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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

按照国际铁路联盟(UIC)规定的定义:“允许速度达到
250km/h的客运专线或允许速度达到200km/h的既有线均可称
之为高速铁路。”

高铁作为一种交通工具，肇始于日本（1964年），发展
于欧洲，格局大变于中国。高铁既没有大家想想的那么广泛
流行，全球高铁总里程也不超过3.5万公里；但也没有大家
想想的那么局限于一隅，目前世界上拥有高铁的国家共有16
个。

德国也是世界高铁大国，二战前毫无疑问德国才是世界
铁路高速化的引领者，他们于1933年创造的时速230公里的
世界纪录直到1955年才被法国（时速331公里）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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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世界各国高铁运营里程（公里）中国占总里程的65%以上

日本新干线2835公里，始于1964年，拥有悠久的高铁
运营经验和最多解决问题的经验;

德国城际高铁3000公里，历经二十载，技术一流; 

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2万公里， 14年火箭式发展
，“后发先至”，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高铁国家，且
具备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能力。

世界高铁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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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越高，上座率越高，边际运输成本越低；
•城市线状连续分布，大大提高了投资效益比。如日本国土狭长，东京-横滨-
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城市可以串联成线，所以拥有世界最强盈利能力。

高铁与国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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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础

项目目标
2016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联

合发布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勾画了新时期“八纵八横”高速铁路
网的宏大蓝图。到2020年我国的高铁预计总里程将达到30000公里，
80%以上的城市可以通高铁。

中国高铁发展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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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时速

项目基础

2010年CRH
380A在京沪
高铁试运营
时速486公里

2011年CRH
380BL 试运
行时速497公
里

2012年中
铁院纯试验
时速530公
里

2014年青
岛纯试验
时速60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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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7日， “复兴号”在京沪高铁开展时速350公里体验运营，9
月21日起京沪高铁缩至4.5小时。“复兴号”实现时速350公里运营，有利于
充分展示和持续保持我国高铁科技创新的领先地位。

“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

高铁运行提速

和谐号-----复兴号
（绳锯木断，水滴穿石，非一日之功！） 8



复合材料，
非金属材料，

铝合金，不锈钢，
结构钢，导电体等

铝合金，结构钢，
耐磨钢，轴承钢等

钢筋水泥，耐磨钢等
（有砟、无砟轨道）

箱体部分

转向架，
构件部分

基础

受电弓 结构钢，导电体等

选
材
用
材
与
检
验
检
测

高铁用材料的现状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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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铝合金和复合材料
不锈钢主要用镍铬奥氏体不锈钢

铝合金比强度高，是目前高速列车车体最理想的材料

牌号：Al-Mg系(如5083合金)、Al-Mg-Si系(如6061, 6063
和6N01合金)和Al-Zn-Mg系合金(如7N01和7003合金)

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是一种轻质高强的新型结构材料，主
要用在航空航天高端领域，用量在快速增加，代表了未来发
展趋势

1. 列车车体材料

高速铁路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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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架的构架是特别重要的高强度部件，关系到整个车辆安全性。

主要用高强度钢制造，要求具有较高的疲劳强度以承受复杂动态载荷。用复合
材料制造构架非常有前途，可以大大降低自重。

2. 高速转向架构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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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是轮轨系统中的核心部件之一，其安全可靠性直接影响到运输安全。高
速列车车轮的杂质含量必须严格控制。在高速列车车轮的研究与开发领域，
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一定差距。

3. 轮—轨系统材料

国
内
外
铁
路
使
用
的
各
种
车
轮

主
要
化
学
成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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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轨是轨道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速铁路的主要特点是曲率半径大、应变速率
高、轴重轻、牵引力大，钢轨的磨耗小但疲劳损伤较突出，因此对钢轨材料要求
较高。
我国钢轨生产企业主要有5家：攀钢、鞍钢、包钢、武钢和邯钢。钢轨材质从880 
MPa级到1300MPa级，已形成系列。采用先进的连铸、万能轧制等生产工艺，均已
具备现代化的钢轨生产能力，可满足生产高速、重载铁路等高档次钢轨的需要。

我国常用钢轨牌号及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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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U75VG和U71MnG钢轨的有害元素与残留元素控制、脱碳层深度、夹杂物等级

