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中国应急分析测试平台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目录1 

序号 名称 资源数量 资源概述 服务方式 

1. 金属材料应急分析和安全预警技术资源库 

1.1 重大安全事故案例库 

1 特种设备 已入库 429 项 

包括压力容器、锅炉、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

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机动车辆等事故案例。案例内容包括：

摘要、关键词、概述、事故技术分析过程、分析数据和图谱、结

论和建议、分析的机构和人员等 

（1）案例信息免费网络共享，为同类事故预警和新发事故

技术处理提供借鉴，提高社会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分析能力；

（2）特种设备安全事故专家咨询和应急分析测试服务 

2 交通运输 已入库 128 项 

包括航空航天、铁道、汽车、舰船、桥梁等事故案例。案例内容

包括：摘要、关键词、概述、事故技术分析过程、分析数据和图

谱、结论和建议、分析的机构和人员等 

（1）案例信息免费网络共享，为同类事故预警和新发事故

技术处理提供借鉴，提高社会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分析能力；

（2）交通运输设备安全事故专家咨询和应急分析测试服务 

3 工艺设备 已入库 186 项 

包括换热器、管和管道、贮藏容器、辅助构件等事故案例。案例

内容包括：摘要、关键词、概述、事故技术分析过程、分析数据

和图谱、结论和建议、分析的机构和人员等 

（1）案例信息免费网络共享，为同类事故预警和新发事故

技术处理提供借鉴，提高社会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分析能力；

（2）工艺设备安全事故专家咨询和应急分析测试服务 

4 转动设备 已入库 205 项 

包括轴承和齿轮、叶片、轮盘和转子、叶轮、轴和外壳等事故案

例。案例内容包括：摘要、关键词、概述、事故技术分析过程、

分析数据和图谱、结论和建议、分析的机构和人员等 

（1）案例信息免费网络共享，为同类事故预警和新发事故

技术处理提供借鉴，提高社会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分析能力；

（2）转动设备安全事故专家咨询和应急分析测试服务 

5 紧固件 已入库 76 项 
紧固件案例内容包括：摘要、关键词、概述、事故技术分析过程、

分析数据和图谱、结论和建议、分析的机构和人员等 

（1）案例信息免费网络共享，为同类事故预警和新发事故

技术处理提供借鉴，提高社会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分析能力；

（2）紧固件安全事故专家咨询和应急分析测试服务 

6 阀 已入库 32 项 
阀案例内容包括：摘要、关键词、概述、事故技术分析过程、分

析数据和图谱、结论和建议、分析的机构和人员等 

（1）案例信息免费网络共享，为同类事故预警和新发事故

技术处理提供借鉴，提高社会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分析能力；

（2）阀安全事故专家咨询和应急分析测试服务 

7 其他 已入库 268 项 

包括结构件、弹簧、工模具、通用件、电气设备、钻柱等事故案

例。案例内容包括：摘要、关键词、概述、事故技术分析过程、

分析数据和图谱、结论和建议、分析的机构和人员等 

（1）案例信息免费网络共享，为同类事故预警和新发事故

技术处理提供借鉴，提高社会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分析能力；

（2）安全事故专家咨询和应急分析测试服务 

 
    注：1. 目录更新时间至 2012 年 9 月。 



 

 

