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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机遇  趁势发展

— 检测机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鄢国强
2012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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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行业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

社会信息化

企业巨型化

技术变革日新月异——智能化
 

集成化

数字化
 

绿色化

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发达国家升级并转移

发展中国家接纳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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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纲要》

二○一二年二月六日国务院发布《质量发展纲要
 （2011-2020年）》。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质量

 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七、夯实质量发展基础

 （五）加快检验检测技术保障体系建设。推进技术机构资源整合，优化

 检验检测资源配置，建设检测资源共享平台，完善食品、农产品质量快

 速检验检测手段，提高检验检测能力。加强政府实验室和检测机构建

 设，对涉及国计民生的产品质量安全实施有效监督。建立健全科学、公

 正、权威的第三方检验检测体系，鼓励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技术机构平等

 参与市场竞争。对技术机构进行分类指导和监管，规范检验检测行为，

 促进技术机构完善内部管理和激励机制，提高检验检测质量和服务水

 平，提升社会公信力。支持技术机构实施“走出去”战略，创建国际一流

 技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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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6 提升检验检测能力
01 检测仪器装备研发

 加大检验检测技术和检测装备的研发力度，推进重点仪器、关键检测设备

 的国产化进程，加快快速检测仪器设备、方法的筛选、推广和应用。
02 检测机构建设

 推进实验室国际互认，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重

 点实验室和型式评价实验室，形成专业齐全、布局合理的地方和区域中心实验

 室格局。
03 检测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加强产业聚集地区公共检验检测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提高对中小企业检测

 的便利化服务能力。
04 检验检疫能力建设

 增强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和实施能力，加强出入境疫病疫情监控和进出口

 商品检验技术能力建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出口加工

 区，建设一批面向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售后服务全过程的公共检测技术服务

 平台。构建一批具有自主品牌的专业实验室检测联盟。
05 重点专项

 开展提升食品质量安全检测和风险监测能力专项建设、重点产业产品和工

 程质量检测体系专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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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质量品牌建设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启动“工业质量品牌
 建设年”活动

首批“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
 室”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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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确定（国发[2010]32号文）
(一)节能环保产业，包括工业节能、建筑节能、污水处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弃物处理等。重点开发推广高效节

 
能技术装备及产品，实现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突破，带动能效整体水平的提高。加快资源循环利用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

 
产业化示范，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和再制造产业化水平。示范推广先进环保技术装备及产品，提升污染防治水平。

 
推进市场化节能环保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建立以先进技术为支撑的废旧商品回收利用体系，积极推进煤炭清洁利用、

 
海水综合利用。

(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包括下一代通信网络、物联网、云计算、三网融合、新型平板显示、高性能集成电路和高

 
端软件等。加快建设宽带、泛在、融合、安全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推动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核心设备和

 
智能终端的研发及产业化，加快推进三网融合，促进物联网、云计算的研发和示范应用。着力发展集成电路、新型显

 
示、高端软件、高端服务器等核心基础产业。提升软件服务、网络增值服务等信息服务能力，加快重要基础设施智能

 
化改造。大力发展数字虚拟等技术，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三)生物产业，包括生物医药和生物农业等。大力发展用于重大疾病防治的生物技术药物、新型疫苗和诊断试剂、化

 
学药物、现代中药等创新药物大品种，提升生物医药产业水平。加快先进医疗设备、医用材料等生物医学工程产品的

 
研发和产业化，促进规模化发展。着力培育生物育种产业，积极推广绿色农用生物产品，促进生物农业加快发展。推

 
进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开发、示范与应用。加快海洋生物技术及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
(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包括高速铁路、大型飞机、导航卫星、海洋工程设备等。重点发展以干支线飞机和通用飞机

 
为主的航空装备，做大做强航空产业。积极推进空间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卫星及其应用产业发展。依托客运专线和城

 
市轨道交通等重点工程建设，大力发展轨道交通装备。面向海洋资源开发，大力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强化基础配套能

 
力，积极发展以数字化、柔性化及系统集成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制造装备。
(五)新能源产业，包括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和核聚变能等的发现和应用。积极研发新一代核能

 
技术和先进反应堆，发展核能产业。加快太阳能热利用技术推广应用，开拓多元化的太阳能光伏光热发电市场。提高

 
风电技术装备水平，有序推进风电规模化发展，加快适应新能源发展的智能电网及运行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开发利用

 
生物质能。

(六)新材料产业。大力发展稀土功能材料、高性能膜材料、特种玻璃、功能陶瓷、半导体照明材料等新型功能材料。

 
积极发展高品质特殊钢、新型合金材料、工程塑料等先进结构材料。提升碳纤维、芳纶、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等高

 
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发展水平。开展纳米、超导、智能等共性基础材料研究。

(七)新能源汽车产业，包括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等。着力突破动力电池、驱动电机和电子控制领

 
域关键核心技术，推进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同时，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相关前沿技术

 
研发，大力推进高能效、低排放节能汽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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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推动

药物胶囊

紫砂壶

无油烟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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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作用

机械制造业四要素

设计是灵魂、
材料是基础、
工艺是关键、
测试是保证。

材料要先行且要工程化。
—— 师昌绪院士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材料分会

三十周年纪念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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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店

SGS，瑞士通用公证行，创建于1878年，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资格最老的民间第三方从事产品质量控
 制和技术鉴定的跨国公司。其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
 瓦，在世界各地设有1250多家分支机构和专业实验
 室和 64000多名员工（包括科研人员，工程师，博