、硬度、拉伸性能、断裂韧性、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残余应力、轨端平直度、几何
尺寸和表面质量等性能指标，与法国、奥地利等国同类产品基本处于同一水平，氢
、氧、氮等体含量略优于国外钢轨。

我
国
钢
轨
的
抗
拉
强
度
、
断
后
伸
长

率
和
轨
头
顶
面
硬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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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轴是直接关系到列车运行安全的重要部件之一，它的断裂将导致列车脱轨。
车轴用钢材应具有良好的疲劳强度，若钢材中有宏观和微观缺陷，将造成应力
集中，这些缺陷常常就是裂纹源，因此车轴钢材的冶金质量十分重要。
世界上各主要国家车轴材料的选用不尽相同，一般可分成2 大类，即优质中碳

钢和高强度合金钢。我国在重载、高速列车车轴的研究与开发方面起步较晚，
在某些领域还存在一些空白，与世界一流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国内外主要车轴用钢基本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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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盘

日本以Ni-Cr 合金化方式，采用纯净化技术，研究开发出可用于
275 km/h 的锻钢制动盘，其材料抗拉强度大于等于980 MPa，屈服
强度大于等于870 MPa，伸长率大于等于15％；

德国以Cr-Ni-Mo合金化方式，研究开发出可适用于350 km/h 的
铸钢制动盘，其抗拉强度大于等于1050 MPa，屈服强度大于等于
1000 MPa，伸长率大于等于9％；

我国研制的28CrMoV 锻钢制动盘，在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速客车
上已通过应用考核。

4. 制动摩擦系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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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闸片

粉末冶金闸片

铁基粉末冶金闸片，在高温高负荷下仍有优良的摩擦
性能，机械强度高，可在400 ℃ ~1000 ℃内使用。缺点
是与对偶（如铸铁或钢）具有亲和性，易产生粘着胶合；

铜基粉末冶金闸片的摩擦系数在低速时高、高速时低

，且不增加磨损量，制动性能稳定，对制动盘的热影响小
，磨合性好，虽然成本较高，但仍得到广泛应用。

17



受电弓滑板

碳滑板、金属滑板、浸金属碳滑板和粉末冶金滑板

高强高导接触导线

高速电气化铁道接触线采用的导体合金主要有Cu-Mg
，Cu-Sn，Cu-Ag，Cu-Cd，Cu-Sn-Ag，Cu-Ag-Zr，
Cu-Cr-Zr 及双金属复合材料等。

5. 弓网系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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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对减振和降噪提出了很高要求，以橡胶为主的

减振、 降噪材料和元件，广泛地用于高速列车的防振、

缓冲、隔音、密封、绝缘，以及弹性偶合件和空气橡胶

簧等方面，尤其是减振降噪作用特别显著，是高速列车

的舒适平稳必须的材料。

6. 减震、降噪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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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轨道交通的特点

1、重载或过载，与国外区别较大
2、启动和刹车频繁，惯性力和摩
擦力的影响较大
3、正、反方向行驶，双向受力
4、速度快，振动剧裂
5、转弯和坡道，离心力明显
6、分布区域大，温度差异
7、环境复杂：酸雨，沙尘，潮湿、
闷热，冰雪，低温
8、焊接件多，拘束应力明显，易
致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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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重载是中国铁路发展的主要方向，对其相关轨道交通
材料提出更苛刻的需求。高速铁路材料总的发展趋势是：轻质、
高强，耐腐蚀、抗疲劳、耐磨损、无污染、延长使用寿命。

存在的主要问题：

作为高速与重载列车重要安全部件的基础材料（如车轮、车轴

、轴承等），目前尚未实现国产化。关键材料国产化进程滞后，
过分依靠国外引进技术和产品。

材料成分、组织、使用性能和成型加工的系统深入研究不够，

重要材料的工艺制造装备和产业化水平较低，产品性能和质量有
待进一步提高。

高铁用材趋势与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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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属材料的现状、问题与分析

重点结构材料产业化现状

金属材料 特 征 共148项 所占比例

第一类：完全成熟
产业化材料

工艺稳定，性能可靠数
据齐全 43项 29%

第二类：可以生产
但尚不成熟不能保
障供给的材料

主要技术已了解，关键
技术尚未掌握，产品质
量、稳定性、可靠性不
足

68项 46%

第三类：国内完全
空白的材料

关键技术问题未了解，
还完全不具备产业化条
件

37项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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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

