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03.100 

CCS A 10 

      

浙 江 省 地 方 标 准 

DB33/T 2388—2021 
      

 

 

眼镜制配计量管理规范 

Metrological management specification for assembled spectacles 

 

 

 

2021 - 11 - 02发布 2021 - 12 - 02实施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33 





DB33/T 2388—2021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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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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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制配计量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眼镜制配场所人员要求、制度文件与控制、器具、诚信计量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验光、定配眼镜经营活动的单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JJF 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94-2002  测量仪器特性评定 
JJF 1255  厚度表校准规范 
JJG 1  钢直尺 
JJG 30  通用卡尺 
JJG 579  验光镜片箱 
JJG 580  焦度计 
JJG 892  验光仪 
JJG 952  瞳距仪 
JJG 1011  角膜曲率计 
JJG 1097  综合验光仪(含视力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计量管理 metrological management 

部门对所有测量手段和方法，以及获得、表示和测量结果的条件进行的管理。 

3.2  

计量器具 measuring instrument 

单独或与一个或多个辅助设备组合，用于进行测量的装置。 

[来源：JJF 1001-2011，6.1] 

3.3  

1 



DB33/T 2388—2021 

检定 verification 

查明和确认测量仪器符合法定要求的活动，它包括检查、加标记和/或出具检定证书。 

[来源：JJF 1001-2011，9.17] 

3.4  

校准 calibration 

在规定条件下的一组操作，其第一步是确定由测量标准提供的量值与相应示值之间的关系，第二步

则是用此信息确定由示值获得测量结果的关系，这里测量标准提供的量值与相应示值都具有测量不确定

度。 

[来源：JJF 1001-2011，4.10] 

3.5  

比对 comparison 

在规定条件下，对相同准确度等级或指定不确定度范围的同种测量仪器复现的量值之间比较的过

程。 

[来源：JJF 1001-2011，4.9] 

4 人员要求 

4.1 眼镜制配场所应明确专人为计量管理工作的负责人，并明确职责。 

负责人的职责应包括下列内容： 

——全面负责眼镜制配工作中所涉及的计量管理工作； 

——组织宣贯计量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计量法制意识； 

——确保实现计量管理目标所需资源的有效配置； 

——负责诚信计量建设、计量投诉处理等。 

4.2 眼镜制配场所应根据工作需要至少配备一名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并明确职责。 

4.2.1 计量管理人员应掌握从事岗位所需的计量基础、制配基础和相关计量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相

关能力要求，授权上岗。 

4.2.2 计量管理人员的职责应包括下列内容： 

——落实日常计量管理工作要求； 

——负责计量器具配备、使用、量值溯源和维护等管理工作； 

——具体负责眼镜制配计量管理工作。 

5 制度文件与控制 

5.1 制度文件 

5.1.1 眼镜制配场所应建立计量管理制度，并保持和持续改进其有效性。管理制度应形成文件，并传

达至有关人员，被其理解、获取和执行。 

5.1.2 计量管理制度应包括下列内容： 

——计量管理岗位设置和职责； 

——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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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管理制度； 

——计量器具检定或校准管理制度。 

5.1.3 眼镜制配场所应建立相关计量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文件档案，包括教育背景、工作经历、

培训证明、授权或资格确认文件、取得的资格证书、论文专利等，并保证信息的完整性、有效性。 

5.2 文件控制 

5.2.1 眼镜制配场所应对计量管理体系所要求的文件（含内部和外部）进行有效控制，包括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产品标准、计量检定规程、计量管理制度、制造商的说明书、作业指导书、记录格

