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威市 2020 年车用汽油车用柴油

质量市级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WZJ/JX04-2020

车用汽油 车用柴油

武威市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

附件：



- 2 -

1 抽检范围

本次成品油质量市级监督抽查在武威市辖区范围内进行，重点抽查高

速公路、国道、省道、城乡各加油站。

本细则包括产品种、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

理。

2 产品种类

车用汽油（89号、92 号、95 号、98 号）；

车用柴油（5 号、0 号、-10 号、-20 号）。

3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B17930-2016 车用汽油（Ⅵ）

GB19147-2016 车用柴油（Ⅵ）

GB/T260 石油产品水分测定法

GB/T261 闪点的测定 宾斯基-马丁闭口杯法

GB/T510 石油产品凝点测定法

GB/T511 石油和石油产品及添加剂机械杂质测定法

GB/T4756 石油液体手工取样法

GB/T 6536 石油产品常压蒸馏特性测定法

SH/T0248 柴油和民用取暖油冷滤点测定法

SH/T0689 轻质烃及发动机燃料和其它油品的总硫含量测定法

(紫外荧光法)

4 抽样

4.1 抽样规格型号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规格型号、同一批次的产品。

4.2 抽样方法和数量

4.2.1 在受检单位的成品库或市场待销产品的成品罐抽样时，取样方法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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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756 规定执行。取 4L为样本，其中检验样品 2L，备用样品 2L，盛

装在合适的容器中。盛装石油产品所用的容器，必须完整、清洁、不漏、

经检查符合要求后，方能使用。

4.2.2 在加油站抽样时，直接从加油机油枪直接取样，取样数量和容器要

求与成品罐抽样时相同。

4.3 样品

4.3.1 封样

对抽取的样品，在封条上分别注明 “检验样品”与 “备用样品”，

当场对样品的桶口或瓶口密封。应有相应的防拆封措施，并保证封条在运

输过程中不会破损。封条上至少要有产品名称以及牌号、抽样日期、抽样

人和被抽查企业代表签字以及抽样单位等相关信息。抽取的样品应包装

好，由抽样人员和被抽查企业有关人员在封样单上签名后，将封样单展开

粘贴于已包装样品封口处。

4.3.2 样品保存

抽取并签封好的样品必须保存在室温的环境中。运送时应防止剧烈碰

撞、损坏样品容器。样品应贮存在于干燥、阴凉，远离热源。

4.3.3 抽样单位将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全部送承检单位。

4.4 抽样原则

4.4.1 抽样基数和数量必须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且具有代表性。随意加

大样品数量一律视为违规抽样。监督性抽检对象的确定应采取“双随机方

式”。

4.4.2 抽样实行严格的抽检分离原则，抽样人员不能参与样品的检验。

4.4.3 同一加油站最多抽取 2 批次样品，具体产品按照简单随机的方式确

定，抽取的样品应为企业自检合格或已在市场上销售的近期生产的产品。

4.4.4 在油库及配送中心抽取 2个品种的样品。

4.5 样品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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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抽取的样品按运输条件包装好，由抽样单位通过合适的途径送达承

检机构，运输时严防雨淋、日晒、受潮。装卸时轻搬轻放，严禁掷抛。

4.5.2 车用汽油样品取样时应避光。

4.5.3 备用样品应该贮存在阴凉、干燥、安全、避光处，在整个保存期间

应保证签封完整无损。

4.5.4 检验工作结束后，对于检验合格的样品留样期为检验工作完成，出

具检验报告后 3 个月；检验不合格的样品留样期为检验工作完成，出具检

验报告后 6 个月.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样品，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行政程

