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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对现代仪器分析方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人

类社会对诸如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也促使分析检测方法向着更加

灵敏、准确、简单、快速的方向发展。 自２００８年第一版《现代仪器分析方法》出版至今，现代仪
器分析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仪器分析方法有了很多的改变

和改进，很多仪器的性能和功能得到了很大提升，而且以快速检测为目的的快检仪器和分析方

法也发展迅速；另一方面，分析检测行业发生了很大变化。 分析检测行业的作用和地位在提

高，国家和社会对分析测试服务的需求也在增加，同时对检测行为规范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国家对测试服务机构的能力评价和监督渐渐纳入常态化。 各种认证的第三方检测实验室和检

测机构的快速发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本书主要考虑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以及仪器分析的发展动态从而对第一版进行了修

订。 本书主要用作研究生教材，分析化学专业或者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都有可能直接从

事分析测试服务工作，或者作为分析测试服务的对象而间接与分析测试打交道。 因此，掌握现

代仪器分析方法和分析检测服务的知识，对于研究生的学业以及今后的工作都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

本书在继承第一版的编写策略，即基础性、前沿性、实用性，以及基本内容和框架的基础

上，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 删除和缩减了比较经典的基础知识，增加了一些具有前途的新技术

和新方法，比如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显微光谱成像、电化学／生物传感器、Ｘ光电子能谱、资质认
定等。 为了适应现代教学要求，本书的篇幅也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更强调其精炼性。

本书共１１章。 第１～３章由杜一平教授编写，第４～５章由张凌怡副教授编写，第６～７章
由吴婷博士编写，第８章由赵红莉副教授编写，第９～１１章由周丽绘高工编写。 杜一平完成全
书的修改和统稿工作。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如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２０１５年５月于上海





自１９８３年以来，朱明华先生编写出版了多种版本的《仪器分析》教材，作为化学、化工及其
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科书，广受读者好评，已经成为《仪器分析》教材的经典之作。 本书作者大

多为朱先生的学生，曾经得到过先生的谆谆教诲。 本书作为化学、化工及其相关专业本科生、

研究生的教材，在继承朱先生主编的《仪器分析》基本内容和编写特点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本

科生、研究生教育的特点，在教材编写的内容取材、深度和广度把握、基础知识和新技术搭配等

方面做了一些改革和探索。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仪器分析领域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很多传统的仪器分析方

法都得到了改进和提高，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仪器分析技术和方法。 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

“眼睛”，仪器分析方法在化学、化工及相关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仪器分析方面的新技术

和新方法对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也非常重要。 研究生是各个专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他们的

研究工作往往处于学科研究的前沿，掌握好仪器分析这一重要工具，对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来说

至关重要。 因此，研究生的教材必须跟上仪器分析的发展，在保证掌握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还

要体现分析化学学科最新发展的理论、技术和方法。 本书根据分析化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特点

和最新发展动向，收录了各种重要的仪器分析方法，既涵盖了仪器分析的基本内容，如传统的

色谱分析、光谱分析、电分析化学等，又加入了目前发展迅速、应用广泛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如

表面分析技术、化学传感器、化学计量学等。 同时在每章中还尽可能开辟一节专门介绍各种仪

器分析领域的最新技术和前沿研究内容。

另外，本书面对的是化学、化工及其相关领域的广大读者群，他们一般并不把仪器分析方

法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作为研究手段。 因此本书特别强调方法的实用性，学以致用。 书中包含

了很多有关仪器分析应用的内容，而且突出讲述了各种仪器分析方法中样品处理和制备的方

法，期望读者能通过学习掌握基本的样品处理和制备方法，以便委托分析检测部门进行样品分

析检测时获得更加准确可靠的数据。

编者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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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是化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它是发展和应用各种方法、仪器和策略，
以获得有关物质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组成和性质的一门科学，是表征和量测的科学。几乎在任
何科学研究领域和生产活动中，只要涉及化学现象，分析化学往往都作为手段参与其中，所以
分析化学被誉为科学研究和生产活动的“眼睛”。仪器分析是分析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
分析化学中仪器分析方法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