式等。 

5.2.2 计量文件控制可包括下列内容： 

——文件发布前应经过授权人员审查和批准； 

——文件须定期审查，必要时更新； 

——文件有唯一的识别信息和描述，包括标题、日期、版本等； 

——文件有受控识别，必要时控制发放； 

——作废文件应具有适当标识，防止误用作废文件。 

6 计量器具 

6.1 配备 

6.1.1 眼镜制配场所应按计量管理和工作场所所需的要求，合理配备计量器具。计量器具可配备以下

一种或几种： 

——焦度计； 

——验光镜片箱； 

——验光仪； 

——角膜曲率计； 

——综合验光仪(含视力表)； 

——瞳距仪或瞳距尺； 

——厚度表； 

——游标卡尺或直尺。 

6.1.2 所配备计量器具的最大允许误差、检定周期或校准间隔期等要求应符合表 1规定。 

表1 计量器具计量性能要求 

器具名称 最大允许误差 检定周期或校准间隔期 依据文件 量值溯源方式 

验光仪 MPE：±（0.25~0.50）m
-1
 1 年 JJG 892 检定 

焦度计 MPE：±（0.06~0.25）m
-1
 1 年 JJG 580 检定 

验光镜片箱 MPE：±（0.03~0.18）m
-1
 2 年 JJG 579 检定 

角膜曲率计 MPE：±（0.13~0.25）m
-1
 1 年 JJG 1011 检定 

综合验光仪(含视力表) MPE：±（0.06~0.25）m
-1
 1 年 JJG 1097 检定 

瞳距仪 MPE：± 0.5mm 1 年或建议校准间隔期 JJG 952 检定或校准 

厚度表 MPE：± 0.03mm 建议校准间隔期 JJF 1255 校准 

游标卡尺 MPE：± 0.03mm 1 年或建议校准间隔期 JJG 30 检定或校准 

直尺 MPE：± 0.10mm 1 年或建议校准间隔期 JJG 1 检定或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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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测量仪器配备可根据具体使用情况选配下列内容： 

——检影镜； 

——光学生物测量仪； 

——自动多功能屈光分析仪； 

——自动多功能综合检眼仪； 

——裂隙灯。 

6.2 管理 

6.2.1 台账和档案 

6.2.1.1 眼镜制配场所应建立计量器具台帐（表式见附录 A）。台账应包括下列内容：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不确定度或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 

——测量范围； 

——生产厂家； 

——出厂编号； 

——检定周期或校准间隔期； 

——检定或校准日期； 

——有效期； 

——状态标识。 

6.2.1.2 眼镜制配场所应建立计量器具档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使用说明书； 

——出厂合格证书； 

——连续周期的检定或校准证书及计量器具符合性评定记录； 

——维护保养记录； 

——维修记录。 

6.2.2 计量检定或校准 

6.2.2.1 眼镜制配场所应制定计量器具检定或校准计划，实行定期检定或校准。其量值溯源方式应遵

守相关计量法律法规或技术文件的规定。 

6.2.2.2 使用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必须依据法律规定申请周期检定。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申请（预

约）工作均须在中国电子质量监督（e-CQS）公共服务门户上开展。计量管理人员应提前登陆网址

（http://psp.e-cqs.cn）进行注册、申报、预约周期检定。 

6.2.2.3 使用不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应委托具备开展计量检定或校准资质的计量技术机构实施

检定或校准。使用校准方式溯源的计量器具，需对计量器具的计量特性进行符合性评定（见附录 B）。 

6.2.2.4 若该计量器具无法实施检定或校准的，可通过比对实现量值溯源。 

6.2.3 计量标识管理 

6.2.3.1 在用计量器具应在指定的明显位置，粘贴与计量器具台帐出厂编号对应的彩色标识，表明计

量器具的检定或校准状态、有效期、检定或校准单位，便于识别，以备查验和管理。 

6.2.3.2 计量器具状态标识管理应包括下列内容： 

——合格证（绿色），计量检定合格或校准经计量器具符合性评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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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用证（黄色），经比对溯源的；计量器具的计量特性经计量器具符合性评定符合预期使用要

求； 

——停用证（红色），损坏、异常情况；计量检定不合格、校准经计量器具符合性评定无效的；超

过周期的；暂不使用的。 

6.3 使用 

6.3.1 计量器具使用应符合： 

——在用计量器具应处于有效的检定或校准状态，确认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方可投入使用； 

——计量器具应由经上岗培训合格、经场所授权的人员使用； 

——计量器具应在受控或已知满足需要的测量环境（温度、光照度、视距）中使用，确保测量结果

有效性不受环境因素影响。应将不相容的相邻测量区域进行有效隔离，防止相互影响或干扰。 

6.3.2 测量作业与测量记录应符合： 

——应根据有关国家标准和计量器具使用说明书制定计量器具使用作业指导书（如焦度计、验光仪、

综合验光仪），并依据作业指导书进行测量，测量结果应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并予以记录； 

