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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标 准 化 为 基 础 提 高 阀 门 产 品 质 量 

王晓芬 

上海良工阀门厂。上海 200082) 

摘要 标准是产品质量必须达到的目标，是对产品质量进行评定和检验的依据。任 

何 产品 只有按照 一定 的技 术标 准进行 生产和检验，质 量 才能得 到保证 。标 准和 质量是促 

进企业经济效益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标准化和质量使企业产生效益的途径是通过制 

定及实施标准来实现。要获得高质量的产品，就必须有高水平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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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standardization as a bas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W ANG Xiao-fen 

(Shanghai Lianggong Valve Factory，Shanghai 200082．China) 

Abstract：The standard is an objective which product quality must be achieved and a basis 

f0r evaluating and inspecting product quality So long as any product is produced and in— 

spected according to technical standards， the quality can be ensured． To obtain a good quali— 

ty product must have high-level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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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工业企业要实现现场管理的 目标，就必须 

通过标准化生产出符合设计要求的产品。标准 

化是保证技术进步、组织现代化生产、扩大生 

产能力和增强市场竞争力的保证。在市场经济 

下．企业的生产 经营形式为多 品种小批量生 

产．“用户的需要就是生产任务”，这就要求企 

业具有快速应变能力．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必须 

既快又好。标准化工作者也应根据市场需要和 

企业实际积极主动地创造有利局面，以经济效 

益为中心．在贯彻执行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及 

行业通用或相关标准的同时，为了实现企业各 

项管理工作程序化和规范化，以企业生产 、技 

术和经营活动的全过程及其有关联要素为主要 

内容，制定贯彻企业标准，从而为企业发展发 

挥 作用。 

2 通用标准与企业标准 

目前．阀门产 品种类和规格大量增加．不 

少产品虽然名称相 同或相似 ，但其结构参数甚 

至性能指标早 已超 出了原有产 品标准的范围。 

因此．有必要对企业现行标准 (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企业标准)进行整顿和确认．遵循技 

术先进经济合理的原则制定相应的企业标准， 

使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我厂 闸 阀 以前按 照 JB 790—65(Pg16～ 

64kg~cm 钢制阀门技术条件)设计制造。该 

标准作废 后，GB 12234—89《通用 阀门法兰和 

对焊连接钢制闸阀)又无法覆盖，若按新标准 

更改设计．必将造成产品成本提高。原产品大 

批量生产了 20余年，广泛用于各条管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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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现在订货．大多用于检修。为了适合用户老 

装置阀门配套的要求，制定了企业标准 Q／JB 

GL3—1998<法兰连接钢制闸阀)。又如，FS30 

多回转阀门电动装置属 7O年代的产品．它除 

了某些参数与 ZB J16002—87<阀门电动装置技 

术条件)不同，其余重要性能指标均达到该标 

准要求，且价格适中，市场上该产品有一定的 

需求量。鉴于以上这种情况，编制 了企业标准 

Q／JB GL10—1997 <阀门电动装置技术条件)。 

这样．既适应了市场需求．又为企业创造了良 

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企业标准是评价和测量产品质量和工作质 

量的尺度，也是企业组织生产和进行经营活动 

和质量管理 的依据。运用标准化 的原理和方 

法，就能对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和 

信息等要素进行最佳的组合，对设 计、计划、 

生产、管理、销售和服务等环节进行组织和控 

制，形成企业内部的标准化管理体系，使之提 

高工作质量 、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实行标准 

化+积极采用和认真贯彻执行各类先进的技术 

标准．是控制和提高产 品质量的重要保证。 

3 标准与质量 

人们通常所讲的产 品质量合格，就是产 品 

质量符合标准要求。标准是产品质量必须达到 

的目标，是对产 品质量进行评定和检验的依 

据。任何产品只有按照一定的技术标准进行生 

产和检验，产品质量才能得到保证。有了高水 

平的标准才能有高质量的产品，因此，标准化 

能够通过技术和科学管理的途径，渗透到企业 

生产经营过程 的各个方面，从而保证 产 品质 

量，促使企业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标准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质量，从而 