１．１! "#$%&'($)

根据各种仪器分析方法的特点，大致可以把仪器分析方法分为光谱分析和波谱分析、电分
析化学、色谱分析、表面分析、热分析等。具体的分类如表１１所示。

表１１　仪器分析方法分类
方法分类 主要方法 所利用的物理或物理化学性质

光谱分析和波谱分析

原子发射光谱、原子荧光 辐射的发射
分子荧光、放射分析法 辐射的发射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辐射的吸收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 辐射的吸收

红外光谱法 辐射的吸收
核磁共振波谱法 辐射的吸收

质谱法 质荷比
比浊法、拉曼光谱法 辐射的散射
折射法、干涉法 辐射的折射

Ｘ射线衍射法、电子衍射法 辐射的衍射
偏振法 辐射的旋转

电分析化学

电位法 电极电位
电导法 电导

极谱法、溶出伏安法 电流电压
库仑分析法 电量

色谱分析

气相色谱法 两相间的分配
液相色谱法 两相间的分配
薄层色谱法 两相间的分配
离子色谱法 离子间相互作用
毛细管电泳 电泳
毛细管电色谱 电泳和两相间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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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方法分类 主要方法 所利用的物理或物理化学性质

表面分析

电子显微镜和电子探针 电子性质
电子能谱法 电子性质

扫描隧道显微镜 隧道效应
原子力显微镜 物体间力

热分析
热导法、焓法 热性质
热重法 热性质
差热分析 热性质

１．２! $%*+(,-./0,-12

１．２．１　分析化学的发展历史
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有了分析技术的应用，比如公元前４世纪使用试金石来鉴定金的成

色，公元前３世纪阿基米德利用金、银密度之差解决金冕的纯度问题，中国古时候人们用银器
检验食物是否有毒等。那时候的分析只是一种技能、技术，分析化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是从
１９世纪末开始的，其发展历史可以总结为三次巨大变革。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为第一
次巨大变革，分析化学由技术发展为科学。当时的分析化学以湿法分析为主，发展了重量分
析、容量分析和比色分析，利用溶液中的四大平衡理论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基础。２０世纪４０年
代到７０年代间，仪器分析诞生并得到了飞速发展和应用，这时的分析化学进入了第二次巨大
变革。这一时期由于材料、冶金、能源等领域发展的需求，加之物理学和电子学的飞速发展，推
动了以光谱分析、极谱分析和色谱分析为代表的各种仪器分析方法的建立和快速发展，改变了
分析化学以化学分析为主的局面，快速、准确、灵敏的各种仪器分析方法得到完善和扩充。从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信息时代的到来和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学科的发展，促使分析化学进
入第三次巨大变革时期。这一期间，仪器分析方法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利用计算机和数学、物
理学、化学、材料科学和工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知识，建立了很多新分析仪器和分析方法，改进了
传统的分析仪器和方法，发展了很多联用仪器分析方法，大大提高分析的准确度、灵敏度，并极
大扩展了仪器分析的应用领域。还与相关的化学学科和物理学科交叉，与数学和计算机科学
相结合，选择最优化的操作和实验条件，最大可能地获取样品的各种有用信息，使分析人员从
单纯的数据提供者变成问题解决者。

１．２．２　分析化学的发展趋势
分析化学发展的目标就是满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对各式各样样品的各种检测的要求。

现代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对分析化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分析化学的发展趋势就是解决各种
样品的分析检测难题。可以将分析化学的发展趋势概括为以下８个方面。
１．提高检测灵敏度
研发分析方法提高检测样品中被测组分最低含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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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解决复杂体系的分离问题及提高分析方法的选择性
复杂样品相互干扰问题的解决要求提高分离性能和选择性。
３．扩展时空多维信息
从空间、时间等方面扩展检测的信息，开展多维成像、动力学等研究。
４．微型化及微环境的表征与测定
电子显微技术、电子探针Ｘ射线微量分析、激光微探针质谱等微束技术已成为进行微区