序号 名称 资源数量 资源概述 服务方式 

1.2 应急分析标准和方法库 

8 
金属材料产

品技术标准 
已入库 150 项 

用于金属材料安全事故分析和材料安全评估的产品技术标准的

摘要信息，主要包括铸铁、钢类、铝合金、镁合金、铜合金、钛

合金、难熔合金、粉末冶金、高温合金等金属材料产品技术标准 

免费网络共享金属材料产品技术标准的摘要信息 

9 
金属材料测

试技术标准 
已入库 397 项 

用于金属材料安全事故分析和材料安全评估的应急分析测试标

准的摘要信息，主要包括物理性能、无损探伤、化学分析、腐蚀、

磨损等分析测试标准等 

（1）免费网络共享应急分析测试标准的摘要信息 

（2）培训关于力学性能测试技术（13 项）、物理检测技术

（8 项）、化学成分分析技术（17 项）等应急分析测试人员 

1.3 相关法律法规库 

10 特种设备 已入库 61 项 

包括压力容器、锅炉、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

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机动车辆等易引发安全事故的设施、

场所、生产部门安全或寿命评估等法律法规。内容包括标题、颁

布单位、实施日期、题注、正文等 

免费网络共享金属材料技术领域特种设备相关法律法规内

容 

11 交通运输 已入库 5 项 

包括航空航天、铁道、汽车、舰船、桥梁等等易引发安全事故的

设施、场所、生产部门安全或寿命评估等法律法规。内容包括标

题、颁布单位、实施日期、题注、正文等 

免费网络共享金属材料技术领域交通运输方面相关法律法

规内容 

12 其他 已入库 14 项 

包括工艺设备、转动设备、紧固件、阀类等易引发安全事故的设

施、场所、生产部门安全或寿命评估等法律法规。内容包括标题、

颁布单位、实施日期、题注、正文等 

免费网络共享相关信息资源 

1.4 应急分析图谱库 

13 
宏观、微观

形貌图谱 
已入库 836 项 

包括钢铁、铝合金、铜合金、粉末冶金、镁合金、钛合金、金属

材料缺陷等用于金属材料应急样品识别与判断的特征图谱，内容

包括标题、图片、说明等 

免费网络共享金属材料宏观、微观形貌图谱，为同类事故的

安全预警或事故技术分析提供参照依据 

14 
断口分析图

谱 
已入库 29 项 

包括韧性断口、脆性断口、疲劳断口、应力腐蚀断口。氢致开裂

断口等用于金属材料应急样品识别与判断的特征图谱，内容包括

标题、图片、说明等 

免费网络共享金属材料断口分析图谱，为同类事故的安全预

警或事故技术分析提供参照依据 

15 合金相图谱 已入库 65 项 金属材料合金相图谱内容包括标题、图片、说明等 
免费网络共享金属材料合金相图谱，为同类事故的安全预警

或事故技术分析提供参照依据 

1.5 应急分析机构和专家库 



 

 

序号 名称 资源数量 资源概述 服务方式 

16 
应急分析机

构和专家库 

已入库 32 家机构信息、

56 位专家信息 

包括国内高技术水平的金属材料安全事故应急分析测试机构及

应急分析专家信息，包括其专长的技术领域、成果、设施和装备

条件、以往参与事故技术分析或现场应急分析的情况、能够提供

的应急分析设备和人员、紧急状况下的联络方式等 

信息资源免费网络共享以及应急分析测试机构和专家的金

属材料安全事故应急分析测试服务 

资源服务单位：钢铁研究总院（国家钢铁材料测试中心) 

