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6： 

认证认可行业标准草案编制说明 

 

1、基本信息 

1.1 标准草案

名称 

中文 常规检测移动实验室产品认证规范 

英文 
Product certification specifications for routine 

detection mobile laboratory 

1.2 与国际标

准和国外先进

标准一致性程

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未采用 

标准编号 / 

英文名称 / 

中文名称 / 

1.3 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

件名称和文件

号 

国家认监委关于下达 201T年第二批认

证认可行业标准制定计划项目的通知 

国认科〔⒛17〕136号 

计划编号 2017RB063 

1.4制（修）

订 
■制定     □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 

1.5 起止时间 2017年 9月---2020年 12月 

1.6 标准起草

单位 
辽宁通正检测有限公司 

1.7 起草组成

员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北京国实检测技术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沈

阳华晨专用车有限公司、西藏神州瑞霖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标准体系

表内编号 
 

1.9调整情况  



 

2、背景情况 

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

及要求） 

（一）关于移动实验室 

移动实验室是指满足特定目的和要求，由成套装置组成的，在可移动的设

施和环境中进行检测、校准或科学实验等活动的实验室。 

随着我国检测市场需求不断变化，检测技术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传统意

义上固定实验室的检测功能，已经不能满足诸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劳动生产

安全监管、反恐防暴、军事科学、突发事件应急以及各类现场检测等科学实验

的需求，随之而产生了移动实验室。 

移动实验室发展状况 

移动实验室的研制应用时间并不是很长。从发展过程来看，它的雏形最早

出现在 1940 年前后。首先被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应用在军事方面，为了满足

现代战争的现场快速救护、防生防化等需要，以车载、机载为主要承载形式的

移动医院、移动病理毒理分析等移动实验室，在多次局部冲突和战争当中得到

了广泛应用，在保证战斗人员安全、稳定部队战斗力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为了满足特定场合的需要和应对各类突

发事件，世界各国在除军事以外的疾控、生物安全等诸多领域建立起移动实验

室，并在使用过程当中不断改进完善。 

目前，美国、德国和法国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移动实验室最先进的核

心技术。由于不同国家具有各自的发展背景和实际情况，因此，不同国家发展

的移动实验室也各有不同，互有侧重。例如：美国 FDA 拥有世界最先进的两个

移动实验室：微生物移动实验室、化学移动实验室。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已经开

发出用于快速检测水污染物的便携式生物芯片实验室系统。英国的 SGL实验室

研制出唯一可提供直接到达客户现场进行珠宝鉴定服务的移动实验室。俄罗斯

将于 2015年之前发射两个既能与空间站对接，又能自由飞行的太空移动实验

室。以色列莱舍夫公司开发出一种农用移动实验室。这种实验室具有多种功

能，可进行土壤综合调查、水源和作物生长分析、农药、化肥检测和作物病虫

害诊断、防治等。同时，在移动实验室仪器设备上，国外发达国家也居于领先

地位。  

我国的移动实验室建设虽起步较晚，但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和谐社会

建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非典”以后以人为本理念的深入推行，移动实验室

建设越来越受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已被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工业品、危

险化学品、毒品、易燃易爆品、农产品等的质量安全监管，在工业、农业、军



事、反恐、刑侦、环保、公共卫生等国民经济各领域都得到了实际应用，在应

对突发事件、实时现场检测等技术环节上能够提供可靠的试验数据支持和有效

的科学技术保障。诸如：北京奥运会期间，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建立了食品安全

移动实验室，对供奥食品进行快速监测和实时跟踪，确保供奥食品安全；深圳

举办第 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派出药品移动

试验室进驻主赛场，对大运会赛前、赛中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等安全提供

全面的动态监察；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也被使用。此外，比如辽宁省研制并

应用了水质水污染应急监测移动实验室，甘肃省在司法鉴定方面也应用了移动

实验室技术等等。这些移动实验室技术在现场应急检测及科学试验中都发挥了

重要作用。  

移动实验室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1.机动灵活、反应迅速、应急能力强。移动实验室大都具备了主动或被动