分析的重要手段。可检测和表征一个单原子层，因而在材料科学、催化剂、生物学、物理学和理
论化学研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此外，对于电极表面修饰行为和表征过程的研究，各种分离科
学理论、联用技术、超微电极和光谱电化学等的应用，为揭示反应机理，开发新体系，进行分子
设计等开辟了新的途径。
５．形态、状态分析及表征
不同价态和不同分子形态都可能存在毒性上的极大差异，物质的晶态、结合态等也是影响

材料性能的重要因素。阳极溶出伏安法、Ｘ射线光电子能谱、Ｘ射线荧光光谱、Ｘ射线衍射、热
分析、各种吸收光谱方法和各种联用技术可用来解决物质存在的形态和状态检测问题。
６．生物大分子及生物活性物质的表征与测定
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分析在生命科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以色谱、质谱、核磁共振、荧光、磷

光、化学发光和免疫分析以及化学传感器、生物传感器、化学修饰电极和生物电分析化学等为
主体的各种分析手段，在分子和细胞水平上来认识和研究生命过程中大分子及生物活性物质
的化学和生物本质方面，已日益显示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７．非破坏性检测及遥测
对于生产流程控制，自动分析及难以取样的诸如生命过程等的分析非破坏性检测是非常

重要的。遥测技术应用较多的是激光雷达、激光散射和共振荧光、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等，已
成功地用于测定几十千米距离内的气体、某些金属的原子和分子、飞机尾气组成、炼油厂周围
大气组成等，并为红外制导和反制导系统的设计提供理论和实验根据。
８．自动化及智能化
现代仪器分析已发展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阶段。机器人是实现基本化学操作自动化的重

要工具、专家系统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在分析化学中，专家系统主要用作设计实验和开发分
析方法，进行谱图说明和结构解释。分析化学机器人和现代分析仪器作为“硬件”，化学计量学
和各种计算机程序作为“软件”，其对分析化学所带来的影响将会是十分深远的。

１．３! 34"#$%&'56

现代分析化学中仪器分析方法占有主导地位，仪器分析方法是用精密仪器测量物质的某
些物理或物理化学性质以确定其化学组成、含量及化学结构的一类分析方法。因此，现代仪器
分析包括如下基本要素：分析仪器、分析方法和测量。

１．３．１　分析仪器
仪器分析所用到的仪器种类繁多，仪器原理、使用方法各有不同，仪器的更新速度也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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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每一种类的仪器分析方法往往使用一种特定的仪器，仪器的大类包括光谱类仪器、色谱类
仪器、电分析类仪器、表面分析类仪器等。仪器的大小差别很大，有小到一支钢笔大小的酸度
计，也有如电视机大小的普通分析仪器，还有大到几间房大小的特殊用处的光谱仪等。仪器的
价格也相差巨大，小型分析仪器有几百元、几千元的，也有两三百万的大型分析仪器，普通的分
析仪器一般在几万到一百万之间。

１．３．２　分析方法
如果把分析仪器比作计算机硬件的话，分析方法就是计算机软件，没有分析方法就不能进

行分析。分析方法是人们在科学的、大量的科学研究和分析实践中总结、整理出来的分析测定
方法。分析方法包括样品处理方法和样品测定方法，不同的样品，分析方法可能不同，同一样
品，测定项目不同，分析方法也可能不同。对各领域的众多样品，已经研究开发了很多标准的
分析方法，如国家标准分析方法、行业标准方法、企业标准方法等。各个国家和地区也有各自
的标准分析方法，如美国标准、欧洲标准、英国标准、日本标准等。评价一种分析方法的好坏经
常用到一些指标，如灵敏度、检出限、线性范围、选择性、分析速度等。灵敏度是指样品单位浓
度（如１ｍｇ·Ｌ－１）的改变所引起的分析信号改变的大小，改变的越大，说明分析信号对浓度的
响应越灵敏，所能测定样品浓度越低。检出限指所能检测到的最低量，它是根据分析的噪声信
号（没有被测组分的样品信号）的３倍分析信号所对应的被测组分量定义的。定量分析一般都
是利用分析信号与被测组分浓度间的线性关系（即标准曲线）来进行计算的，标准曲线的直线
部分称为线性范围，如ＩＣＰ光谱分析测定金属的线性范围可达５个数量级，或者更高。选择
性是指分析方法对样品中共存组分的抗干扰能力，选择性高说明该方法对被测组分响应高，对
其他组分响应低，干扰信号小。分析速度是指从样品处理到分析测定结束所用的时间。好的
分析方法应该灵敏度高、检出限低、线性范围宽、选择性好、分析速度快。

