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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材料的现状、问题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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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问题是关键 

      根据有关资料，我国关键新材料的自给率只有14%。新材料
是高端制造业的基础，也涉及国防，因此必须得到健康发展。 

《光明日报》 2013-04-19第01版《师昌绪：献身科学 让祖国强大起来》 

       事实上，如今的中国，已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着全球一半的钢铁、
60%的水泥、25%以上的汽车……可以说是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 
       然而中国工业大而不强，始终是令人痛心的一点。 

中国“卡脖子”的领域，一大半是材料问题 
       近年来，中国在科研领域的发展很快，但中国科技被“卡脖子”的领域，
一大半都是材料问题，这说明中国材料工业水平确实还很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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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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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脖子”技术产品和目前领先甚至垄断的国家： 

1、高端显示屏OLED生产设备真空蒸镀机（日本）  
——中国平板显示已经做到了全球第一，差距在上游核心生产设备  
2、“液晶屏骨头”微球（日本）  
——中国制造技术先进，但国产原材料不纯影响微球性能  
3、制造液晶显示器用到的ITO靶材（日本、韩国）  
——质量不稳定、材料不过关，从实验室到量产才能突破大尺寸领域  
4、国产大飞机用的航空钢材（美国）  
——还是材料问题，超强度钢纯净度不够  
5、燃料电池膜电极组件关键材料（日本）  
——中国实验室成果达到国际水平，但量产有一致性和成本控制困难  
6、新能源车的“心脏”锂离子电池（美国、日本、韩国）  
——美国强于研发设计，日本强于材料生产，中韩是第二梯队  
7、水下机器人深海油管焊接用的高端焊接电源（北欧）  
——中国是全球最大焊接电源制造基地，差距在深海水下焊接设备和全数字化控制技术  
8、海底观测网系统水下连接器（美国、德国）  
——事关国家安全，中国在实验样机阶段，技术研究起步  
9、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主轴承（德国、瑞典）  
——中国已掌握直径3米的主轴承核心技术，走出实验室仍然是材料、工艺因素制约  
10、机械设备高端轴承钢（美国、瑞典）  
——中国制轴工艺已经达到先进水平，还是材料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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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脖子”技术产品和目前领先甚至垄断的国家： 

11、航空设计软件（法国、美国） 
——中国与国外同时起步，国家需要出台政策鼓励国产软件的开发和使用 
12、高质量消费级电容和电阻（日本） 
——短板还是材料，日本的MLCC产品可以做到1000层，中国产品在300层左右 
13、光刻机（荷兰、日本）光刻机镜头（德国） 
——ASML的镜片是蔡司技术，德国祖传的磨镜手艺，抛光镜片上百年技术积淀；除了镜头，光刻机还要
顶级光源和极致的机械精度（3万个机械件，200多个传感器） 
14、上游高端电子化学品例如LCD用光刻胶（日本） 
——中国能生产，关键指标不够先进拿不到订单 
15、冷冻电镜用的透射式电镜（美国、日本） 
——用于基础科研领域的实验技术，中国起步很早，因市场太小连德国蔡司都放弃了 
16、发现创新药的潜在靶点的利器iCLIP（美国） 
——同样是科研实验技术，2010年诞生的新技术 
17、自研操作系统（美国） 
——PC、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没有国家能成功挑战美国 
18、工业机器人算法、软件（日本、德国、瑞士） 
——差距在底层核心算法 
19、自动驾驶汽车必备的激光雷达（美国）激光雷达芯片例如发射器（德国） 
——国产激光雷达最高40线，国外可做到64甚至128线，高分辨率芯片生产工艺不成熟 
20、航空发动机适航标准（美欧）民用大涵道比发动机（美国、英国） 
——要长期的工业实践和验证技术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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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脖子”技术产品和目前领先甚至垄断的国家： 