的机动能力，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应急赶到指定位置，现场进行样品采集，

避免样品由于较长时间的运送过程所造成的理化状态变化，为在第一时间开展

实验创造条件，最大限度保证实验数据真实反映现场的完整真实性。 

2.实验速度快、结果判定迅速。减少了对检测样品的邮寄或运送环节，有

着实验过程和结果显现迅速的特性，一般理化实验在几分钟至几个小时之内即

可完成，对急需根据实验结果制定最佳后续应对措施的紧急事件显得尤为重

要。 

3.可根据实验结果，快速给出应急解决方案。由于大多数移动实验室，都

是为了应对紧急事件而设计，一般都具备在出具实验结果的同时，根据结果显

现的紧急程度，立即给出后续应对措施的能力，为应急事件处理的正确决策，

最大限度减少或降低事故危害，提供了技术保障。 

4.检测过程公开透明，社会影响力大。由于移动实验室的运作过程是在现

场进行的，具有公开性和透明性，为现场人员所信服，可提高施救人员和公众

的信心，对唤起全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主动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移动实验室发展趋势 

当前，环境、疾病、安全等事关人类健康的重大问题日益得到各级政府的

高度重视，追求更高生存质量的观念已被社会广泛接受。作为紧急突发事件应

急处理的有效方法，移动实验室的采用已经被部分特定部门与行业认可，呈现

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1.专业化。特定部门与行业，都有其特定的专业性，在移动实验室建设当

中，都必须从专业特点出发，在移动实验室的规模、移动方式、基础设施配置

等方面充分体现专业特点，以最大限度满足现场实验的需要。质量技术监督部



门，是以质量为中心，计量和标准化为基础，两个安全为重点，依托技术手

段，行使监管职能的技术执法部门，移动实验室建设也体现了鲜明专业性，公

共安全检测车、大型衡器检测车、特种设备现场检测车等专业移动实验室，已

经得到了比较广泛应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部门的发展，这种专业化将越

来越明显。 

2.多功能化。前期的移动实验室一般仅仅为了开展简单的现场实验而设

计，设施比较简单，项目比较单一。但绝大多数的现场实验，要求技术人员在

保证实验结果准确和移动实验室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提供多项实验结果，

并提出最佳应对方案，因此，现代的移动实验室的实验装备配备越来越先进，

具有实验结果分析功能的微处理平台应用越来越广泛，实验室安全防护保证系

统、人员安全防护系统越来越完备，实验指标越来越多，使得移动实验室逐步

具备了相对独立的实验结果分析能力和完备的安全保障能力，功能越来越多且

越来越强大。 

3.数字化。在现代移动实验室建设中，装备和手段的数字化，使移动实验

平台的各项能力如虎添翼。实验装备的数字化，使得仪器设备实现了样品制

备、样品实验和数据采集处理的全程自动化，不仅速度快，而且结果准确；卫

星定位和数字通讯系统的采用，极大缩短了固定实验室与移动实验室的距离，

有利于通过卫星定位，随时掌握移动实验室的准确位置，得到固定实验室的远

程支持，有利于通过数字通讯，及时交流实验信息，甚至实现异地联合实验，

极大提高移动实验室的保障能力和实验能力。 

4.高端化。由于移动实验室的综合能力受到装备、人员等多项条件的限

制，使得部分低档移动实验室的单项能力大打折扣，有的甚至中看不中用，不

但浪费了资源，而且在突发事件中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有些部门有

限制地在省级以上中心实验室高起点配备移动实验室，采取加大实验空间、提

高设备设施性能、专门培训操作人员等改进措施和方法，提高了移动实验室的

续航能力、实验能力和自我保障能力，使移动实验室档次和综合能力飞速提

升，并以此平台为延伸，加大覆盖范围，充分发挥了有限资源的综合效力，有

效提高了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 

5.标准化。与国外相比，我国移动实验室的发展相对滞后，与之相应的标

准及标准化体系建设也仅仅还是个雏形，缺少科学规范的理论和方法支撑。因

此，系统分析我国移动实验室标准化现状，研究其相应对策，对促进我国移动

实验室产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移动实验室标准化成果 

移动实验室作为一个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和成熟，急需标准的支持及标准

化的规范和引导。近年来，随着环境、疾病、安全等领域突发事件的频繁出



现，社会对现场应急检测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我国应对现场应急检测的主要手

段是快速检测车，其在质监、卫生防疫、环境监测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由于缺乏国家标准支持、没有认证认可、不能出具具备法律效力的报告等缺