例如：核电用焊接材料；超超临界汽轮机转子、内缸材料；高性能轴承材

料；先进复合材料等。

又如：国内尚无能满足高速运行的受电弓产品。受电弓滑块是关键材料，

通常有碳滑板、金属滑板、浸金属碳滑板和粉末冶金滑板，各国多采用碳

滑板，现在正开发复合材料滑块。国内必须加大开发力度，尽快实现国产

化。

1. 重点工程急需的材料

2. 许多重点产品不能自主研发

国内尚不能生产的占25%，或不能保障供给的占46%，总共达到 71%；可

稳定供应的材料仅占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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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键材料保障能力不足材料质量不稳定，制约了新材料

的推广应用

如核电用钢、高性能管材、船用钢板、铝合金厚板等；

又如钢轨的材料成分，国外钢轨材质纯净，组织均匀，O、S、的含量均很低

，C含量波动< 0.06%；国内钢轨的O、S 含量高，硫化物和氧化物尺寸大，低

倍组织有偏析， C 含量波动在0.10%左右。

4. 可持续发展问题

材料资源利用率低，能耗高，环境污染严重，周期长。 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控

制和节能问题尚没有引起全民的重视。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问题在生产企

业中只有很少企业能实施，如太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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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层面缺乏对新材料从研发到产业化整体布局

 材料从研究发
现到成熟应用
往往需要一个
漫长的材料链。

 我国缺少统筹
管理材料的整
体布局，材料
链中存在“死
谷”，原因是
科研体系各管
一段、重复混
乱不能像三峡
工作从研究一
直抓到产业化。

我国材料发展问题的原因分析

此图由卢柯院士改写 25



 科技力量的部署和资源投入更多地转向前沿新材料探索；

 对投资大见效慢的金属材料特别是国民经济相关重大装备用

材料研究的关注不够，认为传统产业不用支持，造成大量进

口。

2. 科技对重大工程需求金属材料产业的支持不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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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单位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长期处于跟踪状态，

核心基础理论与实际生产的关键技术迟迟得不到突破，原因是

缺乏创新和攻克难关的勇气和毅力，缺乏踏实系统、全面的工

程化技术研究，缺乏新技术实施宽容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一些

单位浮夸欺骗和垄断市场不让强于他们的先进技术进入。

3. 产学研用的体系尚没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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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 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领域，包括欧盟、日本；
• 第三梯队是中低端制造领域，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包括中国；
• 第四梯队主要是资源输出国，包括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拉美等国。

全球制造业已基本形成四级梯队发展格局：

• 第一级，核心，美国。
• 第二级，发达，英国，德国，法国，日本。
• 第三级，登堂入室，芬兰、俄罗斯，意大利，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

，韩国，捷克等中等发达国家。
• 第四级，在大门口，中国，印度，墨西哥，南非等发展中国家。
• 第五级，落后，其余发展中贫穷国家都在此列。

在科技实力的5个级别里，中国的位置在第四级：

“中国制造”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强大，西方工业，也没有衰退到依赖中国

2016年3月，苗圩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全面

解读时指出，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有
根本性改变。要成为制造强国至少要再努力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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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是科技水平和产业成熟的体现，是材料体系完善的主要标志；

 材料产业缺乏自主的完整的材料规范，主要原因是缺乏对材料工

艺中核心关键技术的研究和掌握，难以制定出我国自主材料标准；

 对于进口的材料标准只是套用和转化成国内标准，没有弄清楚国

外标准为什么要那样制订，依样画葫芦是不能指导生产，造成性

能不稳定。加上各引进单位存在所谓“保密问题”，造成重复引

进。

4. 对材料标准问题认识与重视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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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材料生产和消费第一
大国，材料标准却少于美国
和欧洲，且大多数是引进和
照搬的标准，缺乏消化吸收
后转化或自主建立的标准

我国的材料标准中有关安全性
等需要长期工作的几乎没有

我国材料标准与欧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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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之问

2017年8月25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了推动制造强国建设、持续推进经济结构
转型升级座谈会。

“为什么中国批准发放的工业许可
证数量据统计是世界第一，但由中国主
导制定的国际标准却仅占世界的1%？这
一问题必须引起我们认真反思！”