 士，化学家，审核员和检验员等），在全球143个
 国家开展检验、鉴定、测试和认证服务。

TÜV，德国莱茵是一家国际领先的技术服务供应
 商。自1872年在科隆成立以来，集团已在61个国家

 和地区的500个服务网络拥有超过14,500名员工，年
 总收益达13亿欧元。我们的目标是为解决人类、环
 境和科技互动过程中出现的挑战开发安全持续的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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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店

Intertek（天祥），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消费品测试、检
 验和认证公司之一，127年来，以其公认的专业、质量和诚
 信享誉全球。目前已在全球100个国家拥有1000多个办事处
 及实验室，共有超过26,000名全职专业人员，致力于服务全
 球客户，为各行各业的客户提供全面的测试、检验、认证

 及各类产品的其他相关服务。截至2010年3月，Intertek集团
 总市值约为26亿英镑，2009年财政年度总收入为12.4亿英

 镑。

Bureau Veritas，必维国际检验集团，自1828年成立以来，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一直不断地打造专业技能，帮助客户满

 足质量、健康与安全、环境和社会责任领域内的相关标准
 与法规要求。必维国际检验集团拥有多领域技能，包括检
 验、测试、审核、认证、船舶入级，以及与这些业务相关
 的技术支持、培训与外包。在全世界设有900多个办公室，
 330个实验室，员工总数48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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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新经济

CTI华测检测（英文：Centre Testing International）是一
 家总部位于深圳市的第三方检测验证公司，成立于

 2003年，2009年10月，成功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成
 为中国检测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300012。
上海SGS从事检测的人员2700人，2011年实现检测收

 入约11亿元人民币。
上海SCT从事检测人员约70人，2011年实现检测收入

 约4200万人民币。

在转制院所检测部门基本上成为其利润贡献的主要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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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挑战

国际制造业及跨国集团向我国产业转移

社会质量意识的不断提高

合格评定制度的不断完善

政府职能的转变

国际交流、接轨机会的增加

2005年起，检测市场开放，国外机构参与竞争

国内检测市场主体成分多元化

检测机构风险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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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市场需要什么

符合目的
准确
精确
定性的/定量的
一致的
可以依据其作出决定
以适当的形式提供
供给准时
最小成本和消耗下取得
可获取的/可溯源的
有效的
可重复的
可再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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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检测原则

检测结果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不仅关系到成
 本，而且还对增加产量、有效利用资产和提高
 声誉有很大影响。选定有效检测的原则如下：

检测方法应满足给定的目标；

采用正确的方法和设备；

检测人员既要有资格又要有能力承担检测任务；

应对实验室的技术水平进行定期的评估；

无论在何处进行检测结果都要一致（可再现）；

应有QC和QA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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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质量保证之路

实验室的机构设置、责任和权力委派
领导能力、激励和监督
创立有活力的团队
给出时间表和阶段性任务指标
程序、作业指导书和表格的文件化
测试方法的选择、制定和批准生效
设备的选择、管理和校准
设施和环境的控制
消耗品和参考标准的控制
内部和外部质量控制
样品的接受、标识、处理和存储
审核和管理评审以及随后的改进
请求并持续获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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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进

提高客户的满意程度

人员培训更加简化和一致

错误率越来越低，成本降低

客户越来越多

利润越来越丰

增加员工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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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要体现整体性

检测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所以质量控制
 必须覆盖整个检测过程。对于做实验室工作的人
 来说，采样环节经常是由别人完成的，所以国家
 规定了很多的采样规范。实验室严肃地表明“本

 分析结果只对送检样品负责”实际上就是对质量
 控制整体性的理解。这种整体性的含义也提醒我

 们，当出现质量失控的状况，你要考虑改进的细
 节也必须覆盖所有检测过程，才能提出行之有效
 的质量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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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统计技术

质量控制中技术含量较高的地方就是统计原理的
 灵活运用。

判断在控和失控都基于数据的统计属性，其核心
 是正态分布。面对质量控制图上不断增加的质控
 物数据，就是判断这些堆积的数据是否是符合正
 态分布的。如果是正态分布就认为是在控的。

控制图以2S、3S作为判断的基准，正是基于小概
 率事件是不应该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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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表述

M+N

正确度
溯源性

精密度
不确定度

准确度

GB/T 6379-2004
ISO 5725:1994，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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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材料服役性能的检测

在实际服役状态或模拟服役条件下对材料性能的检测。其
 结果对产品设计、失效分析和寿命评估等至关重要，我国
 许多重大产业的技术概念、设计源头、主要图纸和标准、
 重大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发达国家，原因之一是对材料服役
 性能的测试和研究明显不足。常见机械工业材料的服役性
 能测试至少要考虑以下方面：

1．服役环境条件下的测试：周围温度、压力、介质、电化学
 特性等参数。如核电在高温高压水中、海洋钢结构在海水/ 

海洋气氛中；
2．服役力学条件：考虑实际承受的应力，包括残余应力、交

 变载荷、裂纹等缺陷的存在；
3．针对全寿命的长时间试验和加速试验：考虑实际构件在全

 寿命服役期的损害过程，进行长时间试验并考虑加速试
 验，并对加速效应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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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尺寸检测

通过开展实物检测，积累大量实验数据，为
 重大工程提供前瞻性服务。

韩国针对风力发电机叶片和飞机

 机翼进行全尺寸性能试验的现场



23

关注检测过程的微细环节

借助高速摄影观测子弹高速击中物体的过程

借助高倍扫描电子显微镜或透射电子显微镜
 观测材料变形的微观细节，如位错运动、裂
 纹萌生扩展及其与宏观性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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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变化

室内检测----现场检测

样品检测----实物检测

离线检测----在线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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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预测

集约化

专业化

市场化

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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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业长青

三大基石

– 管理是基础

– 能力是保障

– 人员是关键

三种意识

– 责任意识

– 服务意识

– 公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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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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