１．３．３　测量和测量数据
测量就是按分析方法对样品进行处理，用仪器进行测量，记录分析测量数据。
分析测量所得到的数据一般不能直接得到所需的信息，还需要进行数据处理。仪器分析

方法是用精密仪器测量物质的某些物理或物理化学性质来获得样品的信息，所以数据处理就
是根据分析方法的原理，把测定的物理或物理化学性质的量转换为所需要的量，如样品的化学
组成、含量或化学结构等信息。色谱分析法经常用来测定混合样品中的化学组成，它就是利用
色谱仪器测量得到的色谱信号（检测器不同，信号的种类不同），来确定样品的化学组成；含量
分析就是样品的定量分析，定量分析经常利用物理或物理化学性质与样品含量间的线性关系，
采用标准曲线进行定量；化学结构测定常常用波谱分析方法，利用不同化学基团显现的特定的
谱图进行解析来获得化学结构信息。由于实际样品的复杂，分析时经常遇到各种干扰，影响分
析结果，所以数据处理中也经常会用到一些基线校正、干扰校正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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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被誉为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各行业中的“眼睛”，它能提供各个学科和各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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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所需的各种有用信息，为它们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为分析化学重要组成部分
的仪器分析，在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１．４．１　仪器分析常常是解决科学研究中“瓶颈”问题的钥匙
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难以解决的“瓶颈”问题，仪器分析经常扮演解决“瓶颈”

问题的重要角色。１９８５年美国科学家率先提出人类基因组计划（ＨｕｍａｎＧｅｎｏｍ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ＧＰ），于１９９０年正式启动，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科学家共同参与。ＨＧＰ
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计划并称为二十世纪的三大科学计划。这一价值达３０亿美元
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旨在为３０多亿个碱基对构成的人类基因组进行精确测序，发现所有人类基
因并搞清其在染色体上的位置，破译人类全部遗传信息。人类基因组计划最初预计要在１５年
内完成，到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６日，参加人类基因组工程项目的美国、英国、法兰西共和国、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日本和中国的６国科学家共同宣布，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绘制工作已经完成。促进
这一重要科学计划提前完成的重要原因就是测序技术的改进，即ＤＮＡ自动测序仪的诞生和
使用。ＤＮＡ自动测序仪就是用毛细管电泳技术对ＤＮＡ进行测序，过去最先进的凝胶电泳测
序仪测定１０００个样品约需８ｈ，而毛细管电泳测序仪只要１５ｍｉｎ即可完成。可以说，如果没
有ＤＮＡ自动测序仪和超级计算机就不会有基因组研究计划的顺利完成。在生命科学研究领
域，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人们又提出了蛋白质组计划，随着被誉为解读人类生命“天书”的人
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实施，人类已初步掌握了自身的遗传信息。为了真正破译、读懂这部“天
书”，各国科学家随即将生命科学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以阐明人类基因组整体功能为目标的功能
基因组学上。蛋白质作为生命活动的“执行者”，自然成为新的研究焦点。以研究一种细胞、组
织或完整生物体所拥有的全套蛋白质为特征的蛋白质组学自然就成为功能基因组学中的“中
流砥柱”，构成了功能基因组学研究的战略制高点。实施蛋白质组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平台也是
仪器分析方法，即生物大分子质谱分析和生物大分子三维结构核磁共振技术，发明这两项技术
的科学家美国科学家约翰·芬恩、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和瑞士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获得
了２００１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除了在生命科学领域，其他很多学科的“瓶颈”问题也都是由于分
析仪器或仪器分析方法的发展而解决的。