获得最佳经济效益。标准制定的原则首先是考 

虑使用要求．其次是技术上先进性，再是积极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影响产品质量 

的技术因素很多，很复杂，通过制定各项技术 

标准，可以将影响质量的各种技术因素控制起 

来，使之符合预期的质量要求。因为反映质量 

的主要内容都在标准中做了科学合理的规定。 

这种规定既考虑 了技术上的先进性．又考虑了 

经济上的合理性、可靠性和可维修性等因素。 

加强标准实施监督，是贯彻执行标准，提 

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同时．又是把先进的 

科技成果和生产实践经验转化为生产力的技术 

桥梁。当今 的市场千变万化，要适应市场经济 

的发展，满足用户的需求．在生产过程中就必 

须不断地根据用户要求，修改标准，使技术不 

断提高，从而促进产品质量不断提高。这种把 

提高标准水平 ，提高产品质量和取得 良好效益 

统一起来．从全面优化的角度制定标准，当然 

也会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如果说产品质量是企业 的生命，那么标准 

是产品的技术嵌据和基础。没有标准化就谈不 

上产品质量 ，同样标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 

将随生产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发展．随着 

各类先进标准的贯彻执行 ．各种先进技术、先 

进工艺、先进设备 的应用以及文化素质的不断 

提高和工作态度的改善，必将带来更高的质量 

要求。标准和质量是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快速发 

展的根本保证，而标准化和质量使企业产生效 

益的途径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标准实现的。 

4 标准与效益 

企业获取经济效 益 的基本方式有 质量效 

益、品种效益、成本效益和速度效益，这 4种 

效益均与标准有关。 

从质量效益上说，要获得高质量的产品． 

必须有高水平的标准。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因 

素是人、机、料、法、环。从这 5个方面来制 

定相应的标准，则可控制这些因素对质量的影 

响。几年来，我厂不断制定和完善各类工作标 

准规范。在标准规范 中，规定人的工作对象、 

范围、 目的、工作 的程序和方法．工作 的数 

量、质量及其与其他部 门的协调关系．从而以 

人的工作质量来保证产品的质量。在机器方面 

共制定设备管理及操作标准 7个．在标准中规 

定设备的选型、安装、操作、保养和维修，保 

证 其各类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处于良好的运行状 

态，从而保证质量。在物料方面，制定了原材 

料外购件采购规范 12个，厂检验 标准 2个， 

对影响质量的因素，层层把关 ，最终保证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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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在方法上．制定了工艺标准和工艺守 

则 20个，检验标准 20个，并制定了生产过程 

中的有关计划，使企业在生产和各项管理中有 

条不紊，坍调配合，互促共进，从而促进产品 

质量的提高；在环境方面，通过制定现场管理 

标准规范改变了生产环境现场脏、乱、差的现 

象，安排好物品的流向，以 良好的生产秩序保 

证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有 了以上 的标 准准 

则，则可使影响质量 的诸 多要 素处 于受 控状 

态，减少或避免废 品损失。因此，质量标准是 

企业取得效益的途径。 

从品种效益上说 ，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需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 

不仅仅是产品质量的竞争，也取决于产品品种 

的竞争，谁能又快又好地生产出用户需求的产 

品，谁就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几年来，我厂 

的产品品种发展较快。例如，随着市政排水系 

统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起吊闸门的双吊点 

闸门电动启闭装置的需求越来越多了， 由于 目 

前尚无闸 门电动装置 的产品标准，为指 导生 

产，满足用户需求，本着标准先行的原则．特 

编制企业标准 Q／JB GI 11—1997 (WST双吊 

点闸门电动启闭装置)，生产出用户需要的产 

品。另外，在对产 品图纸标准化 审查的过程 

中，尽量提高产 品零件的通用化、标 准化程 

度，从而缩短新产品开发周期，使企业获得 巨 

大的经济效益。 

从成本效益上说，产品的成本高低是影响 

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在标准实施的过程 

中，采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例如进行关键工 

序的质控点控制，从而提高工序一次交检合格 

率，达到降低成 本的 目的，提高企业经 济效 

益。 

从速度效益上说，当今的市场发展快、变 

化快、创新快，企业只有以最快的速度向用户 

提供最新颖最优质的产品，才能成为市场竞争 

中的真正胜者。通过不断修订和执行新标准， 

提高新产品开发速度，运用价值工程，进行技 

术开发和 引进，以最少的投入实现最高的产 

值，从而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 目的。 

5 结语 

标准质量与企业经济效益是紧密相 关的， 

企业内部的技术标准、工作标准和管理标准的 

水平体现着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全过程组织、协 

调作用的能力，3种标准之 间是相互协调 、相 

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整体关系，它们组成 了企 

业标准化体系，构成 了企业的最佳秩序、最佳 

质量、最优化工作的基本模式，是企业进行科 

学管理，全 面提 高企业 素质，实现优质、高 

效、文 明、低耗、安全生产和经营目的的有效 

手段，是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快速发展的根本保 

证。为了使企业获取最佳 的经济效益，就必须 

在企业 内部全面地深入开展标准化和质量管理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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