21、航空发动机的短舱（美国、法国） 
——安放发动机的舱室、复杂的集成系统，中国处于空白阶段 
22、为高铁钢轨养护整形的仿形铣刀刀盘和刀片（德国、奥地利） 
——需要一种超硬合金材料，中国尚在学徒阶段 
23、高端机床制造核心技术例如数控系统（德国、日本） 
——基础材料科学、工艺、设计上的差距；除了控制器，国产机床的丝杠、导轨、伺服电机、力矩电机、电
主轴、编码器等主要功能部件主要依赖于国外产品 
24、柴油发动机“心脏”电控柴油高压共轨系统（德国、美国和日本） 
——中国可以做，就是差些 
25、高端液压装备的核心元件高压柱塞泵（美国、德国、日本） 
——性能指标上的差距在于材料制造 
26、重型燃气轮机的核心技术（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 
——材料差距例如叶片材料，原因是设备、工匠、工艺的差距；基础研究的积累差距：设计技术、核心的热
端部件制造技术 
27、高端的手机射频器件，高端滤波器、振荡器等射频元件（美国） 
——半导体材料差距大，中国研究做得早，量产化还是问题多：材料的一致性、电性能均匀性 
28、工业仿生机器人触觉传感器（日本） 
——生产工艺，材料纯度不过关，产品的一致性比较差；国内企业大多做气体、温度等类型传感器 
29、高速的（≥25Gbps）光芯片和电芯片（美国） 
——中兴通讯被制裁的用于光通讯领域的光模块，低速的（≤10Gbps）光芯片和电芯片实现了国产 
30、高端CT机探测器（美国、荷兰、德国） 
——探测器制造工艺、材质都是机密，医学成像产业已经被美国专利壁垒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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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统计 

复旦大学学者对中美21个产业（石油能源、手机行业、房地产、飞机制
造、汽车制造、家电行业、通信设备行业、电信运营行业、互联网行业
、电商行业、半导体、钢铁行业、化工行业、工程机械、农用机械、医
疗器械、软件行业、游戏行业、快消品行业、粮油行业、服装行业）发
展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 
• 中国胜的有：能源、家电、通信设备、钢铁、房地产5个

行业； 
• 中国略输的有：电信和游戏； 
• 其余的都差距很大，软件、半导体、医疗器械、农机、快

消品难以望其项背！ 
• 中国的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总体看与美国依然有较大差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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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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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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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分析 

此图由卢柯院士改写 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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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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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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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科研”“轻应用”：中国材料强与弱的矛盾 

• 一方面，我国科研人员近十年来在AM、AFM、AEM、EES、Nano 
Lett、Acs Nano、Nano Energy、Angew Chem、JACS等世界知名
材料领域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不胜数。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恐怕都令任何一个国家感到汗颜，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和德国（
早在2006年我国研究者发表的材料科学论文就早已高于美国）。 

• 可另一方面，我国的材料制造业的地位绝没有达到傲视群雄的地
步。与美国材料制造相比，我们处于总体上的弱势地位。在传统
金属材料上，我们与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传统材料强国间也还有一
定差距。 

在多发论文，发好论文的指挥棒下，我国科研人员更
热衷于研究新奇材料，而这些成果可能几十年内都难
以进行工业应用。我国繁荣的材料研究背后并没有支
撑起相应体量的工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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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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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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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之国 

• 在日本文化中，“匠人”是对一个人的高度评价。 

• 把一件事做到极致，耐得住大半生的寂寞，才能称
得上是“匠人”。 

•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说：“保持孤
独，我才能够不被这些东西左右，逼近事物的本质
，这让我能产生新的点子。”他在挫败和同事的嘲
笑中，一次次尝试，最后开发出蓝色LED技术。 

• 日本自1949年第一次斩获诺贝尔奖以来，累计已有
27位诺贝尔奖得主。 

21/82 



检验检测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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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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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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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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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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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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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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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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选用不适 
(2)    结构设计欠妥 
(3)    制造质量一般 
(4)    安装方式不当 
(5)    检测方法常规 
(6)    人员操作有误 
(7)    维护过程疏漏 
(8)    工况介质复杂 
(9)    外部环境变化 
(10)  失效机理不明 
(11)  防护措施简单 
(12)  管理制度不严 

   失效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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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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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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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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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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认可的策略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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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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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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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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发展概况 

     1. 认可发展概况。获得认可的认证机构195家、实验室11089家、检
验机构632家，获得认可的认证证书123万张，认可评审专家队伍6000余
人。参加多边认可互认范围覆盖全球经济总量96%的经济体，签署双边
认可合作协议覆盖24个国家。 
      2.检验检测发展概况。共有检验检测机构4万余家，从业人员120万人
，共拥有各类仪器设备650万台套，仪器设备资产原值3195亿元；年签发
检验检测报告约5亿份，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000亿元。从业机构数量及市
场规模保持同步增长。 
   3.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围绕“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集约
化、规范化”的发展导向，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基本构建了中国特色
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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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数量 

校准实验室 1378 

检测实验室 9067 

能力验证提供者 86 

标准物质/标准样品生产者 21 

医学实验室 436 

生物安全实验室 92 

实验动物机构 8 

科研实验室 1 

合计 11089 

认可的实验室等机构统计信息 
截至2020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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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2日，已有来自104个经济体的102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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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7/82 



国际认可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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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溯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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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2 

 



仪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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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31日发布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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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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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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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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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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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