弘扬企业家精神；
精心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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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端高铁关键材料的质量和技术攻关方面，通过对材
料成分配方设计、冶金（合成）轧制、热处理（表面处理）
等控制材料的成分、组织、性能，提高材料综合服役性能；
通过过程控制提高产品质量稳定性，这其中检验检测扮演了
十分重要的角色。

材料各因素间的关系

检验检测助力选材用材

要把对材料测试转到对材料性能控制
32



案例1：冲击试验及ASTM冲击标样

• 冲击试验由于其试验方法简单、检测结果实用，在检测行业应用广泛。
• 冲击试验由于影响因素多、结果离散性大，对冲击试验设备的检定显得尤为重要。

冲击试验检定分为直接检定和间接检定两种
• 直接检定是指由计量单位对冲击试验机的机械结
构进行计量检定

• 间接检定是指通过使用冲击标准块对冲击试验机
的试验结果准确性进行计量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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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T标样校准

• 美标冲击标准ASTM E23中明确规定间接检定所使用的冲击
标准块必须是由美国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研制的。

• 此标准块研制难度和成本都很高，需要一炉炼制1200-3000
件冲击试样，其中200件用于定值确认，当离散性极小才能
成为合格的冲击标准块，个别能量等级由于离散性不符合要
求常年断货。

• 标准块冲击能量分为三个等级，按试验机实际冲击能量范围
选择。

• 上海材料研究所是NIST标准块官方授权经销商
销售联系人：刘宇希
电话：021-55541226

手机：15821910689

邮箱：yxliu@sct.org.cn

能量等级 能量范围
低能量 13-20J

高能量 88-136J

超高能量 176-24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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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击试样的缺口形式对冲击韧性影响非常大，夏比
V形缺口比夏比U形缺口更为尖锐，更能反应材料
及其内部缺陷在动态载荷下的缺口敏感性。

 对于U形试样，进行冲击试验时，其冲击功大部分
消耗于裂纹的形成，而对V形缺口试样，其冲击功
大部分消耗于裂纹的扩展。因此不能够将原标准中
的AKV冲击测试改为AKU冲击测试，这二者是不可
比的，更不应以此来降低标准。

不能用AKU折算成A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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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溶强化

元素
(W,Mo,Co,C

r,V)

沉淀强化
元素

(Al,Ti,Nb,
Ta)

晶界强化
元素

(B,Zr,Mg,
RE……)

其他痕量元素
(Pb,Bi,Te,Tl, 

Ag,Sn,
Se,As)

镍基合金

测试方法研究

姜黄素分光光度法

丁二酮肟重量法

B

Cr

分光光度法

钼蓝光度法测718合金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si

P

硫酸铵氧化亚铁可视滴定法

Ni

案例2：航空用镍基合金痕量元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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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晶镍基高温合金

