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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09000质量管理

【摘要】 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增强体系的认知；通过对全员IS0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培训工作．

为质量体系的推行打下基础l通过转化标准．组织编写体系文件等方式，分解职能．明确职责．同时通

过内部审核和提交外部审核认证．进一步督促检查。保证体系进入良好运行状态。

【关键词】 研究所l IS09000I 质量管理体系

IS09000族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

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0)在总结了世界上发达国家一些先进企业的质

量管理的实践经验和先进的质量管理理论的基础

上。阐述质量体系的国际通用标准[1]。它从质量管

理和质量保证的角度出发，就组织的结构、责任、程

序、过程和资源等方面，对影响产品质量各个阶段的

技术、管理和人员等因素的控制提供较全面指导的

一套操作规范[z3。该体系关注组织内部的质量管理

和质量保证；纳入用户要求、法规要求及质量保证的

要求；把过程方法的概念。顾客需求的考虑、持续改

进的思想贯穿于整个标准．把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

满足顾客要求的能力和程度体现在标准的要求之

中[3]。这种管理模式给企业管理注入新的生机和活

力，因此受到很多企业的欢迎。

1 基本情况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简称研究所)是全军唯一的一所从事军事医学研究

的科研单位，主要从事战伤理论、技术和急救的研

究．承担并开展相应的军事卫生防护装备、战伤急救

器材等的研制等，虽然不同于一般的生产企业。但同

样适用于在全所推行IS09000质量管理体系．以规

范研究室的管理，提高科研质量，真正实现把研究所

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的军事医学研究所”的发展目

标。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推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 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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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加强组织领导，增强对质量体系的认知

建立实施质量管理体系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思

维。首先是院所领导要对体系认证工作给予足够的

重视。作为研究所的管理者应该深入了解质量管理

体系的内涵，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认证审核”这个

层面上。ISO质量管理体系把组织的自我完善和持

续改进的思想贯穿其中，就是要求组织能从中获得

自我完善的机会，从而不断提高组织的素质。仅仅拿

到一个“质量通行证”是不够的，应该深入到“利益必

得通行证”上。其次是在各研究室进行实施。通过

研究所工作会议、举办讲座等形式。向全体科研工作

者宣贯质量体系的思想，同时，院所成立体系推行工

作领导小组，设立质量管理机构，确实保证体系推行

过程的组织领导。

2．2加强培训工作，为质量体系的推行打好基

础

要使质量体系的建立和运行取得较好的效果，

对IS09001标准的学习和领会尤其重要，机关各部

门领导及相关人员、全体研究所工作人员都要投身

于IS09000族标准知识及本单位《质量手册》、《程

序文件》的培训和学习中。加深对体系的正确的、积

极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转化为行动指南，引导全体

科研工作者真正地投入到体系运行中来，为以后体

系的建立和全面推行打下基础。

2．3成立骨干小组。全面负责体系的推行和改

进工作

研究所应成立有院所高层领导参与的工作小

组，并赋予其权利。工作小组成员由各部门领导及

内审员组成。内审员应该对研究所各研究室的研究

项目、产品、质量管理等知识有一定的理解能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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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体系要素分解到各个岗位并实施管理。

2．4转化标准，分解职能，明确职责，配备资源

IS09000族标准是通用性标准，要推行

IS09000质量管理体系，还必须把国际标准与本研

究所的活动对照结合，各研究室在咨询公司的协助

下，努力寻找在实验室管理、新技术研发全过程中导

人IS09000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最佳结合点，将

IS09001标准的各个要素与研究室工作的运行和管

理活动一一对应起来，同时围绕院所总的质量方针

和质量目标确定本研究室的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通过职责分解，使所有质量活动都要符合标准化、规

范化、程序化的要求，自始至终处于受控状态，使每

一个职能系统、每一个管理环节、每一个操作过程都

处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有机联系之中，以达到质

量控制的目的。

2．5组织编写体系文件

在转化标准、全面分析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按照

质量体系的管理要求，按照系统、完整、严密的总体

原则，组织职能部门编写质量体系文件：《质量手册》

和《程序文件》。体系文件应体现出质量活动的五个

。W”(做什么，由谁做，何时做，何地做，为什么做)和

一个“H”(怎么做)的要求，使IS09000质量体系的

先进性贯穿于全体科研工作者的本职工作中。为确

保质量体系文件的符合性，在编写质量体系文件时，

注意征求咨询公司、院所领导和各研究室的意见，同

时通过多种途径，验证质量体系文件的可操作性，例

如分阶段、分层次、分专题召开质量体系文件评审会

议。一套兼容性、可操作性、适用性强的体系文件是

质量体系有效建立和运行的坚实基础。

2．6督促检查体系运行

全面实施体系文件，是体系运行中比较关键的

阶段。一般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各相关部门

及科室领导和内审员依照条款要求到和相关部门开

展督促和辅导，对所发现的问题加以妥善解决或及

时反馈给部门领导；其次，由管理者代表和内审员以

内部审核方式审核、检查体系实施情况，验证各层

次、各环节活动是否符合体系文件的要求，并把发现

的问题通报各部门及研究室，责成其进行整改。第

三，要建立自下而上、层层实施的体系运行考评机

制，将体系运行要求变成硬约束而融入日常工作中，

把各研究室及各部门体系运行情况的考评纳入考核

标准体系，作为工作业绩考评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

激励全体员工在运行体系过程中的积极性，保证质

量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性。

2．7组织内部审核和提交外部审核认证

根据质量体系试运行情况，经过院所领导批准，

组织由院所内审员组成的评审小组对体系运行进行

评审，并将内审报告作为管理评审的输入，并责成相

关研究室及部门整改体系运行中不符合项，制定纠

正和预防措施。在质量体系试运行中，要充分分析

体系运行情况，提交外部审核机构进行审核认证，经

过不断的改进，我研究所已经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中心的认证。通过认证后，研究所还要定期接

受外部审核机构的监督审核和复审。通过内外部监

督力量，可以使研究所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不断得

到改进和提高。

3 结语

IS09000质量管理是一个体系工作，要充分有

效的运行，一定将每个人的重要性体现出来，形成一

个自上而下的深入认识的过程，一个全员参与的过

程，这样才能保证体系能在研究所工作中的每个环

节运行并持续有效的实施。在实施的过程中要将体

系的各个要素与研究、开发和技术服务的全过程有

机结合起来，这样体系才能在研究所的自我完善、持

续改进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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