序的实际需要保留至规定期限。

4.6 抽样单

4.6.1 应按有关规定使用统一制式的抽样单。在填写抽样单的过程中，记

录受检单位油品种类和企业相关信息，如实记录抽样地点，方法、抽样数

量、抽样基数和封样状态。抽样单必须经抽样双方工作人员确认，并签字

及加盖公章。《产品质量抽查/复查抽样单》一式 3 联，第一联交承检机构

留存，第二联随同样品交受检单位，第三联交市市场监管局，作为被抽样

检验的依据。

4.6.2 抽样人员必须在抽样单上填写抽取产品的牌号，在备注栏中标明抽

样地点（xx号加油机 xx 号加油枪或 xx号油品储罐等）。

4.6.3 在流通领域抽样时，抽样机构应按经销企业提供的信息，填写抽样

单，由经销企业签字盖章确认。条件具备时，经销企业还要提供所抽样品

的生产企业信息并盖章确认。

如有任何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都应在抽样单的备注栏中注明。

4.7 现场取证

对抽检样品状态、其他可能影响抽检结果的情形，应采取拍照或录像

等方式进行现场取证，由承检单位保存，并将照片或录像保留 24个月。

4.7.1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或照片；

4.7.2 抽样人员从加油机取样照片，应包含有抽样人员和加油机编号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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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枪编号信息；

4.7.3 抽样完毕后，所封样品码放整齐后的外观照片和封条近照（正反面）；

4.7.4 抽样人员和受检企业人员签字确认的照片。

4.7.5 如果抽样基数难以确认等问题，可以通过查阅账册和票据予以确认。

4.8 购样付费要求

4.8.1 购买样品的数量应符合检验的合理需要，包含检验和备用样品所需

的数量。

4.8.2 产品抽样检验所需的样品买样费按产品的出厂价核算。

4.8.3 样品购买时，抽样人员应出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样品购置费告知书》

和填写《产品抽样检验样品购买单》，购买单中注明购买样品数量、金额

及提供发票情况，按照下列不同情形填写购买单：

（1）受检企业现场提供发票的，发票上填写受检企业名称、样品名称、

数量和金额等内容，抽样人员按照发票金额当场支付抽检样品买样费，经

受检企业签章确认，并在《购买单》中注明。

（2）受检企业现场未提供发票的，请企业 15日内凭发票领取买样费，

抽样人员在《购买单》中注明领取买样费的地址、联系人和联系电话。（企

业因特殊原因不能于 15日内提供发票，经说明可延长至 3 个月内提供发

票，并在《购买单》备注栏中注明）

（3）受检企业因抽检样品金额少、数量少、样品价格无法核定及无法

提供发票等情况的或自愿无偿提供样品的，请企业在《购买单》中写明原

因，并签名确认。

（4）受检企业逾期未凭发票至抽样单位领取买样费，视作企业自愿无

偿提供样品。

5.工作要求

5.1 抽样实行严格的抽检分离原则，抽样人员不能参与样品的检验。

5.2 抽样单中信息填写要求真实、准确、完整，不应漏填，字迹应工整、

清晰可辨。抽样单必须经企业签字、盖章确认。

6、检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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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车用汽油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1要求

表 1 车用汽油检验项目

序号 产品标准 检验项目 指标要求 试验方法

1

《车用汽油》

GB17930-2016

（Ⅵ）

馏程/℃

10%馏分： 不高于 70

50%馏分： 不高于 110

90%馏分： 不高于 190

终馏点： 不高于 205

残留量（体积分数）： 不大于 2%

GB/T 6536

2 水溶性酸或碱 无 GB/T 259

3 机械杂质及水分 无
目测

GB/T260

4 硫含量（mg/kg） 不大于 10 SH/T0689

6.2 车用柴油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2要求

表 2 车用柴油检验项目

序号 产品标准 检验项目
指标要求

试验方法
5 号 0 号 -10 号 -20 号 -35 号 -50 号

1

《车用柴油》

GB19147-2016

（Ⅵ）

馏程/℃

50%馏分： 不高于 300

90%馏分： 不高于 335

95%馏分： 不高于 365

GB/T 6536

2 凝点/℃ 不高于 5 0 -10 -20 -35 -50 GB/T 510

3 冷滤点/℃ 不高于 8 4 -5 -14 -29 -44 SH/T 0248

4 闪点（闭口）/℃ 不低于 60 60 60 50 45 45 GB/T 261

5 水分（体积分数）/% 不大于 痕迹 GB/T 260

6 硫含量（mg/kg） 不大于 10 SH/T0689

6.3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

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

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

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7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细则的规定时，判定为被抽查产品合格;

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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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异议处理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8.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

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8.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指

定检验机构应当按本细则对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

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