元素 要求值 测定值 标准/方法 元素 要求值 测定值 标准/方法

C 0-0.05 0.019 ASTM E1019-11 K ≤0.001 <0.001 FAAS

Cr 3-5 4.73 ICP-OES Mg ≤0.001 <0.001 ICP-OES

Co 8-10 9.15 ICP-OES Mn ≤0.01 <0.002 ICP-OES

W 7.0-9.0 8.12 ICP-OES N ≤0.001 <0.001 NHO分析仪

Mo 1-5 2.03 ICP-OES Na ≤0.001 <0.001 FAAS

Al 5-8 5.66 ICP-OES Ag ≤0.0001 0.0000065 ICP-MS

Ta 6-10 7.29 ICP-OES O ≤0.001 0.0005 NHO分析仪

Re 1-4 2.02 ICP-OES P ≤0.001 <0.0005 GB/T 8647.4-2006

Hf 0-0.3 0.107 ICP-OES Pb ≤0.0001 0.000011 ICP-MS

Ni 余量 59.68 HB 5220.23-2008 Pt ≤0.05 <0.002 ICP-OES

Nb ≤1 0.975 ICP-OES As ≤0.0001 0.00011 ICP-MS

Ti ≤0.1 <0.001 ICP-OES S ≤0.0001 0.001 ASTM E1019-11

Ru ≤0.10 <0.005 ICP-OES Sb ≤0.0001 0.0000022 ICP-MS

V ≤0.1 0.018 ICP-OES Se ≤0.0001 0.000033 ICP-MS

Fe ≤0.1 0.017 ICP-OES Si ≤0.01 0.026 GB/T 8647.3-2006

Bi ≤0.00001 <0.00001 ICP-MS Sn ≤0.001 0.000021 ICP-MS

Ca ≤0.005 <0.0003 ICP-OES Te ≤0.0001 0.00034 ICP-MS

Cd ≤0.0001 0.0000001 ICP-MS Th ≤0.0001 / /

Cl ≤0.0001 / / Tl ≤0.00001 0.000022 ICP-MS

Cu ≤0.001 0.0029 ICP-MS Zn ≤0.0001 0.000008 FAAS

B ≤0.001 0.0009 光度法 Zr ≤0.01 <0.002 ICP-OES

Ga ≤0.001 0.0012 ICP-MS Y ≤0.001 <0.0005 ICP-OES

In ≤0.00001 0.0000012 ICP-MS H ≤0.001 0.00005 NHO分析仪

单晶镍基高温合金化学成分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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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石墨烯检测与表征

1 1353.83 10029 93.0562 1.87706e+006 11959.7 1181.85 1461.23

2 1589.48 15022 70.562 1.89884e+006 16442.5 1462.64 1701.06

9 2943.22 787.927 48.961 119436 1094.61 2849.55 2986.88

石墨烯拉曼光谱

•石墨烯是目前发现的最薄、强度最大、导电导热性能最强的一种新型纳米材料，石墨烯被称为“黑金”，号称“新材料
之王”。
•石墨烯常见的粉体生产的方法为机械剥离法、氧化还原法、SiC外延生长法，薄膜生产方法为化学气相沉积法（CVD）。

石墨烯拉曼特征峰，G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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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比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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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原子力图谱

40



• 单层石墨烯有两个典型的拉曼特征峰， 分别为位于1582 cm-1附近

的G峰和位于2700 cm-1左右的2D峰，而对于含有缺陷的石墨烯还会

出现位于1350 cm-1左右的缺陷D峰。

• 理想的单层石墨烯的比表面积能够达到 2630m2/g，石墨烯比表面积

越高，说明石墨烯层数越少，越接近单层。

• 石墨烯的片层大小及厚度影响其比表面积的大小，片径小，层数少

的石墨烯比表面积相对较高，拉曼光谱的Ｇ峰也越强。

• 对于石墨烯材料的测试，拉曼光谱，原子力，比表面积测试三方面

相辅相成，从不同的角度验证石墨烯的品质。

一个物品不同特性结果的相关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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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的概念早在19世纪末就已出现，它是一种基于材料堆积法且不再需要
传统的刀具、夹具和机床就可以打造出任意结构形状的高新制造技术；其集机
械工程、CAD、逆向工程技术、分层制造技术、数控技术、材料科学、激光技术
于一身，可以自动、直接、快速、精确地将设计思想转变为具有一定功能的原
型或直接制造零件。

案例4： 增材制造件检测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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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建模
辅助支撑

设计 分层切片 层片处理 数据导入

层片加工层面堆积热处理表面处理产品

数据处理过程

增材制造过程后处理过程

增材制造基本原理

离散-堆积是增材制造的基本原理，通过利用计算模型设计、分
层切片、辅助设计等技术，利用热源（激光或电子束）或者粘结
剂来逐层固化金属、陶瓷、塑料、沙等，逐层堆积后形成复杂结
构零部件。其原理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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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的标准术语

激光金属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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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钛合金性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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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件

可根据零件的特殊需求对其形状、尺寸、布局进行

更科学的设计。从而极大的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减

轻零件重量、提升零件性能，延长零件使用寿命。

复杂结构件

对于薄壁产品、结构内部有细小流道、后期加工困

难的零件可一次性打印成型，不再构成限制。

订制件
可实现最高程度的原件复制，能够在一周内通过3D

数模或2D照片订制产品。多用于工艺品订制及医疗

植入体订制，从而有效的提高患者的舒适性、可靠

性和关节匹配时间。

金属增材制造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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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率90%,节约昂贵战略材料,降

低成本30%以上。

(3)优化零件结构,减重，减少应力集

中,增加寿命。

• 飞机机翼

• 空间站零部件

重要应用

• 发动机零件

• 无人机

(1)缩短新型航空航天装备的研发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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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劳氏提供增材制造产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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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 Developmen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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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5：失效及失效分析