１．４．２　仪器分析是工业企业生产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手段
在很多化学、化工及其相关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分析检测是保证产品正常生产和产品

质量的重要手段，仪器分析就是分析检验的工具。从原料进厂到生产加工，最后到产品出厂的
整个生产活动中，仪器分析可以作为原料检验、生产过程控制和产品质量检验的角色而起着重
要作用。为了保障产品质量，很多企业往往从原料开始抓起，在原料采购和原料进厂时就严格
把关，确保生产原料合格，利用仪器分析方法对原料进行检验是最基本的方法。在生产过程
中，对生产各个工序，如化工生产中的单元操作，经常采样，通过分析检验来了解各工序是否正
常。而产品检验一般是各个企业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它往往是产品质量控制中非常重要的
一个部分，质量检验的手段也多是仪器分析方法。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各种实际样
品分析检验重要手段的仪器分析，在工业企业生产活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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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　仪器分析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起着重要作用
实际上，除了上述的化学、化工行业外，其他很多行业都需要仪器分析。在能源领域的各

个行业中，石油、煤炭等资源的勘探、冶炼等需要仪器分析；在地质行业中，各种地质勘探需要
仪器分析；在冶金行业中，如钢铁、有色金属等冶炼过程中需要仪器分析进行炉前分析，产品检
测等；在轻工行业中，造纸、纺织、印刷等需要仪器分析进行原料、添加剂分析等；在食品行业
中，仪器分析在食品分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显得迫切和严峻的食品
安全问题，使人们对仪器分析在灵敏度、检测速度、无损检测等方法有了更高的要求；在农业
上，农药、化肥等需要仪器分析进行检测，各种作物和果蔬产品的蛋白、糖分等营养成分和农药
残留、重金属等有害成分的分析检测更需要仪器分析；在医药行业中，医学检测实际上就是利
用分析化学手段检测各种疾病，仪器分析是最为重要的检测手段，药物分析是药物生产和使用
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其主要手段也是仪器分析；在环境领域中，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
的重要组成部分，仪器分析则是环境监测的重要方法；在当前发展迅速的材料领域中，各种新
材料的研究、生产和使用都广泛用到了仪器分析，如纳米材料表面特征分析、颗粒材料粒径分
析、材料的组成和含量分析等。

综上所述，在国民经济众多行业中都能看到仪器分析的身影，它在其中担负着重要的职
责，起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１］杜一平．现代仪器分析方法．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朱明华，胡坪．仪器分析．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张正奇．分析化学．２版．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庄乾坤，刘虎威，陈洪渊．分析化学学科前沿与展望．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５］武汉大学化学系．仪器分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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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资质认定（计量认证）



基础

在我国国民经济、科学研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商品流通等众多领域中，分布着各种各
样的检测实验室或检测机构，它们的基本工作是依靠仪器设备，利用各种通用或专门的检测方
法，对样品进行检测，提供准确的检测数据，其工作的核心就是进行公正、科学、准确和优质的
技术服务。在检测技术服务中，仪器设备和实验方法显然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化学相关的检
测实验室中各类分析仪器和各种仪器分析方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各种版本的
《仪器分析》教材及其教学中，各类仪器分析方法包括分析仪器都是重要的，甚至是全部的内
容。但是，要达到“提供准确的检测数据”的目的，测试服务仅考虑分析仪器和分析方法还远远
不够。完整的样品检测过程包括很多要素，比如人员、设施与环境、检测方法、仪器与标准物
质、检测过程控制、检测结果报告等，全方位地掌握和控制这些要素是优质地完成检测工作的
基本保障。