点，快速检测车无法完全满足我国现场应急检测的需求。 

为着力解决我国现场应急检测领域难题，规范产业健康发展，2010年 9

月 8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成立了全国移动实验室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SAC/TC 509，简称“移标委”），辽宁通正检测有限公司是移标委的副

理事单位。移标委主要负责我国移动实验室相关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并支持

向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申请，建立相应的国际标准化专业组织，获得我国

移动实验室的国际标准话语权。自成立以来，移标委组织多次调研，在对国内

外移动实验室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申报了 27项移动实

验室领域国家标准，并有 16 项发布实施，由此填补了我国移动实验室国家标

准的空白。其中，2012年发布了 10项移动实验室相关国家标准，2012年批准

立项制定 8项移动实验室相关国家标准，2013 年又批准立项制定 5项。截至

到 2017年 5月共发布移动实验室标准 21项。 

移标委坚持以制定移动实验室国家标准为工作重点，根据国内移动实验室

发展现状，完成了我国移动实验室标准体系初步框架及标准体系表，将标准体

系分成基础标准、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基础标准包括术语、分类代号及标

记、通用要求、分类分级、模块化、人机工效学等标准。技术标准分为技术基

础标准、产品标准、设施标准、方法标准。技术基础标准包括设计原则、载

具、实验舱、量值溯源等标准，产品标准包括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公路管

理、工况检测、节能监测、样品采集等移动实验室标准，设施标准包括配电、

温湿度控制、通风、信息传输、抗震防尘等功能性标准，方法标准包括食品、

药品、公路、工况、节能、样品采集等各领域移动实验室检测操作规程。管理

标准包括人员、安全、有害物、质量控制等基础性管理标准和计量器具管理、

仪器校验等专用性管理标准。 

已发布的标准有： 

GB/T 29471-2012 食品安全检测移动实验室通用技术规范 

GB/T 29472-2012 移动实验室安全管理规范 

GB/T 29473-2012 移动实验室分类、代号及标记 

GB/T 29474-2012 移动实验室内部装饰材料通用技术规范 

GB/T 29475-2012 移动实验室设计原则及基本要求 

GB/T 29476-2012 移动实验室仪器设备通用技术规范 

GB/T 29477-2012 移动实验室实验舱通用技术规范 

GB/T 29478-2012 移动实验室有害废物管理规范 



GB/T 29479-2012 移动实验室通用要求 

GB/T 29600-2012 移动实验室用温湿度控制系统技术规范 

GB/T 31016-2014 移动实验室样品采集与处理通用技术规范 

GB/T 31017-2014 移动实验室术语 

GB/T 31018-2014 移动实验室模块化设计指南 

GB/T 31019-2014 移动实验室人类工效学设计指南 

GB/T 31020-2014 移动实验室移动特性 

GB/T 31023-2014 移动实验室设备工况测试通用技术规范 

GB/T 33246-2016 移动实验室操作台通用技术规范 

GB/T 33247-2016 移动实验室供、排水系统设计指南 

GB/T 33253-2016 移动实验室载具通用技术规范 

GB/T 33709-2017 移动实验室仪器设备量值溯源与传递指南 

GB/T 33712-2017 药品检测移动实验室通用技术规范 

（三）移动实验室产品认证的意义 

移动实验室的用户主要分布在工业、交通、农业、卫生、工商、食药、质

监、安监、环保、建筑、公安、司法等系统，在应急、在线以及应对突发事件

时需要科学、准确、及时、可靠的检测过程和结果，并确保检测过程和结果可

置信。而实现这些目标都需要相关标准的支持，由此群体引出对标准及标准化

工作的渴望与需求，通过标准规范移动实验室产业及产品认证，确保试验数据

科学可靠。用户群也不同程度地表示，希望早日建成我国移动实验室标准化体

系，制定出适合我国移动实验室设计制造、生产使用、认证认可等相关的国家

标准。 

目前，我国移动实验室产业及市场还没有建立和形成规范化管理，没有统

一的评价和认证标准，生产厂家各自为战，处在无序竞争状态，用户多凭厂家

自我推荐来选购和应用移动实验室，无法保证移动实验室所出具的数据可靠准

确。 

移动实验室应配备许多必要的设备设施，如温湿度控制系统、配电系统、

供排水系统、信息传输系统、通风系统等。目前我国市场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

设施标准。因此，设备制造商都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移动实验室设备设施，各

家不一，差异性问题特别突出，很难保证移动实验室相应的技术指标要求，致

使移动实验室无法提供检测所需的环境条件。 

认证认可工作有待完善。在我国，移动实验室产业发展刚刚起步，在标准

实施中产品的符合性检验和认证认可评价体系尚不健全，尚未开展对其试验功



 

能进行科学评价，检测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可靠性尚无定论，已有并已经

使用的移动实验室无法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试验报告，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现场检测的需求，而且将对未来移动实验室的应用形成负面效应和推广障碍。 