零件或部件处于下列三种状态之一，就被认为是失效：

（1）完全不能工作时；
（2）仍然可以工作，但已不能令人满意地实现预期的功能时；
（3）受到严重损伤不能可靠而安全地继续使用，必须立即从产

品或装备拆下来进行修理或更换时。

-- 产品丧失规定的功能称为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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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失效的典型模式

摘自《材料质量检测
与分析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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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分析

• 失效分析的结果，不仅是要指出失效的模式、
机理，以及导致失效的主要原因，更要求能提
出避免同类事故重复发生的措施或对策。

• 失效分析不光是技术活动，同时（或者某种意
义上更重要的）也是一种管理活动，特别是对
复杂系统。

为研究失效的原因，确定失效的模式或机理，
并采取补救或预防措施以防失效再度发生而进
行的技术活动和管理活动。



构件名称 失效现象 失效模式 主要失效原因 预防措施

车轮 异常磨损 磨损 踏面未进行表面淬火（回火） 增加表面淬火（回火）

闸瓦 异常磨损 磨损 组分选择不当 避免采用金属丝（屑）

减震弹簧 断裂 疲劳断裂
表层防护油漆脱落，产生点腐蚀
坑，引发疲劳开裂

定期检查表面防护层

车钩 缺陷显示 原材料缺陷 铸造缺陷（焊补） 提高铸造质量

车钩梁 开裂 应力腐蚀
表层防护油漆脱落，焊接残余应
力过大

定期检查表面防护层，降低
焊接残余应力

车架 开裂 疲劳断裂 焊接缺陷，结构不合理 改善结构，提高焊接质量

电机轴承
轴箱轴承
齿箱轴承

滚道表面
剥落

接触疲劳 润滑不良 改善润滑

链条销 断裂 韧性断裂 过载 加强管理，避免失误

中心销轴 断裂 疲劳断裂 结构不合理 改进结构

螺栓 断裂 疲劳断裂 预紧力不足，出现松动 规范装配，定期检查

叶片铆钉 断裂 疲劳断裂 加工缺陷 提高加工质量

电缆 断裂 应力腐蚀 制造缺陷，应力集中 提高制造质量

橡胶弹簧 开裂 疲劳开裂 橡胶老化 定期检查，改进材料

关节轴承 断裂 疲劳断裂 加工缺陷 提高加工质量

联轴器 环状凹坑 缝隙腐蚀 夹杂物级别高 改善材料纯净度

传动齿轮 斑痕 电蚀 电绝缘不良 保证电绝缘良好

车轴 磁痕显示 原材料缺陷 异金属夹渣 控制冶炼方式

轨道交通构件失效模式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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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
（2017年9月5日）

2017年9月12日央视新闻联播：

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质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将质量提升工作又向
前推进了一大步。

《意见》强调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将质量强国战略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加强全面质量监管，全面提升质量水平，加快培育国
际竞争新优势，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质量基础。

基本原则：
——坚持以质量第一为价值导向；
——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和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为根本目的；
——坚持以企业为质量提升主体；
——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途径。

《意见》分六章30个方面对全面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破除质量提升瓶
颈；夯实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改革完善质量发展政策和制度；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等
提出了详细规划和要求。

CNAS认可的策略与地位



国家质量基础（2005年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首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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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变化

——采用基于风险的思维；
——更少的规定性要求；
——对成文信息的要求更加灵活；
——提高了服务行业的适用性；
——更加强调组织环境；
——增强对领导作用的要求；
——更加注重实现预期的过程结果以增强

顾客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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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AS实验室6个认可制度认可规范文件

检测/校准实验室、医学、PTP、RMP、生物安全、法庭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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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机构现状

2017 年 7 月 14 日质检总局、认监委发布“ 2016 年度全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
务业统计信息”

截止 2016 年年底，我国的检验检测机构现在总数已经达到
33235 家，从业人员111.6万人，每年出具检测报告3.5亿份，全行业
拥有实验设备526.6万台套，检测场地6115.4万平方米，资产原值
2597.6亿元。检验检测认证已经列入国家高技术服务业。2016 年，
3 万多家检测机构实现营业收入 2065.11 亿元，较 2015 年增长
14.73%，检验检测市场总额连续 5 年保持 12% 以上的增长，远高
于国家的GDP增长速度。