认证是指由国家认可的认证机构证明一个组织的产品、服务、管理体系符合相关标准、技
术规范（ＴＳ）或其强制性要求的合格评定活动。对检测实验室进行认证就是对其各种条件和
行为进行规范，真正达到“提供准确的检测数据”的目的。目前在我国以提供专业的检测服务
为目标的检测实验室主要包括国有检测实验室、外资检测实验室和民间第三方检测实验室。
这些实验室中形形色色的认证非常多，但具有广泛影响的权威的认证资格证书只有几种，主要
包括实验室计量认证（ＣＭＡ）、实验室认可（ＣＮＡＳ）、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ＣＭＡＦ）等。

本章将主要针对资质认定（计量认证），介绍相关的基础知识，阐述影响检测过程和结果的
重要因素，使读者学习和了解检测服务的全貌。

２．１! 9:;<=>?@

２．１．１　资质认定
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布，２００６年４月１日起施行的《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资质

认定管理办法》（常简称为第８６号令）中的定义，资质认定的形式包括计量认证和审查认可，计
量认证是指国家认监委和地方质检部门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为社会提供公证数
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计量检定、测试设备的工作性能、工作环境和人员的操作技能和保证
量值统一、准确的措施及检测数据公正可靠的质量体系能力进行的考核。审查认可是指国家
认监委和地方质检部门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承担产品是否符合标准的检验任务
和承担其他标准实施监督检验任务的检验机构的检测能力以及质量体系进行的审查。

计量认证ＣＭＡ，即Ｃｈｉｎａ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是国家计量认证标志，其徽标为 。
取得ＣＭＡ合格证书的检验机构，按证书上所限定的检验项目进行检验，并在检验报告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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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１　计量认证证书示例

ＣＭＡ标志。图２１就是计量认证证书示例。
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产品的质量安全问

题日益备受政府、社会和广大消费者的关注，实验室
在提供公正数据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获得实验室资质认定，已成为国内社会公认的评
价检测机构的重要标志，在产品检验和检测等领域，
获得实验室资质认定已列为检验市场准入的必要条
件，实验室资质认定这项技术考核工作也被社会各
界与用户所接受和认可。目前，我国获证实验室已
超过３万家（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取得资质认定的
实验室，在为社会提供科学准确可靠的公正数据同
时，保证了各方的正当利益，在为提高产品质量水
平、全民质量意识、国家经济建设中做出了重要的
贡献。
１．资质认定的法律地位
在第８６号令中明确规定，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
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资质认定是一项行政许可，必须符合行政许可法的规
定，包括行政许可主体、依据、对象、条件、程序、责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第二十二
条规定了资质认定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
行政部门对其计量检定、测试的能力和可靠性考核合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
九条中阐明，县级以上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检验机构，或者授权其他
单位的检验机构，对产品是否符合标准进行检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第十九条：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
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第二十一条：产品质量检验机构、
认证机构必须依法按照有关标准，客观、公正地出具检验结果或者认证证明；第五十七条：产品
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机构伪造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检验资格、认证资格；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相关的主要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与资质认定相关的法律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及一些相关国家和地
方法规等。

另外，第８６号令也明确指出，为司法机关做出的裁决提供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的；
为仲裁机构做出的仲裁决定提供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的；为经济或者贸易关系人提供
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的；其他法定需要通过资质认定的机构应当通过资质认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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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认定实验室机构的检测数据和检测结果具有法律效力。
２．我国资质认定的基本特点
我国实验室资质认定，由国务院直属单位国家质检总局的下属单位，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

理委员会（ＣＮＣＡ）统一管理，分国家级和省级两级实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
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实验室的资质认定工作。国家级实验室和检查机构的资质认定，由国家
认监委负责实施；地方级实验室和检查机构的资质认定，由地方质检部门负责实施。