资源服务方式：（1）面向社会通过网络免费共享金属材料安全事故案例、应急分析机构和专家等资源信息；（2）为金属材料突发事件提供应急分析测试技术专家咨询、应急

分析服务；（3）为分析检测机构培训专业的金属材料应急分析测试人员 

2.食品安全应急分析技术资源库 

2.1 重大安全事故案例库 

17 农药残留 已入库 20 项 

食品安全农药残留事故案例，包括摘要、关键词、概述、技术分

析报告、结论和建议、参考文献、事故分析结论、技术处理建议、

分析人员、危险性评估等几方面内容 

（1）案例信息免费网络共享，为同类事故预警和新发事故

技术处理提供借鉴，提高社会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分

析能力；（2）食品安全事故专家咨询和应急分析测试服务 

18 兽药残留 已入库 4 项 

食品安全兽药残留事故案例，包括摘要、关键词、概述、技术分

析报告、结论和建议、参考文献、事故分析结论、技术处理建议、

分析人员、危险性评估等几方面内容 

19 膳食与营养 已入库 6 项 

食品安全膳食与营养事故案例，包括摘要、关键词、概述、技术

分析报告、结论和建议、参考文献、事故分析结论、技术处理建

议、分析人员、危险性评估等几方面内容 

20 
添加物与污

染物 
已入库 112 项 

食品安全添加物与污染物事故案例，包括摘要、关键词、概述、

技术分析报告、结论和建议、参考文献、事故分析结论、处理建

议、分析人员、危险性评估等几方面内容 

21 
食品掺伪或

禁用 
已入库 121 项 

食品掺伪或禁用事故案例，含摘要、关键词、概述、技术分析报

告、结论和建议、参考文献、事故分析结论、技术处理建议、分

析人员、危险性评估等几方面内容 

22 食品卫生 已入库 83 项 

食品卫生事故案例，包括摘要、关键词、概述、技术分析报告、

结论和建议、参考文献、事故分析结论、技术处理建议、分析人

员、危险性评估等几方面内容 



 

 

序号 名称 资源数量 资源概述 服务方式 

23 
生物技术食

品 
已入库 2 项 

生物技术食品事故案例，含摘要、关键词、概述、技术分析报告、

结论和建议、参考文献、事故分析结论、技术处理建议、分析人

员、危险性评估等几方面内容 

24 其他 已入库 25 项 

除上述几类食品安全事故以外的事故案例，含摘要、关键词、概

述、技术分析报告、结论和建议、参考文献、事故分析结论、技

术处理建议、分析人员、危险性评估等几方面内容 

2.2 应急分析标准和方法库 

25 国内标准 已入库 875 项 
食品安全技术领域的国内标准。包含了国家标准、部颁及行业标

准及地方标准等内容 
免费网络共享食品应急分析测试国内标准的摘要信息 

26 
国际及国外

标准 
已入库 6 项 

食品安全技术领域的国际标准。包含了 AOAC 标准、ISO 标准及

其他国家和地区标准等内容 
免费网络共享食品应急分析测试国内标准的摘要信息 

2.3 相关法律法规库 

27 农产品 已入库 72 项 
农产品的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法律法规。包含法规标题、颁布单

位、实施日期、题注、正文、参考资料等几方面内容 
农产品相关法律法规信息免费网络共享 

28 水产品 已入库 11 项 
水产品的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法律法规。包含法规标题、颁布单

位、实施日期、题注、正文、参考资料等几方面内容 
水产品相关法律法规信息免费网络共享 

29 加工食品 已入库 18 项 
加工食品的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法律法规。包含法规标题、颁布

单位、实施日期、题注、正文、参考资料等几方面内容 
加工食品相关法律法规信息免费网络共享 

30 保健品 已入库 45 项 
保健品的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法律法规。包含法规标题、颁布单

位、实施日期、题注、正文、参考资料等几方面内容 
保健品相关法律法规信息免费网络共享 

31 其他 已入库 273 项 

除食品安全技术领域以上 3 类的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法律法规。

包含法规标题、颁布单位、实施日期、题注、正文、参考资料等

几方面内容 

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信息免费网络共享 

2.4 应急分析图谱库 

32 形貌图谱 已入库 291 张 

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材料形貌特征图谱。含图像观察所用设备（仪

器）、图像放大倍数、各种技术条件或参数等、参考文献等几方

面内容 

形貌图谱信息免费网络共享 



 

 

序号 名称 资源数量 资源概述 服务方式 

33 
技术分析图

谱 
已入库 589 张 

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技术分析特征图谱。含图像观察所用设备（仪

器）、图像放大倍数、各种技术条件或参数等、参考文献等几方

面内容 

技术分析图谱信息免费网络共享 

2.5 应急分析机构和专家库 

34 
应急分析机

构和专家库 

已入库 106 家机构信

息、190 位专家信息 

包括国内高技术水平的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分析测试机构及应急

分析专家信息，包括其专长的技术领域、成果、设施和装备条件、

以往参与事故技术分析或现场应急分析的情况、能够提供的应急

分析设备和人员、紧急状况下的联络方式等 

信息资源免费网络共享以及应急分析测试机构和专家的食

品安全事故应急分析测试服务 

资源服务单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资源服务方式：（1）面向社会免费提供食品安全事故案例、应急分析机构和专家等资源网络信息；（2）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提供应急分析测试技术专家咨询、应急分析服务 

 
（更多资源整理中……） 

 


