箱温度、相对湿度一天

记录两次。在温度给定范围内，控制所设定的温度应为

此范围中值。温湿度超出标准范围及时进行处理（1 分）

第五部

分

仪器设

备管理

要求(7

分)

5.1 仪器设备完整性和功能性检查（3）

现场对仪器设备完整性和功能性检查，并开机试机。

扣分说明：仪器设备损坏，不能运行扣 1-3 分；仪器摆

放不合理，扣 1 分；仪器配件不齐全扣 1 分。

5.2 仪器设备检定与校证（2分）

试验室计量器具应具有检定有效周期内的检定（校准）

证书。检验仪器设备应按规定时间检定（校准），并具

有检定（校准）有效周期内的检定（校准）证书，证书

上应有法定授权号或 CNAS 标志。（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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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仪器设备管理档案（2 分）

试验室应建立仪器设备管理档案，档案内容应包括仪器

设备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家、出厂日期、出厂合

格证书、检定（或校准）周期和自校记录、使用维护记

录等。（2分）

扣分说明：没有建立档案扣 2 分；内容不完善扣 1分。

第六部

分

检（试）

验与质

量管理

(38 分)

6.1 原材料进场检验（10 分）

6.1.1 原材料进厂自检 70%，委外送检达 30%，台帐内容

齐全、真实，按规定出具报告。(2 分)
重点查：一个月的产量和检验频率

6.1.2 原材料报告和原始记录规范齐全，项目符合 DB

36/T 1160 要求。(2 分)

扣分说明：1份报告规范性和完整性不符，扣 1-3 分。

6.1.3 经检（试）验后的物品应按相关国家标准的有关

规定进行留样。(2 分)

重点查：样品室样品数量和时间，

如三个月水泥是否还在？是否有

样品处置

6.1.4 原材料和主要产品每年进行型式检验。(4 分)

6.2 产品出厂检验（6 分）

6.2.1 产品取样频率是否达到标准要求。(2 分)

6.2.2 试件编号按年度连续编号，不得空号、重号，并

与试验记录一致。(1 分)

6.2.3 试件在标准养护室按要求摆放，按龄期分区。（1

分）

6.2.4 检（试）验报告采用计算机打印，并不得有改动

的痕迹。检（试）验报告由有资格的检（试）验、审核

采用了信息化的可以打印电子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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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批准人员签署。(2 分)

扣分说明：没有报告扣 2 分，有电子报告没打印扣 1 分

6.3 配合比设计与调整（8 分）

6.3.1 按要求应建立配合比台账，配合比台账应覆盖全

部生产配合比。(1 分)

6.3.2 实际生产配比应与配合比设计报告相符。(5 分)

6.3.3 生产时按 DB36/T1160 格式对配合比报告进行验

证和调整，并形成记录。(2 分)

6.4 现场考核项目（12）

6.4.1 现场考核四选一：（考核项目：水泥胶砂试块成型，

粉煤灰细度，砂的筛分析，机制砂 MB 值），并形成现场

考核报告。（6分）

扣分说明：记录和报告每一处不规范扣 1-2 分。

6.4.2 现场考核砂浆配合比，测 2h 砂浆稠度损失率、表

观密度、保水率试验，并形成场考核报告。（6分）

扣分说明：试验过程、记录和报告不规范扣 1-2 分；选

取配合比台账试配，2h 稠度损失率和保水率每项性能不

满足标准要求扣 2 分。

6.5 试验室比对（2分） 按照《管理规程》要求搞好试验室间比对。（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