移动实验室认证认可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需求。目前，移标委已经发布了

21项移动实验室国家标准，这为开展认证认可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支持，

启动认证认可的实施程序已经具备条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启动移动实验

室认证认可工作，这不但为移动实验室的使用有效性提供保证，也为移动实验

室的推广创造条件。 

为保证移动实验室质量，建议质检部门采取有效措施，组建专业队伍，对

移动实验室及相应仪器设备、设施环境、配套载具等生产厂家实施有效监督，

确保其性能、精度、可靠性、安全性等方面符合相关标准要求，以达到规范移

动实验室市场的目的。 

目前全国各地纷纷在探索生产快速移动检测车，但良莠不齐。有的移动实

验室空间小、续航差、洁净度低；由于移动实验室采用的仪器设备都是便携式

和试剂盒，虽然检测速度快，但不可避免地存在整体准确度低、数据唯一性

差、不确定范围难以保障等缺点；同时，移动实验室的车辆和便携式仪器投入

较大，人工和耗材成本较高，应用推广有局限性。 

在《国家认监委关于加快发展自愿性产品认证工作的指导意见》中，要求提升

认证认可工作整体服务能力，促进产业升级。对移动检测车等移动实验室实施

产品认证，将是推动自愿性产品认证不可或缺的。为确保快速检测移动实验室

认证的有效性，就必须对移动实验室进行标准化规范，制定《常规检测移动实

验室产品认证规范》刻不容缓。 

本标准以质检总局和国标委已发布了 GB/T 27067《合格评定 产品认证基础》

以及 GB/T 29479《移动实验室通用要求》，GB/T 29471《食品安全检测移动

实验室通用技术规范》，GB/T 29479、GB/T 29471 等关于移动实验室的系列

国家标准要求原则来制定。该规范标准应满足 GB/T 27067的要求，既符合上

述国家产品标准，又能与产品认证通用标准用以系统、科学和规范地指导认证

机构、生产企业进行移动实验室认证检验工作，满足当前加强移动实验室生产

和质量保证的一致性，提高和规范移动实验室整体质量水平的迫切需要。 

2.2 与国内外相

关标准、文献的

关系 

质检总局和国标委已发布了 GB/T 27067《合格评定 产品认证基础》以及

GB/T 29479《移动实验室通用要求》、GB/T 29473《移动实验室分类、代号

及标记》、GB/T 31020《移动实验室移动特性》等关于移动实验室的系列国

家标准。GB/T 29479、GB/T 29471 等可作为常规检测移动实验室的产品认证

依据。本项目的输出将发布《常规检测移动实验室的产品认证规范》行业标

准，并应满足 GB/T 27067 的要求。 



3  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3.2 起草阶段 

2017年 7月，接到《常规检测移动实验室产品认证规范》的标准的起草任务后，辽

宁通正检测有限公司组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辽宁通正检测有限公司、沈

阳华晨专用车有限公司、西藏神州瑞霖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单

位，组织成立了国家标准《常规检测移动实验室产品认证规范》起草工作组，并编制

了标准修订计划。 

2017年 9-12月，起草单位对常规检测移动实验室工作环境进行了主要调研情况概况

研查阅论文等文献 21篇，主要国内出版物《常规检测用移动实验室——食品安全监

测车》、《移动实验室及其发展》、《浅谈移动实验室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与

对策》及《浅析公共安全检测车在应对公共安全和突发事件中的作用》、《强制性产

品认证实施规则》、《合格评定  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等学术论文、要

求，还是实地考察食品快检车、大气环境快检车等的使用、生产和检测情况，收集与

常规检测移动实验室相关的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见三 9），为该标准的编制提供了