——计量器具使用作业指导书宜包含环境要求、计量器具、测量项目、操作方法、测量要求、测量

记录及保存方式。作业指导书应保持有效版本并易于人员取阅； 

——应制定测量原始记录格式，每份记录应包含测量环境信息；应规定原始记录的保存期限不少于

3年； 

——测量数据、计算和结果应在产生当时予以记录（或计算机自动生成记录并保存）。记录中应有

测量人员的签字或标识。 

6.4 维护或维修 

计量器具维护或维修应包括下列内容： 

——应制定计量器具的存放、维护、自校、维修、报废的管理制度； 

——计量器具应按照管理制度进行存放、维护、维修、报废的程序，并做好有关记录； 

——计量器具应按照管理制度定期进行自校程序，做好自校记录；发现异常、可疑情况，应当及时

排查原因，重新申请检定或校准，确认合格后再投入使用； 

——计量器具应按照管理制度进行维护或维修、更新，对性能不稳定、示值不准确、故障率高的计

量器具进行更新，保证在用计量器具量值的准确可靠。 

7 诚信计量 

7.1 眼镜制配场所应建立诚信计量承诺制度，并在场所显著位置粘贴“诚信计量承诺书”，公开向消

费者做出诚信计量方面的承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7.2 眼镜制配场所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应履行承诺，定期检查和评价诚信计量公开承诺的履行情况。应

当对违反诚信计量承诺的各类行为做出相应的改正规定。 

7.3 眼镜制配场所应当建立计量投诉的程序，并指定专人负责计量投诉的受理、处理工作。应公开投

诉受理电话、设立投诉意见箱，并保存投诉受理、处理记录。 

7.4 眼镜制配场所应当在场所的显著位置将在用的、国家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的强制检定信息以

适当的方式（如：张贴计量器具检定证书）予以公示，方便消费者知晓。 

7.5 眼镜制配场所应制定客户满意度调查程序，收集客户需求是否满意的信息，包括服务质量、服务

态度、技术能力、改进措施等，以完善、持续改进诚信计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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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眼镜制配场所计量器具台帐参考格式 

表A.1给出了眼镜制配场所计量器具台账的参考格式。 

表 A.1  计量器具台帐 

使用单位：                                                   制作人：                  

序

号 

计量器

具名称 

型号 

规格 

不确定度/准

确度等级/最

大允许误差 

测量

范围 

生 产

厂家 

出厂

编号 

启用

日期 

保 管

人员 

检 定 周

期/校准

间隔 

检定/校

准日期 

有

效

期 

标识状态

（合格 /

准用 /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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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测量仪器示值误差符合性评定的基本要求 

计量确认：为确保测量设备处于满足预期使用要求的状态所需要的一组操作。 

注： 

1 计量确认通常包括：校准和验证、各种必要的调整或维修及随后的再校准、与设备预期使用的计

量要求相比较以及所要求的封印和标签。 

2 只有测量设备已被证实适合于预期使用并形成文件，计量确认才算完成。 

3 预期使用要求包括：测量范围、分辨力、最大允许误差等。 
4 计量要求通常与产品要求不同，并不在产品要求中规定。 
[来源：JJF 1001-2011，9.56] 
校准溯源计量器具或计量工作所用量程符合使用要求计量器具，需进行测量仪器特性评定。对测量

仪器特性进行符合性评定时，若评定示值误差的不确定度满足下面要求，则可不考虑示值误差评定的测

量不确定度的影响。 

    评定示值误差的不确定度 95U 与被评定测量仪器的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MPEV之比，应小于或等于

1:3，即 95U ≤
3
1
·MPEV，被评定测量仪器的示值误差Δ在其最大允许误差限内时，可判为合格，即

max
∆ ≤MPEV为合格。被评定测量仪器的示值误差Δ超出其最大允许误差限时，可判为不合格，即

max
∆ >MPEV为不合格。在一定情况下，评定示值误差的不确定度 95U ，可取包含因子k =2的扩展不确

定度U 代替。 

[来源：JJF 1094-2002，5.3.1.4] 

例：用一套瞳距仪校准装置，对瞳距仪测量范围（55~75）mm的65mm标称瞳距值进行校准，校准结

果是被校瞳距仪的示值误差为0.3mm，需评定被校瞳距仪标称瞳距值65mm示值误差是否合格。 

查看校准证书，被校瞳距仪标称瞳距值65mm的扩展不确定度U=0.16mm，k=2。根据要求，被校瞳距

仪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5mm，则满足U≤
3
1
·MPEV的要求。且被校瞳距仪的示值误差（0.3mm）小于最

大允许误差（0.5mm），所有评定被校瞳距仪为合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前  言
	眼镜制配计量管理规范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计量管理 metrological management
	3.2
	计量器具 measuring instrument
	3.3
	检定 verification
	3.4
	校准 calibration
	3.5
	比对 comparison