我国的实验室资质认定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为社会出具公证数据的检验机构进行强
制考核的一种手段，是政府对第三方实验室的行政许可，是政府权威部门对检测机构进行规定
类型检测所给予的正式承认。实验室获得资质认定证书，才具备向用户、社会及政府提供公正
数据的条件和资格。实验室申请实验室资质认定，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要独立于制造、销
售或至少独立研究、开发之外，真正处于公正的地位；要具有适应评价产品质量优劣所需要的
技术手段；出具的检定、测试数据的可靠性，得到社会的承认。
３．资质认定的评审
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是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实验室的基本条件和能力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相关技术
规范或者标准实施的评价和承认活动。实验室的资质认定评审，应当遵循客观公正、科学准
确、统一规范、有利于检测资源共享和避免不必要重复的原则。第８６号令发布的同时，出台了
《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国认实函［２００６］１４１号），这是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有效评审准
则。此准则的发布促进和保证了实验室的资质认定评审工作的客观公正、科学准确、统一规
范，有利于检测资源共享。

２．１．２　计量学和资质认定的基本概念
分析化学学科的基本定义是发展和应用各种方法、仪器和策略，以获得有关物质在空间和

时间方面组成和性质的一门科学。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看，该定义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
关于分析仪器和分析方法（包括策略），这正是目前主流《仪器分析》教材所讲述的内容；二是关
于测量的科学和技术，这一点往往被目前的《仪器分析》教学所忽视。实际上，从定义看分析化
学就是关于测量的科学，而如何进行测量应该是本学科重要的组成部分。

计量学就是关于测量的科学，它包括测量理论、测量技术和测量实践等。其基本内容包括
定义，法定计量单位，检定、校准和检测，计量器具的指标和特性，计量管理与监督，计量法律法
规，测量误差、数据处理和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等。计量学与分析化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一
是它们的应用领域不同。计量学涉及的范围更广、更基础，比如质量、容量、密度、力值等这些
基本的物理量都是计量学研究的范畴。而分析化学所涉范围只是围绕质量和容量分析、光谱
分析、色谱分析、电化学分析等相关物理和化学参量，它们往往是计量学所研究基本物理量的
导出参量（参考２．２．１节）。二是它们关注的侧重点不同。计量学研究的是测量的基础，关注
如何进行测量来保证测量的可靠性。而分析化学更注重具体的分析技术，强调如何开发先进
的仪器设备和分析方法解决复杂样品的检测难题。因此掌握计量学基础知识，对于更好地学
习分析化学（仪器分析），尤其是学习和了解检测服务的全貌，更深入地理解资质认定具有重要
的意义。下面就计量学和资质认定的一些基本概念做简单介绍。
１）量：指现象、物体或物质可定性区别和定量确定的属性。计量学研究的量绝大多数都

是物理量，物理量有１０类，分别是空间和时间量，如长度、时间；与周期有关的量，如频率；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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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热学量；电学量；光学量；声学量；物理化学量，如摩尔质量；原子物理学量。分析化学中使
用的量往往也是这１０类物理量。
２）量值：一般由一个数乘以测量单位所表示的特定量的大小，如５ｍ、０．１ｍｏｌ。
３）计量单位：为定量表示同种量的大小而约定地定义和采用的特定量。
４）计量：实现单位统一、量值准确可靠的活动。
５）计量的特点：准确性、统一性、溯源性、法制性。
６）量值溯源：溯源性是指任何测量结果或计量标准的值，都能通过一条具有规定不确定

度的不间断的比较链，使测量结果或测量标准的值能够与规定的参考标准，通常是与国家测量
标准或国际测量标准联系起来的特性。
７）测量不确定度：表征合理地赋予被测量之值的分散性，与测量结果相联系的参数。通

俗言之，由于测量误差的存在而对测得值不能肯定（或可疑）的程度。
８）实验室间比对：按照预先规定的条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实验室对相同或类似的被测

样品进行检测／校准的组织、实施和评价。
９）校准和检定：校准是指在规定条件下，为确定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所指示的量值，或实