较为系统的基础信息。 

2017年 9月-12月，起草组成员根据会议达成结论结合产品技术规范使用特性，进行

相关技术指标的验证，按照 GB/T1.1-2009的编写导则要求编制了该标准框架和讨论

稿。 

2018年 1月-12月，起草小组编制了《常规检测移动实验室产品认证规范》标准征求

意见稿。本标准起草单位在沈阳华晨专用车有限公司、西藏神州瑞霖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单位，以及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处分别征求意

见，随后起草小组对征求意见的反馈情况进行汇总、研究，并根据研究结论对征求意

见稿进行修改、改进。 

标准起草小组依据已发布的国家标准 GB/T 29471-2012 食品安全检测移动实验室通

用技术规范、GB/T 29476-2012 移动实验室车载仪器设备设备通用技术规范、GB/T 

29479 移动实验室通用要求、GB/T 31017-2014 移动实验室  术语、GB/T 33253-

2016 移动实验室  载具通用技术规范等监测项目，监测设备，根据移动实验室相关

标准及移动特征要求对常规检测移动实验室产生的影响、市场调研分析及相关车辆产

品认证的研究，在有关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标准起草小组的共同努力，于

2019年底形成了该项标准的征求意见草案。 

2019年 9月 2日于北京还召开了检测移动实验室产品认证规范相关认证认可行业标

准研讨会，经会议讨论后，起草组成员反复研讨和修改后于 2019年底形成了该项标

准的征求意见草案。 

3.3 征求意见

阶段 
 

3.4标准审定

阶段 
 



 

  

4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前言 

引言 

1 范围，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定义 

4 认证单元划分原则，确定了产品认证单元划分的原则 

5 认证模式，包括可选认证模式、认证环节等指导性规定 

6 认证委托，包括认证委托的提出与受理、申请资料、实施安排等的基本条件和策划 

7 认证实施，包括认证机构对产品认证实施的整个过程控制要求 

8 获证后监督，规定了认证监督的基本要求。 

9 认证证书，明确了产品认证证书的格式和内容要求 

10 认证机构的要求，包括认证机构、认证人员要求、认证收费 

11 认证责任，确定了主体责任划分 

12 认证实施细则，规定了认证机构具体实施的指导性要求。 

 



 

5  验证情况（适用于方法类标准） 

5.1 验证单位情

况 

验证单位 验证人员 验证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2 验证过程  

5.3 验证数据分

析 
 

5.4 验证评价  

5.5 其他应说明

的情况 
 



 

6  附加说明（可选项） 

6.1 宣贯标准

的建议 
 

6.2 修订和废

除现行有关标

准的建议 

 

6.3 重大分歧

意见的处理经

过和依据 

 

6.4 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况 
 

6.5 参考文献  

联系人 杨英姿 联系电话 13889802899 电子邮箱 39327883@qq.com 

注 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 1章、第 2章、第 4章和第 6章。 

注 2：3.4适用于标准草案送审稿，3.5适用于标准草案报批稿，3.6中“预期的管理目标”适

用于规程类标准，3.6中“技术指标”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第 5章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编制说明的编

写。 

注 3：3.1和第 6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编写日期：2020 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