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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为了确保产品实现的策划过程处于受控状态，策划相应的质量措施、资源和

活动顺序，确保产品最终设计和有关的技术资料满足使用要求。 

2.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产品实现的整个过程。 

3.职责分配 

3.1.管理者代表 

管理者代表批准项目质量计划（质量保证大纲）。 

3.2.项目负责人 

    对特定产品、项目或合同进行产品实现的策划，组织编制并审核质量计划（质

量保证大纲）。 

3.3.项目参与人员 

    其他项目参与人员负责配合质量计划（质量保证大纲）编制。 

3.4.项目组 

    负责质量计划（质量保证大纲）的实际实施。 

3.5.重大项目处 

    监督质量计划执行情况并将管理者代表和项目负责人报告。 

4.工作程序 

明确策划时机

确定策划内容确定组织职责 确定策划输出

进行产品实现的策划

编制质量计划

实施、完善质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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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策划时机 

本所在下列情况下对产品实现过程进行策划： 

a)  研制新产品、采用新工艺或新材料、技术革新或者技术改造； 

b)  非常规要求的产品、项目或合同； 

c)  现有质量体系文件中未能覆盖的事项。 

4.2.策划内容 

4.2.1.组织职责 

    在产品实现过程中将顾客要求转化为产品，在有需求时候进行交付。相关过

程包括以下内容： 

a) 确定顾客要求； 

b) 设计和开发； 

c) 生产制造（外包/外协/采购）； 

d) 监视和测量； 

e) 交付和服务。 

4.2.2.策划内容 

    组织对产品实现过程进行策划应确定以下方面的内容： 

a) 合同、规范等文件中规定的产品（或项目）的要求和质量目标，产品要

求包括对功能、性能、材质、工艺、安装、服务、包装等方面的质量特性的要求。

产品的质量目标应是针对这些产品要求而制订的目标。 

b) 识别与产品有关的过程，包括管理过程、产品实现过程与支持性过程；

明确过程控制中所需要的文件，包括程序、作业指导书；部署和落实涉及产品实

现过程所需的资源，包括产品使用和服务阶段的资源需求； 

c) 实现产品所需要开展的各项监视和测量活动，即在实现过程中需要实施

的验证、确认、监视、检验和试验等活动；以及产品的接收准则； 

d) 能证明产品实现过程和产品满足要求所需的记录； 

e) 确定产品实现过程中所适用的标准和规范，以及标准化工作要求； 

f) 计算机软件工程化管理要求，如：需求分析、测试计划、配置管理、风

险管理等方面的要求； 

g) 产品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测试性、安全性和环境适应性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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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软件项目涉及可靠性、安全性、环境适应性的相关要求，可靠性包括数

据容错能力等要求；安全性包括系统权限、系统操作的防错和恢复、系统加密等

要求；环境适应性包括系统运行的软硬件环境，通信环境等要求。 

——半导体数字集成电路项目涉及可靠性和环境适应性要求，可靠性包括高

低温电特性、抗静电能力、机械性能、器件寿命、质量等级等内容；环境适应性

包括额定工作条件和推荐工作条件等内容。 

h) 收集和分析对产品实现过程进行监视和测量的有关数据，评价产品的符

合性和改进的要求； 

i) 根据顾客要求实施技术状态管理，针对软件项目是配置管理； 

j) 对复杂产品，从产品要求的确定、设计和开发、生产和服务提供，对有

关技术、进度及费用的风险进行评估，确定需关注和控制的薄弱环节，制定控制

和降低风险的措施，各阶段风险分析应形成文件，必要时提供给顾客。 

4.3.策划的输出 

针对特点产品、项目或合同的实现过程的策划输出形式，应适宜于产品特

点和组织运作特点，并能够在产品实现过程中得以实施。策划结果输出应形成文

件，包括： 

a)  质量计划（质量保证大纲）； 

b)  产品规格书、产品详细规范等。 

4.4.质量计划 

4.4.1.编制原则 

a) 质量计划的内容要根据产品实现过程策划的内容和结果来确定； 

b) 质量计划的具体内容应以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为依据，应该符合组

织质量目标、质量方针，并与质量体系文件中的内容协调一致； 

c) 可引用已有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中的相关内容，并根据特殊的要求编制

新内容； 

d) 根据产品实现的实际情况，可编写总的质量计划，如 XX 系列产品质量

计划。也可编写有关的单项计划，如 XX 产品质量计划； 

e) 确定产品实现过程中所适用的标准和规范，以及标准化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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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质量计划可以作为独立的文件，也可以根据需要作为其他文件（如项目

计划）的一部分。 

4.4.2.质量计划内容 

质量计划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应达到的质量目标或技术要求； 

b) 应采取的特定程序、方法和作业指导书； 

c) 各阶段及有关人员的职责、权限和所配置的资源； 

d) 产品特点和特殊质量要求； 

e) 各阶段实施步骤、进度安排等； 

f) 为达到目标而采取的其他措施。 

4.4.3.编制、审批、发放和管理 

a) 编制和审批相关职责要求见本程序“3 职责分配”； 

b) 顾客（军方）有要求时，质量计划需征得用户同意才批准执行； 

c) 质量计划以受控文件形式发放到项目组。顾客（军方）有要求时，应发

给顾客。 

4.4.4.质量计划的实施、监督和修改 

a) 项目在产品实现过程中，按照质量计划的要求进行控制，并将计划的执

行情况反馈给项目负责人； 

b) 重大项目处监督质量计划执行情况，并向管理者代表和项目负责人报告； 

c) 质量计划需要修改时，按照《文件控制程序》执行，经管理者代表批准

后修改并更新版本，按照本程序 4.4.3 的规定发放和管理； 

d) 有要求时，质量计划发生修改时，应在此征得顾客（军方）同意。  

5.相关/支持性文件 

《文件控制程序》 

6.文件、记录的管理 

序号 文件记录名称 保管部门 备注 

1 质量计划 重大项目处、项目负责人 无固定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