物量具或参考物质所代替的量值，与对应的标准所再现的量值之间的一组操作；检定则是查明
和确认计量器具是否符合法定要求的程序，它包括检查、加标记和出具检定证书。
１０）质量方针：由某组织的最高管理者正式发布的该组织的质量宗旨和质量方向。
１１）质量体系：为实施质量管理所需要的组织结构、程序、过程和资源。
１２）质量手册：阐明一个组织的质量方针并描述其质量体系的文件。
１３）管理评审：由最高管理者就质量方针和目标，对质量体系的现状和适应性进行的正式

评价。
１４）技术负责人：实验室最高管理者任命技术负责人１人，全面负责技术工作，有权支配

和使用为履行其职务所需的资源，其职责和权利如下。
（１）全面负责中心的技术工作，有权支配和使用为履行其职务所需的资源；
（２）主持各种支持性文件的制定、批准和发布；
（３）了解国内外检测领域的发展，主持制定检测方法和检测方法的批准和发布；
（４）签发检测报告和检定报告以及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如合同书、协议书等）；
（５）制订专业人员的业务学习、技术培训计划和考核制度。
质量负责人不能履行职责时，技术负责人代行其职责。
１５）质量负责人：实验室最高管理者任命质量负责人１人，全面负责质量管理工作，其职

责和权利如下。
（１）负责管理体系文件的起草、审核和维护，协助组织《质量手册》的贯彻、执行、修订和

补充；
（２）全面负责对管理体系实施进行日常的监督、检查，保证管理体系得到全面地实施；
（３）按计划委派监督员对检测进行全过程监督，并向技术负责人报告；如有需要，可直接

向最高管理者汇报工作；
（４）负责对检测质量争议和质量事故的处理，并向技术负责人报告处理结果；
（５）负责主持年度内部质量审核，验证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性及内审员管理工作；
（６）根据信息反馈纠正并建立管理体系的预防措施。
技术负责人不能履行职责时，质量负责人代行其职责。



１１　　　　　

１６）授权签字人：根据检测业务的需要，由实验室最高管理者推荐授权签字人若干名，
经评审组考核合格授权，并由最高管理者任命。检测报告由授权签字人负责签发，在签发
检测报告时，仅限于本人被授权领域，不得随意越权签发检测报告。授权签字人的职责和
权利如下。

（１）熟悉相应的检测管理程序及记录、报告的核查程序；
（２）了解检测记录和结果的要求；
（３）评审检测记录和结果；
（４）了解和掌握中心申请的项目和检测能力；
（５）掌握本人签字领域内的检测标准；
（６）签发检测报告，对检测报告具有解释权；
（７）对检测结果具有批准权和否决权。
１７）内审员：经过培训及考核后，由实验室最高管理者任命内审员若干名，持证上岗，其职

责和权利如下。
（１）独立于被审核活动，参加审核的项目应与自己的工作无直接关系；
（２）协助质量负责人实施当年的内审工作计划，审核应涉及管理体系的各项要求；
（３）对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通知被审方，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实施整改并递交书面整

改报告；
（４）有权建议停止有违质量文件的活动；
（５）对发现的问题和整改情况及时向质量负责人递交书面汇报。
１８）质量监督员：经过培训及考核后，由实验室最高管理者任命质量监督员若干名，持证

上岗，质量监督员的职责和权利如下。
（１）了解检测目的、熟悉检测方法和程序，掌握检测结果的评审，对所监督人员的作业实

施检测全过程的监督；
（２）配合质量负责人抓好检查和实验室间的能力验证和比对，发现问题并及时采取纠正

措施；
（３）参加对客户要求、标书和合同的评审；
（４）参加技术性事故和用户投诉和申诉的调查；
（５）对检测结果和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６）有权制止任何有违真实性、有效性的任何操作活动。

２．２! 9:;<ABC;DE(=FGH

２．２．１　我国法定单位制
１．国际单位制
由国际计量大会（ＣＧＰＭ）采纳和推荐的一种一贯单位制，国际通用符号为“ＳＩ”。国际单

位制包括ＳＩ基本单位、ＳＩ导出单位以及由ＳＩ词头与和以上单位构成的倍数单位。ＳＩ基本单
位包括７种单位，如表２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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