	4　 人员要求
	4.1　 眼镜制配场所应明确专人为计量管理工作的负责人，并明确职责。
	负责人的职责应包括下列内容：
	4.2　 眼镜制配场所应根据工作需要至少配备一名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并明确职责。
	4.2.1　 计量管理人员应掌握从事岗位所需的计量基础、制配基础和相关计量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相关能力要求，授权上岗。
	4.2.2　 计量管理人员的职责应包括下列内容：


	5　 制度文件与控制
	5.1　 制度文件
	5.1.1　 眼镜制配场所应建立计量管理制度，并保持和持续改进其有效性。管理制度应形成文件，并传达至有关人员，被其理解、获取和执行。
	5.1.2　 计量管理制度应包括下列内容：
	5.1.3　 眼镜制配场所应建立相关计量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文件档案，包括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培训证明、授权或资格确认文件、取得的资格证书、论文专利等，并保证信息的完整性、有效性。

	5.2　 文件控制
	5.2.1　 眼镜制配场所应对计量管理体系所要求的文件（含内部和外部）进行有效控制，包括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产品标准、计量检定规程、计量管理制度、制造商的说明书、作业指导书、记录格式等。
	5.2.2　 计量文件控制可包括下列内容：


	6　 计量器具
	6.1　 配备
	6.1.1　 眼镜制配场所应按计量管理和工作场所所需的要求，合理配备计量器具。计量器具可配备以下一种或几种：
	6.1.2　 所配备计量器具的最大允许误差、检定周期或校准间隔期等要求应符合表1规定。
	6.1.3　 测量仪器配备可根据具体使用情况选配下列内容：

	6.2　 管理
	6.2.1　 台账和档案
	6.2.1.1　 眼镜制配场所应建立计量器具台帐（表式见附录A）。台账应包括下列内容：
	6.2.1.2　 眼镜制配场所应建立计量器具档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6.2.2　 计量检定或校准
	6.2.2.1　 眼镜制配场所应制定计量器具检定或校准计划，实行定期检定或校准。其量值溯源方式应遵守相关计量法律法规或技术文件的规定。
	6.2.2.2　 使用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必须依据法律规定申请周期检定。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申请（预约）工作均须在中国电子质量监督（e-CQS）公共服务门户上开展。计量管理人员应提前登陆网址（http://psp.e-cqs.cn）进行注册、申报、预约周期检定。
	6.2.2.3　 使用不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应委托具备开展计量检定或校准资质的计量技术机构实施检定或校准。使用校准方式溯源的计量器具，需对计量器具的计量特性进行符合性评定（见附录B）。
	6.2.2.4　 若该计量器具无法实施检定或校准的，可通过比对实现量值溯源。

	6.2.3　 计量标识管理
	6.2.3.1　 在用计量器具应在指定的明显位置，粘贴与计量器具台帐出厂编号对应的彩色标识，表明计量器具的检定或校准状态、有效期、检定或校准单位，便于识别，以备查验和管理。
	6.2.3.2　 计量器具状态标识管理应包括下列内容：


	6.3　 使用
	6.3.1　 计量器具使用应符合：
	6.3.2　 测量作业与测量记录应符合：

	6.4　 维护或维修
	计量器具维护或维修应包括下列内容：


	7　 诚信计量
	7.1　 眼镜制配场所应建立诚信计量承诺制度，并在场所显著位置粘贴“诚信计量承诺书”，公开向消费者做出诚信计量方面的承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7.2　 眼镜制配场所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应履行承诺，定期检查和评价诚信计量公开承诺的履行情况。应当对违反诚信计量承诺的各类行为做出相应的改正规定。
	7.3　 眼镜制配场所应当建立计量投诉的程序，并指定专人负责计量投诉的受理、处理工作。应公开投诉受理电话、设立投诉意见箱，并保存投诉受理、处理记录。
	7.4　 眼镜制配场所应当在场所的显著位置将在用的、国家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的强制检定信息以适当的方式（如：张贴计量器具检定证书）予以公示，方便消费者知晓。
	7.5　 眼镜制配场所应制定客户满意度调查程序，收集客户需求是否满意的信息，包括服务质量、服务态度、技术能力、改进措施等，以完善、持续改进诚信计量管理体系。


	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眼镜制配场所计量器具台帐参考格式
	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测量仪器示值误差符合性评定的基本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