沪深两市及创业板上市的检测机构已达 40 家，其中华测（
300012）、国检集团（603060）、电科院（300215） 分别是民营
检测企业、国有检测企业和公私合营检测企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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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数量

校准实验室 972

检测实验室 7156

能力验证提供者 58

标准物质/标准样品生产者 14

医学实验室 281

生物安全实验室 74

合计 8555

认可的实验室等机构统计信息
截至2017年8月31日

CNAS认可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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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认可的国际互认

• 实验室认可区域性和国际性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实验室认可工作在各国

的发展和国际间的双边与多边相互承认。

• 截止2017年9月13日，已有来自95个经济体的92 组织成为ILAC协议的签署方。

• 一个签署方认可的实验室出具的数据得到所有其他签署方的承认。

• 推动使用由承认的认可机构认可的实验室。

• 保证出口方的检测、校准和检查报告为进口方所承认，以避免重复性检测、检

查，避免产品不为进口方接受，从而起到真正消除贸易中的技术壁垒的作用

（WTO认为重新检测是重要的贸易壁垒之一） 。



国际认可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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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溯源性很重要

计量溯源性的定义是：“通过文件规定的不间断的校准链，将测量结果与参照对象
联系起来的测量结果的特性，校准链中的每项校准均会引入测量不确定度。”
计量溯源性建立在测量不确定度和由一定等级的参考标准进行的校准这些概念上。

测量结果在国际上的一致性和可比性是

必需的。特别是测量结果的可比性，应该是
一个国际测量系统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系
统中，测量结果才可以被普遍接受。只有测
量结果是溯源到国际公认的参考标准才能保
证这种国际的一致性和可比性。这些参考标
准就是国际单位制（SI），但如果这种溯源

是不可行的，测量结果应可溯源到国际公认
的其他参考标准。

计量溯源性是使测量结果具备世界范围

内的等效性，建立国际信任的要素之一。同
时，可使立法者、监管者、进出口商对测量
结果的等效性建立相互支持的系统，可以显
著的减少因缺乏等效性而造成的技术性贸易
壁垒（TB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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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如何验证

检测实验
室仪器性能的
稳定可靠是分
析数据可靠性
的基础保证，
是数据质量的
重要组成部分
，对实验室内
的仪器实施验
证是确保仪器
性能的重要手
段。

77



78



79

检测方法的确认

• 方法确认

任何对标准方法的偏离，都须确认。

实验室应通过试验方法的检出限、精密度、回收率、适用的
浓度范围和样品基体等特性来对检测方法进行确认。

如可行，实验室应使用有证标准物质(CRMs)评估方法偏差。
使用的有证标准物质应尽可能与样品基体一致。分析物的水平
也应在方法的适用范围内。

当设备、环境变化可能影响检测结果或不满足制造商的要求
时，实验室应对检测方法特性重新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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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结果的质量保证

• 质量控制计划应包括空白分析、重复检测、比对、加标和控制样品的分析，

计划中还应包括内部质量控制频率、规定限值和超出规定限值时采取的措施。

• 如果检测方法中规定了内部质量控制计划和程序，包括规定限值，实验室应

严格执行。如果检测方法中无此类计划，适用时，实验室应采取：空白、实

验室控制样品、加标、重复检测等方法。

• 适用时，实验室应使用控制图监控实验室能力。

• 对于非常规检测项目，应加强内部质量控制措施，必要时进行全面的分析系

统验证。

• 实验室应建立计划，尽可能参加能力验证或实验室间比对以验证其能力，其

频次应与所承担的工作量相匹配。



关注风险管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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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实验室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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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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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白渡桥（1907-2007）

•2007年年底上海市政府收到一封寄自英国一家设计公司的信件。告知说：“外白
渡桥的设计使用年限为一百年，现在已到期，请注意对该桥维修。”，并附图纸。
•光绪32年打下第一根桩，光绪33年（1907年）交付使用，白渡桥是中国第一座全
钢结构桥梁，所有钢材皆从英国进口，由英国人完成整座桥梁的设计和架构。
•1903年8月25日的图纸完好无损，手工绘制，线条工工整整，每一数据不差分毫。

89



90

谢 谢

Tel:  021-51370560;18117303859

E-mail:  gqyan@vip.sina.com

Http://www.gqy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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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所作大会报告中的部分内容；2、参考了其他专家的报告以及大
量的文献及网络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